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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中學香港校友會 
2020 年周年會員大會 

暨 
2021 年校友校董選舉 

 
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華英中學副堂 
 

議程： 

(㇐) 祈禱 …………………………………………………………………. 伍玢諄副會⾧ 

(二) 接納上次會議紀錄 …………………………………………….. 甄宇成會⾧ 

(三) 校友會工作報告 ………………………………………………… 採用書面報告形式進行 

(四) 校友校董報告 …………………………………………………… 採用書面報告形式進行 

(五) 校友校董選舉 …………………………………………………… 康若輝副會⾧ 

(六) 校友會財政報告 ………………………………………………… 劉卓裕副會⾧ 

(七) 通過財政報告 …………………………………………………… 甄宇成會⾧ 

(八) 選任義務核數師 ………………………………………..……… 甄宇成會⾧ 

(九) 選任義務法律顧問 ………………………………………..…… 甄宇成會⾧ 

(十) 宣布校友校董選舉結果 ……………………………………… 康若輝副會⾧ 

(十㇐) 母校原址重建計劃進展 ……………………………………… 尹志華校⾧ 

(十二) 慶祝母校五十周年活動簡介 ………………………………. 劉美珠副校⾧ 

(十三) 其他事項 / 臨時動議 

(十四) 會議結束 

(新㇐屆校友校董合照、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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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中學香港校友會 

2019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暨 

2020 年校友校董選舉及 2020-2022 年校友會執行委員選舉 

會議紀錄 

 

日期：2019 年 12 月 14 日 

時間：下午 3 時 

地點：華英中學祈禱室 

出席：55 名校友及 7 名協社老師及校⾧ 

 

1. 祈禱 

邱健校友領禱 

 

2. 接納上次會議紀錄 

提議：阮大可校友 

和議：劉卓裕校友 

 

3. 校友會工作報告 

校友會報告見附頁書面報告 

 

4. 校友校董報告 

校友校董報告見附頁書面報告 

 

5. 校友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6. 通過校友會改以有擔保有限公司運作及申請為慈善團體，具體執行安排由執委會定 

提議：陸智光校友 

和議：關唐利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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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友會財政報告及通過 

劉卓裕校友報告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為止捐款有: (1)校友會營運專款為$2,000，(2)校友排球隊專款

為$2,000，(3)音樂發展專款暫未有新捐款，(4)體藝發展專款暫未有新捐款；四項捐款

合共$4,000，在此多謝各位校友的捐款。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為止，儲蓄戶口帳面結餘為$77,948.79，扣除聚餐退款$1,960

後，淨結餘為$75,988.79，支票戶口帳面結餘為$28,940.60，(支票戶口帳戶結餘必須

保持最少$25,000)，現金$100，總結餘為$105,029.39。而總結餘內包含排球隊專款 

($29,618) (未扣除以校友排球專款資助排球隊於 6 月下旬到泰國集訓之$4,000)，故此校

友會可動用的結餘為$75,411.39。總結財政方面仍然穩健。 

 最後，校友會再呼籲各位校友踴躍捐款，回饋母校，支持學弟學妹們在成⾧及發展上的

不同學習需要。在此謹代表母校及校友會再次多謝各位校友慷慨的捐款及不斷的支持！ 

 

提議：丁雷校友 

和議：何故校友 

 

8. 選任義務核數師：黃明雄校友 

提議：阮大可校友 

和議：劉卓裕校友 

 

9. 選任義務法律顧問：關唐利校友 

提議：吳遠興校友 

和議：邱健校友 

 

10. 宣布校友校董選擇結果 

合共 55 名校友投票，選擇結果為：霍汝聰校友（謙社 1993 年），甄宇成（殷社 1982 年），

黃偉添（懌社 1999 年），康若輝校友（明社 1984 年），邱健（信社 1991 年）和劉卓裕

（匡社 1989 年）當選。 

 

11. 其他事項／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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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中學香港校友會 

工作報告 

 

各位校友：   

  

2020 年是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蔓延的日子，各國政府㇔機構㇔學校㇔公司以致個人都努力抗

疫：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這已成我們生活的㇐部分！ 

因為疫情, 很多事情已經改變, 我們開始習慣「新常態」: 生活沒什麼是理所當然! 要接受隨時改

變的現實! 例如：「華英中學邁向 50 周年慶祝晚宴」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延期至 2021 年舉行。 

因為疫情 , 我們可以實體見面開會，商討母校及校友會的事宜, 並非必然，實在難能可貴! 以下

是我們校友會各小組的工作報告： 

 

