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面貌 





    

主席 : 鄭志 先生(Herman)  
鄭皓  (5K)  

 

        英皇書院 學會 學 煥然一 面貌迎接 學 , 除 門 改做, 外牆美 粉飾外,困擾學校多 漏
水問題亦得 解決, 學生能在更 舒適環境 學習   果除得到校方 驚人魄力完 外,不得不
感激一 熱心家長,既出錢,又出力完 使  

        家教會 傳優良傳統, 一如既往每 舉辦多項活動, 目的是 學生 過活動時學到不 能和知識
與時並進, 們不時引進 項目, 例如將與校方携手構建科 館等等, 好讓學生除課本知識外, 亦能從中發
掘其它知識領域  除一 家委外, 絡大使, 家長義工與 所 忙於工作家長們都是推動學校進 的動力,  
來自不 階 家長都 著寶貴經驗, 既能 不足, 亦 相扶持  最終莘莘學子 過大家 策 力, 與
校方共建 , 定能教 出一 又一 未來社會棟樑  

      本會將繼續堅 家校合作原則, 除 力支持校方教學理念外, 亦會不時將各家長 概念和資訊與校方共
享, 務求達 家校一心, 其利斷金  



校監的話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路 

        今 五 ，趁 兒完 中學文憑考試後的空檔，舉家前往意大利旅行 意大利是一個文
明古國，據稱羅馬城 掘地 尺，必 古蹟，而該國多處亦被列為世界文 遺產， 次旅行
便是為了欣賞 些文 藝術古蹟而來 到了羅馬機場，迎面而來五個中文字廣告 羅馬歡迎
你   
        沿途各處機場如杜拜  羅馬 蘭等 告除用本國文字書寫外，另用英文和中文，旅
遊景點亦多了中文說明，連世界博覽會的英國館，所 解說也是英，意和中 種文字並列，

見中文在世界地位變得愈來愈 要  旅遊景點除了西方遊客外，亦 很多中國遊客，反
而 往常見的日本遊客少了  在五漁村(意大利西 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  與遇見的中
國遊客攀談，他們說風景不如桂林    
        想既然外出旅遊，應該多欣賞他人文 藝術  美景，美食， 在旅遊中亦見到很多
學生， 中學生 學生，他們雖然沒 穿著校服，但都會戴 團隊的喼帽，在老師的帶領

，精 奕奕地參觀教 城堡 博物館等 本校亦 辦 赤子情, 中國心 活動，帶 學
們到 州大地，參觀各地古蹟 勝 領會中國文 ，亦到訪 建設，瞭解中國近況  些
益智教育活動，中外是一 的 各位 學現在已是中學生了，據 所知， 府會推出很多資

活動，讓學生回國交流參觀， 些活動 大家學習和擴闊視 , 大 好處，謹 各
學把握機會， 多往各地走走  最後 學們鵬程萬 ，展翅高飛  





      

        學 開始，讓 想起古語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 之計在於春，一生之
計在於勤 ，當中 個 勤 就是本校 無花果品德 中所要培育的其中一種美德
自古 來，不論中外，都認為 勤奮 是 功的不 法門， 本人亦 贊   
        回顧過去一 ，本校師生 傳 勤奮 的美德，為學校寫 了 人鼓舞的一頁
首先值得 喜的是學生表現 在升中派位方面，2014/2015 度畢業生中， 超過七

獲派開辦英文班的中學， 些中學包括英皇書院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英華女學校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聖嘉勒女書院 聖類 中學等 在朗誦 音樂方面，學生在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獲得冠 亞 季軍共20個獎項，又在 2014/2015 度學校
動感聲藝展 中，獲得最佳演出金獎 體育方面，在 港島西 學校際田 比賽
中，共獲得八金四殿的佳 ，並囊括了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外，本校花式跳繩隊亦不遑多讓，在 港 學跳繩比賽2015 中，獲得港島西

