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18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第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
會議時間 :
會議地點 :

2018 年 5 月 18 日(星期五)
7:00pm – 9:00pm
優才書院一樓演講廳室

出席者 (總 40 人)
家長常務委員：28 人
主席：王麗菁女士 (12C 陳倩思家長)
陳永順先生 Vincent (7A 陳信孝家長)

鍾翠兒女士 Kitty (7B 崔凱嵐家長)

胡邦富先生 Francis (7B 胡珮喬家長)

編輯 IT 組

司庫 & 交流團接待小組

編輯 IT 組

鄭燕玲女士 Carrol (7C 吳正彥家長)

劉秀英女士 Ivy (7C 張竣皓家長)

潘慧嫻女士 Brenda (7D 歐啟熹家長)

活動組

黎頌銘女士 Dorothy (7D 梁天行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汪穗玲女士 Cecilia Wang (8A 何沛錞家長)

陳詠妮女士 Winnie (7E 伍沂烽家長)
核數司
馬文苑女士 Louie (8B 尹高駿家長)

活動組

活動組 & 交流團接待小組

蘇錦標先生 Bill (8D 蘇以琳家長)

黃美芬女士 Fannie (8D 劉卓軒家長)

秘書

禤麗儀女士 Phyllis Huen (9A 趙樂然家長)

潘嘉琪女士 Evelyn (8C 謝凱嵐家長)
王全正女士 Kate (8E 周永浚家長)
編輯 IT 組

姚建庭先生 Desmond (9A 姚 穎家長)

活動組

麥淑珍女士 Joan (9C 胡至仁家長)

王詠恩女士 Bonnie (8A 許懿諾家長)

曾榮榮女士 Wing (9B 陳諾琳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黄潤蓮女士 Candy (9D 黃靖荇家長)

劉貴媚女士 Fion (9E 劉欣彤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曾翠玉女士 May (10A 鄧子賢家長)

盧惠儀女士 Rebekah (10B 周軍華家長)

陳伴蓮女士 Fionne (11A 古采翹家長)

劉婉施女士 (11B 李雅霖家長)

鄭慧玲女士 Amy (11D 李懿德家長)
編輯 IT 組

陳鳳玲女士 Cecilia Chan (10C 鄭鎧亮家長)

老師常務委員：12 人
譚國偉校長 (Dr Tam Raymond)

龍君慧老師 (Rose Lung)

杜蔚兒老師 (Candy To)

林金山老師 (Green Greg)

盧芷琰老師 (Irean Lo)

張永豐老師 (Joe Cheung)

王遠強老師 (Johnnie Wong)

黃嘉敏老師 (Kaman Wong)

謝志達老師 (Roy Tse)

呂培鑫老師 (Sunny Lui)

伍淑華老師 (Sura Ng)

區啓光老師 (Tony Au)

董文健先生 Sam (7A 董子謙家長)

馬詠詩女士 Queenie (7E 梁姽錡家長)

秘書
交流團接待小組

缺席者(總 25 人)
家長常務委員：
副主席：陳潔恩女士(8B 陳胤行家長)

編輯 IT 組

袁鳳屏女士 Cat (8C 李子灝家長)
曾佩瑩女士 Louise (9C 溫卓衡家長)

鄭愷怡女士 Eva (8E 許瑋芝家長)
李小鳳女士 Atlas (9D 王朗遙家長)

活動組

編輯 IT 組

曾麗妮女士 (10A 左家逞家長)

林 旗女士 Lin (10B 俞槿言家長)

林小虹女士 Ann (10C 鄧竣元家長)
蘇建華先生 Thomas (11A 蘇子申家長)
李竹筠女士 Connie (11C 李頴喬家長)
鄧靜文女士 Cally (12A 馮朗僖家長)
林少雄先生 Roger (12C 林哲遠家長)

吳碧珠女士 Phyllis Ng (10D 林紀樂家長)
周寶頤女士 Aby (11B 黃青荇家長)
陳珊珊女士 (11D 朱棨峯家長)
劉燕芬女士 (12B 温洛鎐家長)

潘耀華先生 Tommy (9B 潘子祐家長)
羅慧菁女士 Josette (9E 朱靖妍家長)
陳鳳玲女士 Cecilia Chan (10C 鄭鎧亮家長)
交流團接待小組

李婉萍女士 Terenze (10D 崔浩東家長)
何淑貞女士 (11C 梁凱豐家長)
李凱燕女士 Carol (12A 曹學謙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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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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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 介紹 :

2018 年 5 月 18 日

由於校方有提及此机構曾為校方服務，而且服務不錯, 所以藉著 PTA 會議上讓他們有机會
介紹給班代。
A. 由 AFS 組織香港代表職員簡述為期一年的國際文化交流計劃.
B. 該計劃適合 14-18 歲的學生
C. 家長也可以自行向 AFS 職員查詢參加 AFS 交流計劃成為接待家庭也可.

