
恭喜甘仲軒同學成為2022年文憑試7科5**狀元
  猶記得中四時疫情猝然來襲，學生們頓時手足無措，幸得我校老師應對
及時，迅速改變施教方針，才得以趕上學習進度。在家年餘，許多壓力都必
須由自己面對， 難免感到惆悵彷徨，幸得我校凝聚了一群互惠互助的同學，
即使在疫情肆虐之時，依然彼此支持、交流學習成果，故此我十分感激每一位
曾助我一臂之力的師長和朋友。「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我一直以
此話提醒自己，現贈予未來的考生們——雖則路遙且未央，總有提燈照夜人。
  「韌」字介紹：「韌」者能「忍」，經得起夙夜用功，耐得住應考強壓，勞
而不怨，折而不斷。（轉載自教育局2022年7月號脈搏季刊）
  要在文憑試中取得佳績，我認為關鍵在於「思」字。「學而不思則罔」，同

學在學習時不應得過且過，而是要認真鑽研試題背後所考核的概念，細細咀嚼文學名著的文句修辭，並應用
於自身的學習上，如此你將發現課本上一字一句背後皆別有洞天，而你亦會豁然領會學習之樂。

主席的話
  首先感謝各位家長
教師會會員的支持，讓
我帶領本屆家長教師會
的機會，疫情下新常態，我戰戰兢兢的上任，很高興
認識一班志同道合、有愛心及無私奉獻的委員並肩合
作，一起乘上KCPTA列車。
  本學年，一百多位家長參與家長義工的行列，為家
教會出心､出力､出時間，為孩子建立良好的榜樣，實在
令人鼓舞。同時感謝校方一直以來鼎力支持家教會的活
動，其中包括週年大會、Kingsian Games Day (KGD) 
英皇競技日、義工大會、敬師日、家長專題講座、電腦
培訓班、聯校家長工作坊、家教會網站更新、會訊等等, 
期待疫情快將緩和，能恢復全日實體上課，以及籌辦更
多家長和學生皆能參與的活動。
  我非常榮幸能參與學校管理委員會及英皇書院教育基
金的工作，以家長身份為學校出一分力。在此祝願家長教
師會薪火相傳，家校攜手，在學校的悉心培養下，令每位
英皇囝健康快樂地成長，成為未來貢獻社會的好公民！

3D班陳滙星家長
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林盼女士

校長的話
 
  非一般的學年持續超過兩年，執筆
時變種病毒更在香港廣泛傳播；配合香
港政府的抗疫策略，全港學校也要安排
特別假期，減少社區的人流。
  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學校的重要持
份者如學生、老師和家長都面對種種挑戰，例如身心健康、正常
社交活動、網上學習、沉迷手遊等等。英皇仔正處於學習的重要
時期，除了學業外，他們更需要面對人際關係、公共衞生以及生
涯規劃等種種成長需要。本屆中六學生更是自高中便踏入了抗疫
的時代，很多校內和校外活動的終站都是取消或延期，但高興的
是見到他們珍惜機會，全情投入有限的活動，測考時仍能保持著
高昂和堅毅的心態。
  本校教職員也緊守崗位，迎難而上，繼續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
代成材。此外，本校家教會為促進家校合作亦不遺餘力，多年來舉
辦很多有意義的活動，加強了親子關係。本人藉此向各位家教會委
員及家長義工的無私貢獻、對本校的信任和支持致以由衷的謝意。
願各位在新常態下，仍然懷著積極、正面的思維和態度，勇敢地面
對挑戰，保持身心靈健康，疫情始終會過去，就如雨後會天晴。
  最後，希望學校與家長攜手合作，栽培每個英皇仔，讓他們
在紅磚屋下茁壯成長，向自己的理想邁進，為社會作出貢獻。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鄧啟澤校長

會訊會訊
第二十九屆第二十九屆

2021-2022 年度2021-2022 年度

  香港般咸道 63 號 A  63A, Bonham Road, Hong Kong  
電話 Tel：2547-0310  傳真 Fax：2540-6908  網址 Website：

www.kcpt
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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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九屆常務理事委員會第二十九屆常務理事委員會

