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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主題：愛誠勤毅顯共性   建構協作創高峰

校園篇 阮邦耀校長

 時間飛逝，開學禮的講辭還在腦裡若隱若現，眼前的學生們已

準備進行期終考試了；新中一同學進入田中的茫然樣貌仍歷歷在

目，今天他們已是校園的識途老馬了；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

會就職後就馬不停蹄地開展活動，黃昏燒烤、親子旅行、美食班和

敬師日等大製作已順利完成，轉瞬間暑期又將至了。衷心感謝本屆

家長教師會執委們，特別是鍾云霞主席、陳莉副主席和前主席房銀

慧女士，在他們和各執委的不懈努力下，各項恆常活動籌辦得有聲

有色，更重要的是能繼續維繫著田中家長們樂意付出、不計較、與

老師相配合和互相包容的工作態度，塑造田中家校合作的優質文化。      

 暑假過後，新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即將展開序幕。隨著田中家長教師會過去多年良好的發展，這幾年參選家

長的人數屢創新高，經過本年度執行委員會的詳細討論，我們都認為可進一步修訂選舉模式，以達成下列四項發

展目標：（一）凝聚更多抱持共同理念的家長一起協作；（二）增加中一及/或中二家長參與家教會執行委員會

田中家教會   邁向新一頁

的機會；（三）加強家教會家長執行委員與全體老師的合作；（四）強

化家教會理念和價值，以及優化及延續家校合作文化。      

 為對應上述四項發展目標，本屆執委會建議修訂選舉模式，重點如

下：（一）將目前以個人參選的模式改變為組閣競選模式；（二）每屆

執行委員會均預留約百分之二十的職位予中一或中二家長；（三）重新

啓動老師投票權，選舉家長執行委員；（四）將執行委員會的任期由目

前一年一屆改為兩年一屆。      

      要實施上述選舉模式，須修訂會章的內容予以配合。因此，我們已按

現有會章規定，啟動修章程序。本會定於2013年6月28日中午舉行特別會

員大會，讓全體會員共同討論修章的理念、內容及其設計模式，期望能

獲得通過後，於下年度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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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xploratory 5-day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was held during Easter holidays. Escorted by Mr Law Ka 

Lun, twelv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tour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During the exchange, one 

highlight was a visit to local secondary schools, St. Francis Methodist School and Balestier Hil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et with their buddies and interflowed with each oth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cultures. 

Here are the reflections of some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

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Ms Lau Wai Man

Singapore Study Tour

5E Tsang Ho Wing, Tony

 During the trip, I have learnt different aspects about Singapore, including government 
policies,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for the government polic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lways imposes harsh police. 
Government imposes harsh policies on education. Canning is allowed in schools. If the students 
are too bad, for example fighting, truancy, smoking, a 1.2 meter-long rattan cane is used for 
punishment. It will then cause a scar on their body. Moreover, Singaporean are required to have 
military training at the age of 16. The government imposes harsh laws to get great success in 
controlling people to follow the rules.

 As for the culture, Singapore is special because it is like a big family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Even in the government school we visited, there are a total of eight tuck shops selling 
different cuisines! The buddy told me that it is the government policy. It reflects its diversity of 
culture so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enjoy their life. 

 Regarding education, what I have learnt from their school is a humble attitude. We were 
excited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school visit. Before the visit, our senior students thought about 
how easy their school would be. However, we were wrong. I had a mathematics lesson with my 
buddy. They were learning additional mathematics, which we don’t learn. Instead, what we are 
learning now is their basic mathematics only! At that time I felt shame because I was arrogant 
and underestimated them. We should be humble and respect other cultures.

 After my returning to Hong Kong, I shared my experience with my friends and I have had a 
lot of reflections. We have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but we seem to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Students in a harsh environment can learn to become perseverant. It is time to think of my study 
more seriously.

1A  Zoe Cheung

 We visited a government school in Singapore called Balestier Hil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are very enthusiastic and friendly. They talked to us proactively. This 
school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ivate school on day four. They were very quiet and concentrated 
during the lesson. I have met a nice buddy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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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Obe Kau

 There are different races in Singapore, but I could see that the Singaporean can get along 
well. I learnt that I should respect different races and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m. After this trip, 
I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how to cooperate with my friend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s.

1D  Obe Kau

 There are different races in Singapore, but I could see that the Singaporean can get along 
well. I learnt that I should respect different races and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m. After this trip, 
I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how to cooperate with my friend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s.

4A  Alice Chan

 We went to the Little India, Arab Street and China Town to buy souvenirs. I think those 
three places were unique in style. The streets and buildings were distinct. The most impressive 
was Hookah (水煙)  because I haven’t seen it before. I have learnt the habit of Muslim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Town that night.