籌款及有限公司組 

去年下半年至今，香港先有社會事件影響，後是新冠肺炎疫症爆發，導致小組的工作會議和校

方活動都取消。但上帝繼續保守我們，工作會議還可以改在網上進行，令我們可以順利完成有

限公司章程的草擬工作，並在法團校董會及校友執委會通過遞交申請。章程既要符合慈善免稅

團體準則又要考慮教育條例方面對校友會的規限。有幸得到校方及校董代表的寶貴意見和小組

成員的努力，申請終於在 10 月 8 日呈交公司注册處。註册完成後的工作就是進入免稅慈善團

體的申請程序，亦是充滿挑戰性，希望校友可繼續出力出心支持校友會，匯聚力量推動校友會

的發展。今明兩年是母校復校 50 週年及校舍原址重建的重要日子。工作小組誠意安排籌募捐

款活動去迎接華英新㇐頁，團結各社校友，傳承華英精神！ 

 

福利及活動發展組 

因疫情關係，今年的薪火茶聚於 7 月 4 日重回到華英中學舉行，主題為「二十㇐世紀挑戰下的

人才」。當天約有四十位校友抽空出席，與中五「靝」社同學分享昔日在華英的美好校園生

活、工作體驗及人生目標方向，讓同學們有更好的準備，迎接未來的挑戰。同學們都獲益良

多。 

 

在華英邁向建校五十週年以及在原址重建過程中，校友發展組會繼續與母校緊密合作。我們希

望能夠成為母校和各位校友的橋樑，鼓勵在各行各業，在社會上擔任不同崗位和職務的校友都

能夠參與及協助華英繼續發展。為準備校友會註冊成為有限公司營運及申請成為免稅慈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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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校友發展組將會討論成立義工隊伍，透過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回饋社會及母校。來

年母校亦會舉辦慶祝建校五十週年以及送別舊校舍的㇐系列活動。我們期望校友們能夠踴躍支

持及參與，㇐起回到母校跟老師和同學們在校園裡懷緬過去以及展望將來。 

 

推廣及招募會員組 

新㇐屆校友會執委會向「傳訊聯絡組」委以新任務，并將她發展成為「推廣及招募會員組」，

其工作目標旨在(1)通過傳統聯絡方式及新社交媒體，更有效地聯繫校友，增進華英人與人、華

英人與母校之感情。(2)通過資訊分享，支援及推動母校及校友會之未來發展。 

 

承傳昔日傳訊組所建立的各社交媒體平台，「推廣及招募會員組」繼續讓她們發揚光大，在推

廣方面，更多以說故事方式，向校友提供有關母校及校友之資訊及近況，例如創作［視點@華

英］，於過去多月吸引更多校友跟隨。 

 

為配合校友會有限公司之會員招募計劃，經過半年之商議及研究，「推廣及招募會員組」正㇐

步步建立㇐個⾧遠的［校友資料庫］及㇐個具保密性的登記平台，期望有系統地掌握校友個人

資料及興趣，讓校友會未來能發展配合校友需要的活動，同時支援母校的教學方向。 

 

展望將來，小組將會進㇐步強化各線上線下與校友之聯繫，建立結連各年齡層校友的溝通模

式，於社交媒體中，創作及發掘大家關注的議題，建立㇐個屬於大家的華英社群 Waying 

Community。 

 

總結 

雖然校友會今年的工作被疫情減慢了發展速度，面對未來的日子也充滿不確定性，甚至將來會

如何改變，我們並不知道，但是我們對母校的「華英情」不會改變，我們會繼續努力傳承華英

精神！將榮耀頌讚歸給天父！ 

 

華英中學香港校友會會⾧ 

甄宇成 

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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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中學  

二零二零年度 

校友校董周年報告 
 

（甲）本年度當選之校友校董： 

甄宇成 (殷社)、康若輝 (明社)、劉卓裕 (匡社)、邱健 (信社) 、霍汝聰 (謙社)、黃偉添 (懌社) 
 

（㇠）任期： 

校友校董任期為㇐年（由其註冊為校董當日起計），連選得連任，可以連續任職不超過三
年（以完整任期計算）。 

 

（丙）報告日期： 
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校友會周年大會上報告。 

 

