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18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  2017 年 10 月 20 日(星期五) 

會議時間 :  7:15pm – 9:35pm 

會議地點 :  優才書院一樓演講廳室 

 

出席者 (總 48 人) 
家長常務委員：27 人   

主席：王麗菁女士 (12C 陳倩思家長) 

 

副主席：陳潔恩女士(8B 陳胤行家長)   

董文健先生 Sam (7A 董子謙家長) 
編輯 IT 組 

陳永順先生 Vincent (7A 陳信孝家長) 
編輯 IT 組 

鍾翠兒女士 Kitty (7B 崔凱嵐家長)  
司庫 & 交流團接待小組 

胡邦富先生 Francis (7B 胡珮喬家長) 
編輯 IT 組 

鄭燕玲女士 Carrol (7C 吳正彥家長) 
活動組 

潘慧嫻女士 Brenda (7D 歐啟熹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陳詠妮女士 Winnie (7E 伍沂烽家長) 

核數司 

王詠恩女士 Bonnie (8A 許懿諾家長) 汪穗玲女士 Cecilia Wang (8A 何沛錞家長) 
活動組 

馬文苑女士 Louie (8B 尹高駿家長) 
活動組 & 交流團接待小組 

潘嘉琪女士 Evelyn (8C 謝凱嵐家長) 蘇錦標先生 Bill (8D 蘇以琳家長)  
秘書 

王全正女士 Kate (8E 周永浚家長) 
編輯 IT 組 

禤麗儀女士 Phyllis Huen (9A 趙樂然家長) 
活動組 

曾榮榮女士 Wing (9B 陳諾琳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曾佩瑩女士 Louise (9C 溫卓衡家長) 
活動組 

李小鳳女士 Atlas (9D 王朗遙家長) 
編輯 IT 組 

黄潤蓮女士 Candy (9D 黃靖荇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羅慧菁女士 Josette (9E 朱靖妍家長) 劉貴媚女士 Fion (9E 劉欣彤家長) 曾翠玉女士 May (10A 鄧子賢家長) 

林  旗女士 Lin (10B 俞槿言家長) 

 

陳鳳玲女士  Cecilia Chan (10C 鄭鎧亮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鄭慧玲女士 Amy (11D 李懿德家長) 
編輯 IT 組 

吳玉珊女士 Candy (12B 謝灝燊家長)   

 
老師常務委員：15 人 

  

譚國偉校長 (Dr Tam Raymond) 梁超然副校長 (CY Leung) 張永豐老師 (Joe Cheung) 

楊傑偉老師 (Simon Yeung) 呂培鑫老師 (Sunny Lui) Mr. Jason Collelo 

柯建設老師 (Alex O) 謝志達老師 (Roy Tse) 余家燕博士 (Dr Yu Christine) 

姚俊偉老師 (Richard Yiu) 梁志輝老師 (Jacky Leung) 陸靜老師 (Luna Lu) 

楊貴漢老師 (Victor Yeung) 葉潤華老師 (Jerwa Ip) 譚仁杰老師 (Dr Vincent Tam) 

 

列席家長: 6 人 

  

Jenny (12C 雷栩華家長) 活動組 Mrs. Lee (8A 李芷欣家長) Mrs Lee (8B 李芷宜家長) 

Debbie Chan (7C 區嘉穎家長)   

 

缺席者(總 25 人) 
家長常務委員：   

劉秀英女士 Ivy (7C 張竣皓家長) 黎頌銘女士 Dorothy (7D 梁天行家長) 馬詠詩女士 Queenie (7E 梁姽錡家長) 

袁鳳屏女士 Cat (8C 李子灝家長) 黃美芬女士 Fannie (8D 劉卓軒家長) 鄭愷怡女士 Eva (8E 許瑋芝家長) 

姚建庭先生 Desmond (9A 姚  穎家長) 潘耀華先生 Tommy (9B 潘子祐家長) 麥淑珍女士 Joan (9C 胡至仁家長) 