Making friends in Singapore government school

Presenting Souvenir

Enjoy the day in 
Universal Studio

Big tree in Gardens
by the Bay

English lesson



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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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er Games is a young adult novel written by an American writer 
Suzanne Collins. This story is based on a horrible punishment for a rebellion 
which was against Capitol,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country. One boy and one 
girl aged 12 and 18 from each district are selected by an annual lottery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nger Games, an event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must 
fight to death in an outdoor arena controlled by Capitol, until only one 
individual remains. 

      This story is narrated by 16-year-old Katniss Everdeen, a girl from 
District 12 who volunteers for the 74th annual Hunger Games to replace 
her younger sister, Primrose. The male tribute who is chosen from District 
12 is Peeta Mellark, a former schoolmate of Katniss who once gave her 
bread from his family's bakery when her family was starving. Katniss and 
Peeta are taken to Capitol to compete with others. After a series of training, they have prepared to 
play the game.  

     While nearly half of the tributes are kill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Games, Katniss relies on 
her well-practised hunting and survival skills to remain unharmed and concealed from other 
tributes. Within a few days during the game, Katniss develops an alliance with Rue, a 12-year-old 
girl from the agricultural District 11 who reminds Katniss of her own sister. However, Rue is killed by 
other tributes. Katniss, therefore, decides to take revenge on Rue. Meanwhile, Peeta appears to have 
joined forces with the tributes from the richer districts. However, when h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kill 
Katniss, he on the contrary saves her from others. They find that they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a fantastic story which deserves our profound reflection. As mentioned before, this story 
is based on horrible punishment. Nevertheless, does anyone have the authority and ability to control 
and destroy others' live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answer is absolutely no. Everyone has their human 
rights. Our life is not controlled by anyone, but only by ourselves. We must cherish that we have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which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must cherish our life and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It is not a must that we have a blessed life in 
which we have the care from our parents, teachers, and also friends. 

     Also, We always think that the winner only belongs to one person and the rest are all losers. But 
at the end of hunger games, there are two winners; both of them are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book, 
Katniss and Peeta. They help each other to cope with the unfavorable condition in order to survive. 
This reminds me that we can actually do the same thing in our life. We all strive for HKDSE,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examination to us. Instead of struggling alone, we can actually work with our 
classmates by studying in groups. They are not our competitors but our teammates. So, I hope we can 
all work together and get 5** together. I am sure at the end, all of us can be the winners of the games.

The Hunger Games
Wong Man Ting  5B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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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源於清朝乾隆盛世時，中國某地方正在建築橋
樑，當時一名農夫夢到「土地之神」命令他把一張寫有兩個
小孩的名字的紙條放在橋底下，以保橋樑穩固。但由於當時一
早已流行在興建大型建築時活埋一對小孩，用來討好「土地之
神」的習俗，所以人們知道了農夫的夢境後，皆人心惶惶，恐
怕自己的孩子就是「土地之神」指定的「祭品」。後來，在眾
說紛紜之下，慢慢流傳出只要把小孩的名字寫在紙條上，並觸
摸一下該小孩的頭頂，便可以把他的魂魄「叫出來」，給「土
地之神」作「祭品」。因此每逢有人問小孩的名字或是摸他們
的頭頂，便會被他們的父母痛打。後來，甚至連乾隆皇帝也信
以為真，並下令要把所有疑是「叫魂」的人捉拿甚至處死，令
當時有不少人被冤枉，更有小孩借此到處犯罪，卻沒有人敢捉
拿他們。

				
					 看完這段歷史後，第一時間當然要對中國人「虔誠」地信服「叫魂」一事深表佩服。當
然，這不是農夫的錯，活在迷信的年代，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正常不過。那我們應該責備那
群「充滿智慧」的群眾，還是那位「明君」？最後，我相信責任也許會歸咎於知識水平的不
足。
				
					 然而，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同樣出現「盲搶鹽」等等的事件。所以，民智未開，人云亦
云，也不單是因為知識水平的不足。
				
					 看完整本書後，我亦開始進一步反思到底何謂「迷信」：迷信並不純粹是宗教或者是習
俗，也不盡是知識的多少，而是一種思考的模式、態度的取向、道德的水平。而這便可以解釋
清代以後，為何多場思想改革，如五四運動，都能表面上廢除如「三從四德」等規條，卻不能
擊破人們心底的迷信傾向。
				
					 其實一切一切的迷信不都是因為中國人的自私和對別人的猜忌嗎?	 因為猜忌，人們終日把
農夫的夢境想得很恐怖；因為自私，人們總會想著用旁門左道去行兇作惡或取得利益。當時，
常常有人扮作道士，藉欺騙別人能解除「叫魂」咒語以謀利，令傳言愈演愈烈……
				
