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18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第二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  2018 年 1 月 19 日(星期五) 

會議時間 :  7:00pm – 9:35pm 

會議地點 :  優才書院一樓演講廳室 

 

出席者 (總 39 人) 
家長常務委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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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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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燕玲女士 Carrol (7C 吳正彥家長) 
活動組 

劉秀英女士 Ivy (7C 張竣皓家長) 潘慧嫻女士 Brenda (7D 歐啟熹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黎頌銘女士 Dorothy (7D 梁天行家長) 

陳詠妮女士 Winnie (7E 伍沂烽家長) 

核數司 

汪穗玲女士 Cecilia Wang (8A 何沛錞家長) 
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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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美芬女士 Fannie (8D 劉卓軒家長) 鄭愷怡女士 Eva (8E 許瑋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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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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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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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少雄先生 Roger (12C 林哲遠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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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者(總 28 人) 
家長常務委員：   

董文健先生 Sam (7A 董子謙家長) 
編輯 IT 組 

胡邦富先生 Francis (7B 胡珮喬家長) 
編輯 IT 組 

馬詠詩女士 Queenie (7E 梁姽錡家長) 

王詠恩女士 Bonnie (8A 許懿諾家長) 馬文苑女士 Louie (8B 尹高駿家長) 

活動組 & 交流團接待小組 

王全正女士 Kate (8E 周永浚家長) 
編輯 IT 組 

袁鳳屏女士 Cat (8C 李子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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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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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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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慧玲女士 Amy (11D 李懿德家長) 
編輯 IT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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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玉珊女士 Candy (12B 謝灝燊家長)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18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第二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事項 預算金額 / 負責跟進

人士  

 (需完成日期) 

1. 財務匯報 

(A) 銀行結餘：$210,706.60 as at 31 De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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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7-2018 年度全年活動安排及預算 
 

 

 A.戶外恆常活動 ”2017 家教會遠足日”  

“2017 家教會遠足”活動日於 2017 年 11 月 26 日完滿結束 (地點 : 西貢地質公園-象鼻洞、

橋嘴島) 

(i) 總參加人數: 75 人 

(ii) 家教會贊助每位參加者: $93 

(iii) 參加者每位自費費用: $80 

(iv) 遠足日家長心聲將登於校綱 

(v) 2017-18 家教會遠足日手機攝影比賽: 於 2017 年 12 月 23 日進行全校家長及老

師投票, 並於 2018 年 1 月 1 日選出冠軍 、亞軍、季軍及優異獎. 

(vi) 頒獎日期 : 將由校方安排早會上由學生領獎 
 

完成 

Nov 2017 – Jan 2018 
 
 
 
 
 
 
 
 

待校方通知 

 B. Variety Show 

(i) 今年的家教會贊助金額: $700 

(ii) 活動於 12 月 22 日進行, 家長於當天到學校參觀學生表現. 

(iii) 主席提議校長每年讓家長參與此活動, 校長應承.  
 

 
完成 

Dec 22, 2017 
 

 C. 捐血日活動 

(i) 將於 2 月 7 日在校內進行，並於 whatsapp 群組內邀請 10 位家長參與. 
 

 
Feb 7, 2018 

 D. 新春親子活動  - 水仙花 

(i) 日期: 2018 年 1 月 27 日 (10:00am – 13:00pm) 

(ii) 地點: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將軍澳校舍 – 欣園 
 

 
完成 

27 Jan 2018 
 

 E. 春節夜跑 

(i) 日期: 2018 年 2 月 23 日 (8pm) 

(ii) 路徑: 由校園出發到將軍澳海濱公園觀景台再返校園 

(iii) 主席匯報, 由於聯辦通告正等待小學部今天 PTA Meeting 內確定一切, 通知發出

才能, 她便可與 Wastons 供應商傾談贊助”水”給此活動. 
 

 
Feb 23, 2018 

 F. 家教會會徽印製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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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 May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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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已挑選供應商，但由於有最少訂購量，所以需連同校方一起訂購 
 

 G. 免費營養講座 (由中學家教會邀請小學家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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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公司名稱 : Stayfit 

(ii) 對象: 中學及小學家長 

(iii) 日期: 2018 年 3 月 23 日 (7:00pm – 9:00pm) 
 

 
Mar 23, 2018 

 H. 校方籌辦國際生物奧林匹克比賽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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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50,000 

(ii) 家教會投票以 23 票贊成通過家教會延續第二年續資助 Biology 比賽. 

(iii) 主席將發通告正式通知每位家長此捐款. 
 

 
Feb 2018 

3. I. 校方匯報 

譚校長在會議中講述: 

(i) 7 樓班房的窗不能打開已在聖誕節期間修好. 

(ii) 2018-19 年度 G7 收生已完成，收生合共 152 人，112 人為優才學生，40 人為

非優才學生 

(iii) 校方將會開辦 1 班 IB 課程和 4 班 DSE 課程 

(iv)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主要會以 G8 和 G9 學生為主 

(v) 學校旅行 

(vi) 歌唱比賽: 會考慮往後同類活動邀請家長參觀比賽 

(vii) 參與兩岸三城教育論壇 

(viii) Feb, 9 for G12 - Cheer on Date (打氣日) 

(ix) 運動成績 

(x) IB Authorization Visit: IB 課程申請結果將會在一個月內得悉。如果申請成功，

IB 課程將於 2018 年 9 月開始 

(xi) 教職員家庭的新生成員 

(xii) 回應家長日問卷 

(xiii) 聯校音樂會將於 2018 年 4 月 20 日舉行 
 

 

4. J. 班代表提問及匯報 

(i) 家長提問: G12 年級 DSE 准考證派發時間 

校方回覆: 大約二月頭 

(ii) 家長提問: 有關 Australian Immersion Program 的外出活動時間 

校方回覆: 在澳洲的外出活動會安排在週末 
 

 
 
 

5. K.其他事項 

來訪家教會接待團 

(i) 每次有交流團來訪，需要老師和家教會接待團工安排外出活動給交流學生，

例如到中式茶樓飲茶嘗點心. 

(ii) 主席提議家教會以全學年總金額最少 HK$15,000 – 最多 HK$20,000 作家教會接

待團安排節目開支. 團數由校方與主席商討作實. 

(iii) 以 25 票一致通過贊成此項目開支. 
 

學生講座 

(i) 由於學生在中學階段進入反叛期，數位家長向提議安排講座給中學部全體家

長. 

(ii) 副主席提議當日講座以兩個題目並進行投票: 

(a) 有關戀愛 (12 票贊成) 

 
Mar ~ Jun 2018 



 

 

(b) 適當使用電子產品 (18 票贊成) 

(iii) 如能安排，會員提議安排以上題目在同一講座給學生 

J. 下次會議日期  

 (1) 2018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五) 

(2) 2018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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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