曾麗妮女士 (10A 左家逞家長) 盧惠儀女士 Rebekah (10B 周軍華家長) 林小虹女士 Ann (10C 鄧竣元家長) 

李婉萍女士 Terenze (10D 崔浩東家長) 吳碧珠女士 Phyllis Ng (10D 林紀樂家長) 陳伴蓮女士 Fionne (11A 古采翹家長) 秘書 

蘇建華先生 Thomas (11A 蘇子申家長) 周寶頤女士 Aby (11B 黃青荇家長) 劉婉施女士 (11B 李雅霖家長) 

何淑貞女士 (11C 梁凱豐家長) 李竹筠女士 Connie (11C 李頴喬家長) 陳珊珊女士 (11D 朱棨峯家長) 

李凱燕女士 Carol (12A 曹學謙家長) 鄧靜文女士 Cally (12A 馮朗僖家長) 劉燕芬女士 (12B 温洛鎐家長) 

林少雄先生 Roger (12C 林哲遠家長)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18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  2017 年 10 月 20 日(星期五) 

會議時間 :  7:15pm – 9:35pm 

會議地點 :  優才書院一樓演講廳室 
 議事項 預算金額 / 負責跟進

人士  

 (需完成日期) 

1. 各班代表和老師常務委員自我介紹 
 

- 

2.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職位安排 

(A) 司庫： 

鍾翠兒女士 Kitty (7B 崔凱嵐家長) 
 

(B) 秘書(2 名)： 

(i) 蘇錦標先生 Bill (8D 蘇以琳家長)； 

(ii)陳伴蓮女士 Fionne (11A 古采翹家長) 
 

(C) Activities 活動組(6 名) ： 

(i) Carrol 鄭燕玲女士 (7C 吳正彥家長);  

(ii) Louie 馬文苑女士 (8B 尹高駿家長);  

(iii) Phyllis 禤麗儀女士 (9A 趙樂然家長);  

(iv) Louise 曾佩瑩女士 (9C 溫卓衡家長); 

(v) Cecilia 汪穗玲女士  (8A  何沛錞家長);  

(vi) Jenny (12C 雷栩華家長) 
 

(D) Publication 編輯 + IT 組 (6 名)： 

 (i) Francis 胡邦富先生 (7B 胡珮喬家長);  

(ii) Kate 王全正女士 (8E 周永浚家長);  

(iii) Atlas 李小鳳女士 (9D 王朗遙家長);  

(iv) Amy 鄭慧玲女士 (11D 李懿德家長); 

(v) Sam 董文健先生 (7A 董子謙家長); 

(vi) Vincent 陳永順先生(7A 陳信孝家長) 

 

(E) 義工組： 

家教會常委會員全體 
 

        (F)   交流團接待小組(6 名)：每次主席 或 副主席必須列席 

(i) 鍾翠兒女士 Kitty (7B 崔凱嵐家長)； 

(ii) 潘慧嫻女士 Brenda (7D 歐啟熹家長); 

(iii) 馬文苑女士 Louie (8B 尹高駿家長); 

(iv) 曾榮榮女士 Wing (9B 陳諾琳家長); 

(v) 黄潤蓮女士 Candy (9D 黃靖荇家長); 

(vi) 陳鳳玲女士 Cecilia (10C 鄭鎧亮家長); 
 
 
 
 

  



 

支票簽署安排 : 如同上年 

校方代表：李業富教授或歐陽卓倫醫生  

家教會主席/副主席:：王麗菁女士或陳潔恩女士  

家教會司庫：鍾翠兒女士女士 (新成員) 
  

3. 財務匯報 

 

(A) 結餘：$183,208 (此數字已在 AGM 內確實 – 29 Sep 2017) 
(B) 2017-2018 年度 之政府支助為$15,372- 

(C) 2017-2018 年度 PTA 會費($200@)收入 (G7-12 約 582 人)：大約$11x,xxx- 校方會計

部將統計人數及金額後作實. 
 