					 信仰根本上是沒有錯的，關鍵在於所相信的會否損人利己。
				
					 若人們以善良之心接觸信仰，便可以成就美麗的文化習俗，點綴生活。相反，一旦抱著歪
念去接觸信仰，最終只會損人不利己，更會造就更多的猜忌、傷害，造成社會的「迷信」。
				
					 到了最後，我只想多問一個問題：在「叫魂恐慌」下，人心惶惶，無數人被冤枉，那年代
仍被冠以「乾隆盛世」之美名。難道正如魯迅所說，人們處身在「鐵屋子」中而昏睡不醒？在
文明和物質生活不斷提升之時，我們的思想是否在不斷倒退？
				
					 哪怕今天是什麼年代，	我們倒其實也和農夫活在同一世紀中。

叫魂 —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4B 黎咏媛

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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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北區中學聯展   2012年12月  

小學參觀日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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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學術周   2013年2月  

新加坡英語遊學團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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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新加坡英語遊學團   2013年3月  

校園建設日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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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第十六屆至晴社畢業典禮   2013年5月  

校園建設日   2013年4月  



5C  羅亦成    蕭振杰

《 慎思國民‧明辨愛國 —— 北京之行有感 》
學生分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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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暑假，我們參加了由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所舉辦，名為「家國情				中國心」的北京交流團。

	 甫下機，我們便前往旅程的第一站——北京奧運園區。當中的兩大景
點——鳥巢及水立方一直為我們所渴望參觀的地方。可是，當我們抵達奧運園
區，絲毫不感自豪與高興，反而只覺唏噓。零八年京奧距今不過四年，奧運園
區已呈破落不堪之象。如早前外國報導所言，幾年而已，奧運園區已化為奧運
廢墟。中國政府當年用上億元建設全球數一數二的奧運場館，確實令世界讚歎
不已，但事過境遷，如今龐大的維修費成了人民沉重的負擔，鳥巢及其他北京
奧運場館使用情況並不樂觀，偌大的場館並不是一般民眾能夠使用，於眾多體
育設施之中，水立方算是活化得較好了，如今改變用途，成為水上樂園，才勉
強不用虧蝕。反觀倫敦奧運，其奧運主場館「倫敦碗」於奧運結束後，隨即拆
卸五千多個座位，改造為一個中小型體育場地，背後理念是希望市民大眾可使
用場館，參與體育運動，鍛練身心。

	 眾所周知，北京奧運辦得如此鋪張、奢華是有其政治目的，意欲藉奧運提升國格及加強國民身份認同。不
過，國家體面能因一時三刻的榮耀即可確立嗎？我們相信，這全賴長年累月的建設和人民的參與，方能穩步上
揚，人民與有榮焉。參觀鳥巢期間，立於這座龐然大物前，確實感到敬畏，可是敬畏當中，不免有疏離之感。鳥
巢這麼近，但與人民生活就那麼遠；國家形象仿似因京奧而提高，但我們所得之認同感並無因而躍升，只因我們
都難以真真正正、切切實實地參與其中。其實大多遊人只可以在鳥巢外圍遊逛、拍照，真正能入內參觀的所見不
多，更遑論於場內運動了。鳥巢如今只成擺設，不斷提醒人民，「中國曾經主辦奧運」。可是，在「提升國民體育
參與率」這等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宜呢？卻不見有多大改善。一種國民參與付諸闕如的虛榮，試問又能持續多
久呢？若然堅持以此法來提升國格、國民認同感，那麼中國需要辦多少次奧運、多少次大型盛事才可使國民自豪不
滅、認同不減呢？我認為，要使此狀態真正得以長久，從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改革着手，方為上上之策。