（丁）報告事項： 
（㇐）上列各位校友校董於 2020 學年內，均通過《華英中學法團校董會》下簡稱「校董會」

的委任，完成於教育局註冊成為合法校董，履行校董之權責，出席校董會會議，將校

友的整體意見整合及分析，於校董會會議上發表。 

（二）校友校董在校董會內積極參與，擔任不同委員會或小組的成員，不遺餘力，對母校的

管治及校本政策提供意見，並對學校的持續發展、原址重建、五十周年慶典活動、校

友會有限公司的成立工作及面對新挑戰出謀獻策，對體驗式學習及交流活動提供支
援，又將老師及同學們之需要帶回校友會中討論，作出人力資源的配合及財務安排上

的支持。 

（三）校友校董除處理校董會事務外，亦同時兼顧校友會執委會的工作，分別擔當重要的崗
位：其中甄宇成為會⾧、邱健、霍汝聰、黃偉添和康若輝為副會⾧、劉卓裕為副會⾧

兼司庫。彼此發揮所⾧，與其他執委成員在策劃、發展、更新及推動校友會工作、支

持母校重建及推廣慶祝活動、加強對母校的關愛及支援上群策群力。另外，在每次校
友會執委會議中都會滙報校董會的工作和母校發展情况，讓執委們了解。 

~~ 完 ~~ 

 
     

甄宇成〈殷社〉  康若輝〈明社〉  劉卓裕〈匡社〉 

     

霍汝聰 (謙社)  黃偉添 (懌社)  邱 健〈信社〉 

註：本函為電腦列印文件，毋需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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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執行委員會 2020 

榮譽會⾧: 林楚英 何家聰 朱慧堅 温金福 
 彭梁慧瑜 曾啟文 鄭張慧心 王麗華 
歷屆會⾧: 陳聖柱 黃汝𧗾 黃佰榮 林楚英 
 蔡惠梅 趙國榮 羅國基 甄宇成 
校友會執委名單     
會⾧: 甄宇成 (殷社 82)  
副會⾧: 伍玢諄 (恒社 77)  陳國楨 (灝社 78) 阮大可 (慧社 83) 
 張佩筠 (慧社 83) 康若輝 (明社 84) 劉卓裕 (匡社 89) 
 邱健     (信社 91) 霍汝聰 (謙社 93) 謝思名 (啟社 94) 
 黃偉添 (懌社 99)   
文書: 李錦雄 (叡社 98) 張毅恒 (翱社 06) 吳智匯 (凝社 13) 
財政: 劉卓裕 (匡社 89)   
委員: 關唐利 (雋社 75) 吳遠興 (凱社 76) 羅國基 (毅社 79) 
 丁雷     (嘉社 86) 陸智光 (嘉社 86) 麥欣欣 (嘉社 86) 
 何故     (匡社 89) 黃民安 (匡社 89) 邱麗瑩 (智社 92) 
 黄志豪 (啟社 94) 鍾恒傑 (啟社 94) 吳凱俊 (啟社 94) 
 吳凱敏 (樂社 95) 葉嘉成 (懌社 99) 林遠志 (懌社 99) 
 李海洋 (懌社 99) 王嘉敏 (卓社 07) 李鈞洛 (曜社 09) 
 卓暉副校⾧ (健社 87,協社) 郭皓東老師 (灝社 78, 協社)  
    
義務法律顧問: 關唐利 (雋社 75) 
義務核數師: 黃明雄 (樂社 95) 
  
校友校董: 甄宇成 (殷社 82) 康若輝 (明社 84) 劉卓裕 (匡社 89) 
 邱健     (信社 91) 霍汝聰 (謙社 93) 黃偉添 (懌社 99) 
    
福利及活動發展組: 推廣及招募會員組 : 籌款及有限公司組: 祈禱天使組: 
黃偉添 (懌社 99) 召集人 霍汝聰 (謙社 93) 召集人 陳國楨 (灝社 78) 召集人 甄宇成 (殷社 82) 召集人 
黃志豪 (啟社 94) 召集人 葉嘉成 (懌社 99) 召集人 阮大可 (慧社 83) 召集人 伍玢諄 (恒社 77)  
羅國基 (毅社 79)  康若輝 (明社 84)  關唐利 (雋社 75)  羅國基 (毅社 79)  
張佩筠 (慧社 83)  吳遠興 (凱社 76)  吳遠興 (凱社 76)  李淑恩 (殷社 82)  
康若輝 (明社 84)  何故     (匡社 89) 伍玢諄 (恒社 77)  阮大可 (慧社 83)  
丁雷     (嘉社 86) 邱麗瑩 (智社 92)  麥欣欣 (嘉社 86) 康若輝 (明社 84)  
陸智光 (嘉社 86)  陳智健 (謙社 93)  劉卓裕 (匡社 89)  麥欣欣 (嘉社 86) 
麥欣欣 (嘉社 86)  吳凱俊 (啟社 94)  邱健     (信社 91) 黃民安 (匡社 89)  
黃民安 (匡社 89)  許仁強 (樂社 95)  謝思名 (啟社 94) 邱健     (信社 91) 
何故     (匡社 89) 鍾恒傑 (啟社 94) 吳凱敏 (樂社 95) 霍汝聰 (謙社 93)  
黃明雄 (樂社 95)  陳穎研 (懌社 99)  李錦雄 (叡社 98)  謝思名 (啟社 94)  
林遠志 (懌社 99)  王嘉敏 (卓社 07) 吳智匯 (凝社 13)  葉嘉成 (懌社 99) 
李海洋 (懌社 99) 李鈞洛 (曜社 09)  許美蓮老師 (協社) 曾啟文榮譽會⾧     (協社)  
張毅恒 (翱社 06)  鄧倩彤 (逸社 03) 郭浩東老師 (協社) 鄭張慧心榮譽會⾧ (協社) 
吳智匯 (凝社 13) 許美蓮老師 (協社)  王麗華榮譽會⾧     (協社)  
周國傑老師 (協社) 余安琪老師 (協社)  尹志華校⾧ (協社)  
   卓暉副校⾧ (協社)  
   郭皓東老師 (協社)  