顧問 譚顯偉 
Tam Sir

顧問 張世民 
Simon

 顧問 招敏華 
Becky

宣傳及會訊編輯 
劉紫慧老師 

Ashley

 宣傳及會訊編輯 
陳思曉 

Ceci 普通委員
楊家碧老師 
Christina

增選委員 
謝莉花 

Rowena

增選委員 
郭曉英 
Helen  增選委員 

洪麗清 
Rhian

增選委員 
鄺慧敏 
Brigi

總務 
陳國傑老師  總務 林珮怡 

Olivia  聯絡 麥婉婷老師 
Susanna

聯絡 林妙玲 
Elaine

聯絡 王綺雲 
Denise

 副司庫 郭潔文 
Alida

 司庫 譚瑞文 
Man

文書 黃頌朋老師 
Ryan

文書 范海娣 
Haidi

 顧問 蘇雅麗 
Alice

主席 林盼 
Pamela 副主席 賴𤥃妮 

Vivian

顧問 高余新文 
Angelina

副主席 
鄧啟澤校長

(2021-2022)(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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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疫情下，第二十八屆和第二十九屆委員和顧問出
席於學校舉行的網上AGM，順利完成新、舊兩屆的交
接工作，薪火相傳。

2021.10.222021.10.22

  本學年，因疫情關係，水運會和運動會亦未能預期舉
行，因此校方特別舉辦了競技日，讓學生大顯身手，義工
家長們也樂在其中。

 2021.11.11 2021.11.11

  本屆有百多位家長義工報名參加PTA義工
服務行列，義工大會當天， 50多位義工聚首
一堂，第一屆PTA主席暨現任顧問譚顯偉先生
亦到場分享20多年家長義工的寶貴經驗。

 2021.12.04 2021.12.04

第二十九屆週年大會 (AGM)

Kingsian Games'  Day 
(KGD 競技日 ) 

義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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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課後，政府要求學生每日回校前進行自行快速檢
測，為減輕家長購買檢測棒的負擔，英皇書院教育基金
會贊助學生檢測包，作為他們最基礎的保障，以及表達
對同學的關懷與支持。家長義工回校協助包裝檢測包送
給學生。

2022.05.102022.05.10

  為發揚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文化，及為莘莘學子
樹立一個良好的敬師榜樣，PTA藉此機會向校長、老
師們表達衷心的謝意，以答謝他們的無私奉獻，今年
選了刻名木製原子筆為敬師日禮物致送給老師們。

 2022.05.12 2022.05.12

義工協助包裝基金會義工協助包裝基金會
贊助學生的檢測包贊助學生的檢測包

敬師日

  一年一度由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及聖保羅書院家長教
師會聯合舉辦之【聯校家長培訓工作坊】，我們邀請了著
名的余德淳博士擔任今年工作坊的導師，題目為「如何培
養高學能男孩子及其全人成長」。

2022.07.302022.07.30

聯校家長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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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倡健康生活，PTA舉辦開心「果」
日活動，贊助每位學生一份水果，今年選
了含豐富維他命C的金奇異果。

2022.05.272022.05.27

  為增加父母與兒子的歡樂時光，亦可
以學習到有趣的電腦技能。PTA特意舉辦
親子電腦培訓班，讓眾家長可以與兒子合
力完成一段趣味十足的短片，歡度了一個
愉快的晚上。

2022.06.282022.06.28

傑出學生義工獎2021傑出學生義工獎2021
嘉許文憑試考獲5* 的學生嘉許文憑試考獲5* 的學生

2020-2021 DSE 
共有111枚  5*

開心「果」日

親子電腦培訓班

學生義工嘉許

家長教師會贊助獎學金

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
KING'S COLLEGE
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AION

首頁      最新資訊        本會介紹         活動照片         會章           會訊      常用網站   

全新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網頁www.kcpta.org，為KCPTA會員提供更多資訊全新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網頁www.kcpta.org，為KCPTA會員提供更多資訊

www.kcp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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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2 & 2022.08.032022.08.02 & 2022.08.03