 
 
- 

未收取 

未收取 

4. 2017-2018 年度全年活動安排及預算 
 

 

 (A) eClass 通訊應用程式的使用權費 $15,800- 

本年度 eClass 應用程式的使用權費用將會由校方支付. 主席代表家教會表示感謝

校方支持. 
 
 

- 

 (B) 戶外恆常活動  

(i)提議學生參與八鄉少年警訊訓練營, 仍需要再跟進才决定 

(ii)委員提議家教會參與或舉辦以下其中一項活動： 
a) 坐井會觀星 

b) 西貢地質公園吊鐘洲、橋嘴島步行徑 

                     

- 活動(i) & (ii) 詳細將會在會後家教會 Whatsapp 群組討論及投票,  

- 建議舉辦日期於 : 十一月十二日, 或十九日, 或廿十六日 

 
 

 
免費 

 
預算收取 $50~$100 位 

預算收取 $50~$100 位 

2017 年 10 月 

2017 年 11 月-12 月 

 
 

 (C) 資助優才大使 

本年度將會由校方資助 HK$5,000. 主席代表家教會表示感謝校支持. 

 
 

 
- 

 (D) 2017 DEC Show Variety 
2016-2017 年度已贊助$680. 本年度(2017-2018) 將參考上年金額後作實贊助金額

為$700. 

 
 

2017 年 12 月 

預算$700- 

 (E) 捐血日活動 

主席提議中小學部家教會成員參與校方安排的捐血日，根據校方負責老師解釋; 

由於校內可使用作捐血活動的空間有限，所以捐血活動只供師生或少量名額給家

長參加，計劃將於 1 月或 2 月進行. 
 
 

 
2017 年 1 月或 2 月 

免費 

 

 (F) 新春親子活動 (預算約 HK$1,000-2,000), 主席提議以下活動 : 

(i) 由製作水仙花球後贈予校方 (21 票贊成) 

(ii) 親子煮湯圓活動 (4 票贊成) 

(iii) 寫揮春活動 (2 票贊成) 

(iv) 春節夜跑  

主席已跟小學部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商討後, 相方同意 : 這活動是由小學部家

教會主辦並邀請中學部家教會會員參與其中, 待小學部家教會於十二月提供詳

細資料再討論. 
 
 
 

 
2018 年 2 月 

(預算$1,000-2,000) 
- 

2018 年 2 月 



 (G) 贊助學校添置拍攝穩定器設備 

按校方建議此贊助將由校方支付$8,000- 主席代表家教會表示感謝校方支持. 
 

2018 年 2 月 

   
 (H) 家教會會徽用於印製紀念品 

(i) 主席提議舉辦”家教會紀念品”設計比賽, 由學生設計後選出冠,亞,季軍.  

- 目的/用途 : 作交流紀念品或籌款活動. 

- 產品 : 毛巾, 銀牌連仿皮手鍊, 仿皮 COVER, 茶具, Non-woven pack, 暖水瓶

等. 

- 比賽獎品 :  電子產品 

- 比賽獎品預算 : $3,000 ~ $5,000- 

- 賽後落實每項目設計後再决定訂貨數量 / 預算金額$10,000- 

(ii) 學生會合作印製紀念品，用於如送給交流生的紀念品 
 

 

 
2017 年 12 月 ~ 5 月 

 
 
 
 

(預算$3,000-5,000) 

(預算$10,000) 

待定 

 (I) 捐贈舊書或校服 

- 考慮到課本會有改版問題，委員通過只安排校服和一般書捐贈活動 

(i) G12 年級的收集時間：2018 年 4 月- 6 月 

(ii) G7- G11 年級的收集時間：2018 年 7 月 
 

 
 