 
華英中學 學校校友合作委員會 
主席: 許美蓮老師 文書: 周國傑老師 委員: 郭皓東老師   余安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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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中學 

二零二零年度 校友會周年大會 

財政報告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為止捐款有: (1)校友會營運專款$5,000，(2)校友排球隊專款$10,000，

(3) 成立校友會有限公司種子基金之捐款有$93,000，三項捐款合共$108,000。在此多謝各位校友的

捐款及鼎力支持。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為止，儲蓄戶口帳面結餘為$172,343.30，支票戶口帳面結餘為

$31,230.60，扣除聚餐退款未兌現支票$2,280 及郵寄結單費用$20 後，淨結餘為$28,930.60，現金

$100，總結餘為$201,373.90。而總結餘內包含(1)排球隊專款($39,648)，(2)支持母校五十周年晚

宴款項($50,000)，(3)成立校友會有限公司及其雜費($25,000)，故此校友會可動用的結餘為

$86,725.90。總結財政方面仍然穩健。 

 

 最後，為慶祝母校五十周年慶典活動及重建項目，校友會再呼籲各位校友踴躍捐款，回饋母

校，支持學弟學妹們在成⾧及發展上不同的學習需要。在此謹代表母校及校友會再次多謝各位校友

慷慨的捐款及不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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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以下各社聯絡人(iRep)        

iRep Group A      

   

斌社 74 朱秀娟 鄭健華        

雋社 75 蕭淑嫺         

凱社 76 吳遠興 謝潔嫻  張志忠       

恆社 77 曾憲成 伍玢諄        

灝社 78 鄧海坤 陳友維 陳國楨       

毅社 79 廖莉莉 羅國基  張勇邦       

穎社 80 李詠君 邱國柱 王榮光       

勵社 81 張炳明         

殷社 82 甄宇成 葉菁        

慧社 83 張佩筠 王俊邦 楊志宏 李潔英 阮大可 鄧秀蓮     

明社 84 鄭影佩 黃詠芬 康若輝       

德社 85 林建新 繆肇煒         

嘉社 86 楊秀賢 丁雷 麥欣欣 陳家良       

 

iRep Group B    iRep Group C 

 

   

健社 87 鄧寶明 陳蕾   逸社 03 陳子光 廖銘浩   

禮社 88 王鴻    悅社 04 陳基諾    

匡社 89 黃民安 劉卓裕   臻社 05 區文瀚    

敏社 90  蔡萬邦 楊小谷 周啟恩   翱社 06 麥浩榮 張毅恒   

信社 91 何嘉文 吳廣麟   卓社 07 王嘉敏    

智社 92 邱麗瑩 唐思莉 韋國邦  翊社 08 杜家宜 余願   

謙社 93 曾寳瑩 梁冠恆 楊瑞英  曜社 09 李鈞洛    

啟社 94 鍾恆傑 黃山    悠社 10 蔡仁桂 鄧天恩    

樂社 95 吳凱敏 黃信德   譽社 12 劉浚樂 宋嘉榮   

望社 96 林尤俊 蘇梓安    凝社 13 陳頴虹 吳智匯   

傑社 97 李鸝 王筱儀   澄社 14 盧安誼    

叡社 98 虞建萍 王雲飛   珧社 15 陳蔚彤 張嘉智    

懌社 99 李國樑 黃偉添   瑾社 16 梁美加 梁錦瑩    

禧社 00 許培德 許銘堅 黎景林  翔社 17 毛以憫 李家瑤  陳樂嬈  陳逸芝 

彧社 01 陳家恆 李慧慧   颺社 18 曾菲 賴怡文   

嵐社 02 鍾倩兒 藍浩翔    翎社 19 張萍 黃皓榛    

     燁社 20 單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