B]

免費營養講座(中學家教會邀請小學家教會參加)
(i)

已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晚上於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將軍澳校舍完成

(ii)

講者: Stayfit 公司

2018 年 3 月 23 日

(iii) 參加人數: 50 人
(iv) 費用：由家教會支付約每人港幣$200-300
C]

薪火相傳分享會


已於 2018 年 4 月 18 日晚上於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將軍澳校舍禮堂完成



參加者: 現正就讀 G5~G6 之學生家長和優才中學部家長負責擔當分享及交流由中
學生活和子女溝過變化心得



參加人數: 170 人



費用 : 由小學家教會支出$5000, 剩下



主席於活動後與數位中或小學家長跟進交談活動成效後,建議每年舉辦同類活動. 下
面為家長活動後心聲內容 :
-

有家長反映在活動中家長間交流時間不夠.

-

在老師們分享環節中實令家長們能早点了解中學學習情況, 課程計劃等. 對入
讀中學部信心大增. 老師們年輕但有愛心.

-

小學家長們感覺中學部有其它特式.

-

活動流程清楚, 安排細緻. 節目精簡豐富.

-

小學家長們願望多參與家教會舉辦活動.

2018 年 4 月 18 日

D]

《情迷上網》家長講座
-

已於 2018 年 5 月 16 日晚上於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將軍澳校舍禮堂完成

-

演講機構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社工導師

-

演講者：Joe Tang sir 為基督教服務處「網開新一面。網絡沉迷輔導中心」主

2018 年 5 月 16 日

任
-

對象: G7-G12 中學家長

-

參加人數：106 人

-

時間: 2 小時 (雖然超出 1 小時才結束, 但該演講機構確定只收取 2 小時費用合
共 $1800)

主席與 Joe Tang sir 溝通後也覺得可為此題目加開 2 堂免費工作坊, 此為當晚參加家長作針
對性跟進. 資料如下. 稍後主席將在 PTA WHATSAPP GROUP 群組內發報確實日期, 時

日期待定

間和參加方法 :

E]

I.

活動名稱 : 「情迷上網」2 堂免費家長工作坊

II.

活動地点 : GT - TKO 校舍

III.

參加人數：10-15 人 (當日參加講座家長優先)

IV.

工作坊日期：待定

V.

工作坊時間：每堂約 1.5-2 小時

『世界海洋日』
世界海洋日的目的是提醒人們海洋對於日常生活的環保重要性，防止塑料污染，改善

2018 年 6 月 8 日

海洋的健康。為響應世界海洋日校方為學員舉辦自行帶備午餐和餐具, 舉辦資料如下 :
I.

舉辦日期 : 2018 年 6 月 8 日午膳時段

II.

對象: G7-G8 班級學生

III.

活動詳情 : 學員需在此日自行帶備午餐和餐具, 減少帶膠製品, 班內最多學員能實行
為勝出班別.

IV.

獎品 : 由家教會贊助送出鋁柸連飲筒. 大約$24/PC, 預算$2000 內. (經即場投票後,
全体委員一致贊成通過)

F]

2018 世界杯足球同樂日
此活動於第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已一致通過舉辦「2018 世界杯足球足球同樂日」,
(i)

舉辦日期 : 2018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傍晚進行

(ii)

活動地点 : GT - TKO 學校禮堂

(iii) 活動時間: 待定
(iv) 活動費用 : 免費
(v)

對象 : G7-G12 學生, 教師及家長優先

(vi) 舉辦活動預算費用：港幣$20,000- 25,000 內. 預算費用包括食物, 飲品, 獎牌, 獎品
等. 家教會全体委員即場投票，結果全體一致贊成舉辦活動預算費用.
(vii) 邀請足球評論員到場增加氣氛 : 足球評論員不設收費
(viii) 活動詳情 : 讓姚 sir 與有関機構相討後作實, 將進一步聯絡電視台批准並落實細節

2018 年 7 月 7 日

2.

3.

財務匯報
銀行結餘： 截至 2018 年 4 月底銀行存款$256,565.50。

-

校方匯報

-

譚校長在會議中講述:
(i) 家教會資助之首辦生物奧林匹克聯校賽進度
(ii) 優才學生在 5 月 5 日參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之諾貝爾物理學得主講座，講座題
目：宇宙之旅
(iii) 優才中學生參加 The Next BMW Designer 2017 比賽
(iv) 優才中學生參加通識年賽 2017
(v) 優才中學生參加 Music Competition 的成績
(vi) 優才中學生在運動比賽成績，包括溜冰、乒乓球、保齡球、足球、門球和棒球
(vii) 學生過重問題調查：優才中學生平均比全港中學生低
4.

班代表提問及匯報
(i)

因最近有學生在校內進行活動時受傷，有家長詢問學校之急救物品和校方急救員安
排. 校方回應有足夠數量急救物品及大部份職工知道急救物品之位置

(ii)

有家長提議家教會舉辦有關 G12 年級家長和子女在應付 DSE 公開試期間的心情和
與子女相處的家長分享會, 由於主席為本屆畢業生之家長, 藉此機會分享如何分擔子
女壓力過程. 希望下屆主席能舉辦.

(iii) 有家長反映在 Australian Immersion Programme 選拔學生過程中，在小組討論環
節問題相對負面，給予學生不良感覺，需校方跟進後回覆

記錄簽署：
記錄姓名：

蘇錦標先生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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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