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18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第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  2018 年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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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人) 
家長常務委員：21 人   

主席：王麗菁女士 (12C 陳倩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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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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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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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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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建庭先生 Desmond (9A 姚  穎家長) 曾佩瑩女士 Louise (9C 溫卓衡家長) 
活動組 

麥淑珍女士 Joan (9C 胡至仁家長) 李小鳳女士 Atlas (9D 王朗遙家長) 
編輯 IT 組 

劉貴媚女士 Fion (9E 劉欣彤家長) 

曾翠玉女士 May (10A 鄧子賢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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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慧玲女士 Amy (11D 李懿德家長) 

編輯 IT 組 

 

 
老師常務委員：8 人 

  

譚國偉校長 (Dr Tam Raymond) 方鈞富老師 (Gordon Fong) 張永豐老師 (Joe Cheung) 

呂培鑫老師 (Sunny Lui) 陸靜老師 (Luna Lu) Mr. Jason Collelo 

謝志達老師 (Roy Tse) 姚俊偉老師(Richard Yiu)  

   

   

 
缺席者(總 31 人) 
家長常務委員：   

副主席：陳潔恩女士(8B 陳胤行家長) 胡邦富先生 Francis (7B 胡珮喬家長) 
編輯 IT 組 

潘慧嫻女士 Brenda (7D 歐啟熹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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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嘉琪女士 Evelyn (8C 謝凱嵐家長) 袁鳳屏女士 Cat (8C 李子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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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榮榮女士 Wing (9B 陳諾琳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潘耀華先生 Tommy (9B 潘子祐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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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麗妮女士 (10A 左家逞家長) 林  旗女士 Lin (10B 俞槿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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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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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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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事項 負責跟進人士 / 

預算金額 /完成日期 

1 2017-2018 年度全年活動安排及預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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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參與人數 : 40 人，水仙花頭共 10 盒 

(iv) 費用: 約 2500 元 

(v) 希望明年再辦並可增加參與人數 

 

 
 

完成 

27 Jan 201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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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主要由小學部負責，共 600 多人參與，其中中學部參與

人數約 70 人。當晚雖然有雨，但無損歡樂溫馨的氣氛，而有抽獎和小食，參

加者都很開心，希望明年再辦更多人可參與。 

 

 
完成 

Feb 23, 2018 

 C. 免費營養講座(中學家教會邀請小學家教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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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地點: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將軍澳校舍 

(iii) 講者: Stayfit 公司 

(iv) 對象: 中學及小學家長內容: 以營養知識為主題，配合運動示範。尤其時下年

輕人沒健康意識，不注重運動又愛吃不健康的食物，所以歡迎學生報名。 

 

 

2018 年 3 月 23 日 

 D. 薪火相傳分享會 

為了讓高小的家長對本校中學部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本會舉辦「薪火相傳分享會」，將

邀請現正就讀 G5~G11 之學生家長，在輕鬆的氣氛下分享優才中學的學習生活。此活動去

年約 170 人參加， 

(i) 日期: 2018 年 5 月份  (日期待小學家教會確實) 

(ii) 地點: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將軍澳校舍 

(iii) 參加者: 現正就讀 G5~G11 之學生家長 

(iv) 對象: 高小家長 

(v) 內容: 分享優才中學的學習生活 

 

 

 E. 捐血日活動 

2 月 7 日在校內進行 
 

完成 

Feb 7, 2018 

 F. 家教會家長講座 議決 

上次會議中家長議決以青少年沉迷電腦遊戲和手機為題的講座，從教師協會處取得下列講

座供與會者參考表決： 

主辦機構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社工導師 

講座內容 :  「精迷上網家長系列」 

時間:   1.5 小時 

預算支出:  約 2000 元 

 
預算 2000 元 

日期待定 



 

 

投票結果: 20 票讚成通過項目 

 

2. 財務匯報  (由司庫滙報) 

銀行結餘： 截至 2018 年 2 月底銀行存款約 19 萬元，最近入數 3000 元, 加上未收家長會

費及政府資助，估計資金超過 20 萬元，財政狀況健康。 

 

 
 
- 
 

3. I. 校方匯報 

譚校長在會議中講述: 

(i) 學校申辦國際教育文憑課程(IB) 之最後一次 IB Authorization Visit 順利完成。已

正式獲國際文憑組織批准. IB 課程將於 2018 年 9 月開始 

(ii) 校董會組織及近期活動 

(iii) 優才學生與數間 Band 1 學校學生參與 ice200 World’s Longest Span Bridge with 
Lego Bricks 活動，將於 3 月 23 日於圓方商場建構整合大橋出來。 

(iv) 三年前優才 G9 學生持續探訪關心靈實醫院老人 
(v) 展開每年度的老師招聘績約事宜 

(vi)  

 

4. 班代表提問及匯報 

(i) 有家長詢問學生可否離校時也拍咭，張老師答覆學生是可以自行拍咭的，若

家長是希望成為必需拍咭，校方需要知道多少家長有這個意願，家教會主席

建議統籌一個簡單網上投票以便收集家長數據供校方參考。 

(ii) 一位 G7 家長提供免費網站提高家長與子女溝通技巧 :  www.parent.edu.hk(家長

智 Net) 

 

 
 
 

5. 下次會議日期  

 (1) 2018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記錄簽署：  

記錄姓名： 陳伴蓮女士 Fionne (11A 古采翹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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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