男子組 冠軍 女子組 亞軍  



          樣的佳 ，除了是學生 力的 果 家長悉心的栽培外， 也要感謝
校的教師團隊，他們 樣是本著 勤奮 的美德，盡心盡力指 學生，使

學生充份發揮他們的潛能 教師們的 力，不僅彰顯在學生的表現 ，更獲
得了外間的認 讚賞，在2014/2015 度，中文大學 教育局曾多次 請

校教師 享校本課程，而本校數學科的說數課程── 過iPad提升學生說
數能力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更 別獲得現 教育研究社舉辦的 學數學
課 活動設計比賽 高 組冠軍 教育局舉辦的 電子學習應用獎勵計劃
2014/2015 學組銅獎   
        學校 樣的 就，其實還 一 默默在背後支持的 心人，他們關心
學校，慷慨解囊 當學校的iPad未能配合時 伐，他們便火速地捐出 一

的iPad， 學習與時並進 而在學校籌款活動中，也因為得到他們的捐
，使 們 經費在 學 修圖書館 建設科探室 還 ，多 校 紛
紛捐出獎學金，鼓勵學弟學妹 力向 ，樹立薪火相傳的好榜樣   
       看到學校 振翅高飛，踏入 的學 ， 感恩，但卻不敢怠慢， 會伴

的教師繼續 力，帶動孩子向著更高 更遠的目標進發 讓每位英皇書
院 學會 學的孩子，掌握學習 能，為學得更多 學得更深作好準備
傳 無花果品德 ，學會自 管理 待人 禮 擁 喜樂 積極的人生
為一個會謹慎思考 明辨 理 信 真理 實 行 慎思篤行 的人，

向屬於他們的未來   
       願各位家長與 們 行， 行動支持 們 鼓勵 們，為著孩子的 長
一 力   



文書 : 陳靜嫺女士(Connie) 
陳熙悠 (3C) 和 陳奕朗 (1C) 

 

今年是 第一年加入家長教師會為學校 家長服務, 估不到竟然與 想像的完 不一樣  

和其他家委 校長和老師一起開會時就像一個大家庭, 每次開會後總帶著依依不捨的心
情回家 ,  好像與家人分開的感覺, 真是意想不到的! 大家一同合作將學校與家長的心連

在一起, 已變 的使 ! 希望大家都和 一樣, 攜手創造美好的校園! 
攜手可創造光芒 齊心關註定破浪 

既在人海中同航 

但求齊力  將光輝灑 每一方 

照著你 照著  

去共創 更好境況 



司庫 : 鄭凱珊女士 

李燊榮 (5C) 
 

        大家好! 是李燊榮媽媽,是2014-15年度 家長教師會中的一份子! 在家委會中是司庫席位,
即 責所 關家教會 的 目! 時間飛逝,在 去一年, 從會中所完 的 目,雖然不算是
重任,但卻 更清楚了解團體 合作時所需要的精 , 學校他們 作時的繁重工作量!  更
深深佩服和欣賞為 校默默地付出的各位師長,他們的無微細緻,深思熟慮,關懷備 的處 精 ,
真 了人生寶貴一課!   
       更衷心感激今屆家委會中所 委員,在 去一年中,大家都能同心協力去完 每個 目! 
亦非常感恩 可 為會中一份子!新的一年又開始, 仍會 力 赴, 校為本的精 地去完
會中每個任務!  希望能達到陳淑英校長所說的:英皇精 ,禮貌醒 !英皇精 ,最愛幫人!英皇精 ,
信心 人! 



務 : 鄺桂兒女士(Ada) 
黃子銘 (6C) 

 

       兒子都已經畢業了，常感慨時間走得 快，真的很想把所 回憶 感情封存起來   
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在不知不覺間，已經 年了 在校 ，參與 很多大 的活
動， 學了很多，得到更多 由於 責聯絡的關係，讓 接觸 榮 地結識到很多
家長 學生和教職員——就是你們了 接觸中， 深深感 到你們的熱情和魄力，你
們的動力 那顆真摯的心，你們的無私奉獻和配合支持，都使學校的發展得 勇往直
前，跨 邁進 不禁為你們鼓掌 敬，希望大家保持著這顆心，一直支持學校，感
謝你們！ 
        今 的 又好像再次畢業了，謹衷心 母校 校 各位寄于無限的 福！願英皇
的薪火永遠承傳 去，發揚光大！  