2018 年 4 月- 6 月 

2018 年 7 月 

 (J) 2017-2018 年度 7th 謝師宴- 贊助學生 

今屆 G12 畢業生人數只有 60 位，相對以往人數少。按照以往家教會支助謝師

宴做法以每畢業生贊助$300，今屆謝師宴得到家教會支助的金額比以往相對

少。委員建議以謝師宴總金額的百分比和最好金額作支助基礎。 

待收到畢業生提交的謝師宴開支預算後，委員再討論和決定支助金額 
 

 
 
 
 

下次會議商討 

 (K) 免費營養講座 

                        中學家教會邀請小學家長參加免費營養講座.  

           講座提供一個已營養知識主題，再配合怎麼運動示範。现今社會肥胖也年輕 

           化,青少年沒意識注意健康，沒運動及吃不健康食物。 

           公司名稱 : Stayfit 

           對象  : 中學及小學家長 

           日期 : 未定 

           預算金額 : 全免 
 
 

全免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5 月 

 

 (L) 2018 薪火相傳交流會 

         本年度中學部家教會將申請政府資助項目[家教會聯辦活動]金額$5,000 讓給 

         小學部家教會.  因此中學部家教會在此項目角色為負責處理交流會  

         的流程，小學部家教會負責安排食物及費用。 

                         對象  : G4-G6小學家長 

           日期 : 未定  
 
 

2018 年 5 月 

 
 
 

 (M) 文科資助活動 

       本年度得到家教會活動資助金額$10.000，項目計劃中.  
 
  

 

下次會議商討 

 (N) 校方籌辦國際生物奧林匹克比賽 

- 校長感謝李教授及家教會於上年度資助此項目, 及再度解釋此項目因由,目的給

本屆新委員. 

- 校方安排柯老師和余博士簡述與香港科技大學合辦 Hong Kong Joint School 

Biology Olympiad 項目的經過. 

- 家教會將如往年資助天才教育協會與香港科技大學合辦之[Hong Kong Joint 

School Biology Olympiad]項目金額$50,000. 

 
 
 
 
 
 

2018 年 

   



5. 校方匯報 

 

譚校長在會議中講述: 

a.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的成績 
b. Sports 
c.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me 

 
- 

   

6. 班代表提問及匯報 

 

(A) 家長日意見調查表格: 

                家長提問 : 有家長反映未收過任何校方回覆有關問卷內的意見和提問 

                校方回覆 : 校方會跟進每份問卷的意見或提問，但由於有些問題需時調查和處 

                                     理，故未能即時回答.  
 
 

 
 
- 
- 

 (B) Sports Friday 和 C&I 之選擇安排 

(i) 家長提問: 

a. 有學生揀選的 5 個項目均未能被編排 

b. 有學生是某球類校隊成員但卻未被編入該球類項目 

c. 有學生的第一選擇項目未被選入，相反另一學生的第四選擇的同一項目卻

被編入,亦有學生在四年中學中卻三年被編入瑜伽班. 

(ii) 校方回覆: 

a. 能選到第一志願的學生有 50% 

b. 能選到頭三志願的學生有 80-90%的學生 

c. 校方反映有學生在 5 個志願均填寫同一項目，故有可能導致未能成功

選到理想項目 
                

                主席確定所有在會議上班代表代家長發出的提問及校方回應, 將由班代表盡快在班 

                上群組內轉述校方回應, 亦不必等待本會發出會議記錄.  此舉可加強家校合作精神.   
                 

 
- 
 
 
 
 
 
- 

   

J. 下次會議日期  

 (1) 2018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五) 

(2) 2018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五) 

(3) 2018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2017 年 6 月 

 
 
 
 
記錄簽署：  

記錄姓名： 蘇錦標先生(8D 蘇以琳家長）- 秘書 

 
 
 
 
主席簽署：   

主席姓名： 王麗菁女士 (12C 陳倩思家長) 

日期：  2017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