  PTA為無花仔答謝父母一年的照顧，特意安排Me 
Time - 咖啡拉花及皮革班給父母們鬆一鬆，交換一下
照顧孩子的心得，抖一抖。

咖啡拉花及皮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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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英皇書院教育基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後期，當時有一群熱心的師生和家長呼籲捐款，
以支持英皇書院學生的發展。由於大家的熱烈響應，很快便籌得超過四百萬港元。自 1998 年起，King' s 
College 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 - King' s College Education Foundation Fund (KCPTA -KCEFF) 
善用這筆資金提供獎學金和資助學校活動。
  2012年，眾多校友表示希望透過全人發展幫助英皇書院學生踏上更高的台階；學生們受益於本校的教
育，學有所成，人才輩出，為建設我們的城市作出貢獻。其後，校方、英皇書院同學會和英皇書院家長教師
會達成共識，成立一個由校友和家長共同管理的法人團體，在運用校友的慷慨捐贈和建立更強大的教育基礎
兩大前提下，讓學校能為英皇書院學生提供盡可能最優質的教育。英皇書院教育基金 (KCEdF) 隨後於 2013 
年成立，同時被香港稅務局評定為認可的慈善機構。首年內收到的捐款總額超過 400 萬港元，並於此後繼
續運作。此外，KCPTA-KCEFF 的餘額於 2015 年轉移到 KCEdF。感恩歷屆學長和家長對本校學生熱心、慷
慨的支持，承傳了樸實無華及博愛關懷的「無花果精神」。
  截至2021年8月，KCEdF已發放自成立以來累計共734萬港元，以用作提供獎學金、支援學習體驗、資
助學生活動、購買設備和儀器、為英皇書院提供人力支援等。KCEdF以財政及創意等多元方式，支持英皇
書院──平民名校打開大門，同學們不論貧富，都能享有香港最優質的教育。基金致力保障學校有充足的資
源，讓老師和學長專注於教育工作，培育同學身、心、靈的均衡成長和全人發展，令同學們才德兼備，將
來投身社會為香港的健康發展作出貢
獻，延續英皇書院建校近百年的歷史
傳統。
  KCEdF為英皇書院提供資源，
以改善及提升學校的設施，並提供優
良的教育條件和支援多元課外活動，
協助學校發展及推廣學業、文化、藝
術、體育、科學等範疇的活動，保障
來自基層家庭的同學能夠充分參與學
校提供的種種學習機會。

開支港幣 ,000元
（經審核）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20

2020-
2021

2014-2021
總額

獎學金及獎項 178 145 254 317 145 287 210 1,536

培訓 / 海外旅程與交流 145 182 133 416 757 416 156 2,205

學校設備（器材及樂器） 121 320 385 362 398 615 11 2,212

學校的文職支援 107 142 198 166 213 159 163 1,148

無花果樹（保養） 13 0 0 0 0 0 0 13

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5 * 0 0 0 0 5 10

雜項（包括學社補貼） 29 28 28 86 10 32 10 223

Total 598 817 998 1,347 1,523 1,509 555 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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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2021.09 家教會(PTA)常委選舉
2021.10 校管會(SMC)家長代表選舉

2021.10.22 周年大會(AGM)
2021.11.11 Kingsian Games' Day (KGD競投日)
2021.12.04 義工大會
2022.05.10 義工協助包裝基金會贊助學生的檢測包
2022.05.12 敬師日
2022.05.27 開心「果」日
2022.06.28 親子電腦培訓班
2022.7.30 聯校家長培訓工作坊2022

2022.8.2 & 2022.8.3 咖啡拉花及皮革班 

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概覽表 2021 - 2022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概覽表 2021 - 2022

  衷心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協助各項家教會
活動，包括：周年大會、敬師日、基金會贊
助檢測包分發、會員招募、KGD競技日、壁
報、聯校家長工作坊等等。

  時間匆匆，猶記得當初加入英皇書院家長
教師委員會後，負責編輯會訊一職已經三年多
了。想起過往那兩年因疫情關係學校必須暫停
所有活動的時光。
    直 至 今 年 家 教 會 舉 辦 的 活 動 逐 漸 回 復 正
常，會訊內容亦多姿多彩了，期望不久將來所
有活動也能歡迎更加多家長一起參與。

                                 編輯——賴𤥃妮 
                                 4C班曾仲賢家長

義工團隊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編委會名單
編輯：	賴𤥃妮女士
編委：	劉紫慧老師	
	 林	 盼女士
	 鄺慧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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