務 : 程桂珍女士(Angel) 
余浩  (4C) 

 

        係Angel, 大家好!  去四年在家教會服務大家，由 一生的感覺，
現已 高年班的感覺，很感謝校方給予 機會，讓 能幫 學校的需要，
從而 所 孩得到更多的関心和福利， 在這�期望能 籲，大家如果
時間也可 參與家教會和義工團隊, 你們便能更加了解 孩，在校園的生

活和 孩與老師的関係， 孩也會更感父母的支持和愛，不會再只 父母
說: 你都唔明  



康樂 : 林盼女士(Pam) 
陳滙嘉 (5K) 和 陳滙星 (2K) 

 

    當年從星加坡回流返港,女兒要選 學,母校立即浮現在腦海中,5年前滙嘉 利
錄 一,現在已是準畢業生, 而弟弟滙星今年也升讀 了, 加入家教會 為
家長校董 家委,同時還為校 會出一分力｡ 願家教會薪火相傳, 家校合作, 為孩子
締造健康快樂的人生, 為社會的好公民! 



康樂 : 鄔麗霞女士(Annie) 
 黃蔚宗 (1K) 

 

        擔任家教會委員的一年裏， 體驗到的超乎想像   憑着主席的帶領 其
他委員的互相幫 ， 很快便投入家教會的工作 任期間， 曾經身體抱恙
， 非常感動的是家委 的關懷，儼如一家人一樣 當 責康樂活動
時， 更感 到校方的積極配合 同學和家長 家教會的 力支持和信任
希望大家於未來的日子可 繼續支持家教會！ 



絡 : 黃銘偟先生(Mike) 
黃炳乾 (2K) 

 

        去一年的家委生涯， 這個原本陌路人 一入家委深似海 的
感 那深，不是重門深鎖，而是 深 第一深， 學校認識深了 第
深，和各家長師生感情深厚了，第 深，深信英皇 學是一理想的栽培

校園 希望來年，大家一起 力，讓無花果精 發揚更深，更遠！借陳校
長一句 英皇精 ，深厚 人 從 英皇一家人！ 



翁惠娘女士(Amanda) 
彥銘 (1K) 

 

2014年9 ，由新生家長的新鮮，緊張，迷茫， 交集中直到加入家長教師會漸入佳境  

感謝校長，校監，校董，老師們和一班家教會同工 們在一起的時光  

 一種方向叫 一起 :家校共融 

 一種 力叫 一起 :開會溝  

 一種行動叫 一起 :舉辦活動 

 一種 心叫 一起 :優秀團隊 

 一種 叫 一起 :合作無間 

 一種快樂叫 一起 : 誼信任 
Together we are strong!  



日期       容 

2014年10 11日 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周年大會 

暨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就職典禮大會 

2015年2 1日 親子旅行暨 文 語活動日 

2015年3 29日 行籌款 義賣活動 

2015年6 6日 陶瓷製作敬長者 

2015年6 22日 英語  

2015年6 26日 敬師日 

2015年6 28日 學校55周年開 日 

2015年7 4日 謝師宴 

2015年10 10日 綠色校服日 



家長教師會第 四屆周 大會暨 
第 五屆常務委員會 
就職典禮大會 

 

      

2014.10.11 



親子旅行暨 文 語活動日 
 

   

2015.2.1 
 



行籌款 義賣活動 

2015.3.29 

 

       



陶瓷製作敬長者2015.06.06 

 

        

                         



英語 遊 
 

   

2015.6.22 



敬師日 2015.6.26 

                          

   

 
  

敬師日2015.6.26 



學校55周 開 日暨LEGO展 

2015.6.28 



謝師宴  2015.7.4 
 

      



學期 

熱心服務奬  

每班1人 

學期 

熱心服務奬  

每班1人 

學期 

學業進 奬  

每班2人 

學期 

家長教師會奬學金  

每班6人 

6K 6K 6K 6K 

6C 6C 6C 6C 

5K 5K 5K 5K 

5C 5C 5C 5C 

4K 4K 4K 4K 

4C 4C 4C 4C 

3K 3K 3K 3K 

3C 3C 3C 3C 

2K 2K 2K 2K 

2C 2C 2C 2C 

1K 1K 1K 1K 

1C 1C 1C 1C 

 

 



2014-2015 班
別 

聯絡大使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英 周飛燕女士(黃富培) 

1皇 黃晟女士(陳以正) 

2英 林瑞娟女士(藍曉哲) 

2皇 許翠蓉女士(陳悅然) 

3英 周仁松先生(周敬慧) 

3皇 談夢莎女士(杜在禮) 

4英 王麗偉女士(顧玘政) 

4皇 李瓊瑤女士(洪翊嘉) 

5英 姜小榮女士(王譯旋) 

5皇 李佩珍女士(陳嘉怡) 

6英 王宜欣女士(林穎) 

6皇 陳娥女士(郭灝華) 

職務 家長委員 

主席 鄭志成先生 

司庫 鄭凱珊女士 

文書 陳靜嫺女士 

總務 

 

程桂珍女士 

鄺桂兒女士 

康樂 

 

林盼女士 

鄔麗霞女士 

聯絡 黃銘偟先生 

增補 

 

翁惠娘女士 

 



 

 

年級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6K 子銘 鄺桂兒 

5K 鄭皓聰 鄭志成 

5K 陳滙嘉 林盼 

5C 李燊榮 鄭凱珊 

4K 余浩堃 程桂珍 

3C 陳熙悠 陳靜嫺 

2K 炳乾 銘偟 

1K 徐彥銘  翁惠娘 

1K 蔚宗  鄔麗霞 

年級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4K 洪翊嘉 李瓊瑤 

年級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6K 林穎 王宜欣 

6K 鄧善之 譚淑美 

6C 談文睿 張艷娟 

6C 郭灝華 陳娥 

5K 王譯旋 姜小榮 

5C 陳嘉怡 李佩珍 

3K 子聰 彭剛英 

3C 陳柏翹 張海蘭 

1K 富培  周飛燕 

1C 陳以正  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余睿思  

吳澤濤  

周柏宇  

徐彥銘 
施明均  

李嘉儀  

李祖輝  

梁芷喬 

王畇皓 
王耀陽  

王進  

蕭勉沂  

趙曉浚  

郭浩桓  

鄺浩然  

陳以正 

陳兆朗 
陶雋彥  

富培 

蔚宗 
智信  

 

安一銘 

張智瑋 

張洱 

李柏辰 

林曉瀅 

王謙 

蔣禧花 

藍曉哲 

袁皓軒 

鄭偉城 

鄭偉成 

陳悅然 

陳諾諾 

高頌曦 

添樂 

炳乾 
 

子聰 

司徒諾杰 

吳嘉諾 

周善旻 

周敬慧 

張琇婷 

朱詠賢 

杜在禮 

梁文熙 

楊柏霖 

石朗天 

譚靜桐 

鄧以程 

陳  

陳柏翹 

陳澤潮 

陳熙悠 

 

余浩堃 

岑偉瑤 

廖羿然 

彭禮謙 

洪翊嘉 

王名  

王澤昊 

王紫晴 

都慶山 

鄭以誠 

鄭皓泓 

陳櫻子 

顧玘政 

 

勞芷晴 

呂樂彥 

唐煒惇 

李燊榮 

歐陽天潔 

段宏浩 

王譯旋 

鄭皓聰 

陳匯嘉 

陳嘉怡 

馬德璘 
 

博妍 

傅錦鵬 

吳穎欣 

張卓瑤 

張心怡 

曾品熹 

李家軒 

林穎 

王嘉毅 

談文睿 

鄧善之 

郭灝華 

子銘 

承謙 

黎耀徽 

• 排名不分先後 

• 以較高年級子女登記 共93家庭, 104人, 全校總家庭(239)之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