					 行程第二日，我們不幸遇上暴雨。此場暴雨可不同普通暴雨，是北京市有記錄以來最大的一場暴雨。在此之
前，已聽聞北京城下起雨來可大可小，但親歷其境，方曉得箇中震撼。北京居民曾以北京暴雨開玩笑，列出其八
大特色，稱之為新燕京八景，包括：陶然碧波、安華逐浪、白石飛瀑、蓮花洞庭、大望垂釣、中關遨遊、二環看
海、機場觀瀾。或者八景當中有不少誇張成份，但我們深信，於此場洪雨之中，亦起碼親嘗其中一二。當晚乘坐
旅遊巴前往用膳途中，雨下個不停，從車窗向外看去，整條街道已經不見影蹤，全給雨水淹沒，頓成河流似的，
我們早已分不清是坐在車上，還是船上了。而地面上（或河面上）不斷有工作人員遊走其中，趕忙打開水渠蓋以
便去水，但亦無改水浸情況。我們不禁生疑，首都的防汛工作當真如斯差勁？回到香港，我們才得知更多有關北
京雨災的資訊，原來首都應對雨災一向不濟，去年一場大雨，亦曾癱瘓北京全市交通，但此次雨災的破壞則更
為嚴重，79人因而喪命（但民間相信不止此數），萬多間房屋倒塌，經濟損失逾百億，首都給大雨徹徹底底的打
敗了。每次災後檢討，人們例必質疑：為何首都下水道會如此不堪一擊？建設如此簡陋？官方則辯解，因為北京
城地底空間已有不同用途，如地鐵及電線等，大部份空間已給佔據，故難以再作修整。此話不假，於沒有地鐵、電
線的明清時代，其時所建的皇城地底確有足夠空間建設地下排水系統，而這些排水設備，在這場歷史暴雨中亦大派
用場，紫禁城等皇家重地經歷豪雨後仍絲毫無損，屹立依然。有北京人民甚至提出，下次雨災必到紫禁城避難。法
國名作家雨果曾說：「下水道為城市的良心」，縱使北京市建設下水道有相當困難，但我們卻不免感到困惑，為何
鳥巢能夠花費逾億建設，於幾年內迅速建成，但下水道工程就不能花同樣心思去處理呢？還是如民間所說，因為地
下建設難以向上級展現成果，故此官員慣性對下水道工程置若罔聞，只集中地上建設？國民身份認同不能依賴一時
虛榮而得，靠的乃是長久建立及經營所得。面子工程只能帶來一時亢奮，但地下水利建設則帶來長期安定的生活，
人民生活定必更具尊嚴，此亦為人民能親身感受、參與的，這亦是奧運及世博也難以媲美的。

	 我們深信，必須全面認識中國，方能對中國有更完整的了解及體會。愛國為個人感受，強迫愛國根本沒有
意義，我們絕對可選擇愛國與否，但決定之先，我們對國家要有一定認識，綜合正反兩面觀點，藉客觀的分析及
比較，方可下一個恰當的決定。到底什麼是「愛國」？要在升國旗時熱淚盈眶，有所觸動？抑或對國家時政有所
批評才算愛國？我們認為，只要能夠通過理性思考，對中國有所認識，再下判斷，不盲從、不盲信，就是愛國。
不論我們是國民還是公民，責任亦非常簡單，便是「做好自己」——於生活上盡自己責任與義務，善用自己的權
利，即為好國民。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先生曾言道：「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
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說：「不要問國家能給予你什麼，問你能給予國家什麼。」「國
家」一詞，用起來往往異常沉重，家仇國恨都好像匯聚其中，但其實國家根本即人民，人民即國家，此道理簡單
非常，我們必須好好釐清，方能愛國愛得準確，不然只成錯愛。	 						
	 	 	 	 	 	 	 	 	 	 							(節錄自2012年10月26日早會演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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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姑娘互動天地

建立孩子自信  
        由鼓勵和讚賞開始
建立孩子自信  
        由鼓勵和讚賞開始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一般家長的夢想。

	 	 我們總會要求孩子不斷進步，希望培育他們成材。

		 	 然而，我們很少考慮他們是否具備足夠的信心和能力，去面對這麼多困難和期

望。如果平時未能培養他們自信心，當困難一來，事情一多，期望一高時，他就會垮

下來。假如你覺得孩子的身上有這樣的特性：害怕競爭、害怕失敗、不敢嘗試，面對

一些比賽或新的學習，他總是猶豫不決，裹足不前，那孩子可能就是對自己的信心不

足。

	 	 培養自信心，可以有很多方法，建議可從鼓勵和讚賞開始，以下是台灣台南師院

陳碧玲教授的一些建議：

1.	除了重視成就，也應重視努力和進步：在讚美之後不要加上「但是……」，

	 否則他們只會聽「但是」後面陳述的的缺點。	

2.	要將讚美發揮最大的功效必須注意下列幾點：	

	 具體而微：確認行為中值得讚美的部分才讚美。	

	 肯定他的進步，但不要強求要更努力。	

	 讚美要與鼓勵並用。讚美是一種酬賞，它讓孩子對外在的獎賞產生動機；

	 鼓勵是在努力和進步的情況下給予的。

	 	 此外，陳教授亦舉出實際運用的語句供各位家長參考：	

1.	接納孩子原來的面貌，可用語句如：	

	 「你好像很喜歡打籃球。」

	 「	你能享受學習的好處真好。」

2.	表現對孩子的信心，可用語句如：	

	 「我相信你做得到。	」

	 「這個雖然還沒完成，但是我相信你會完成它。	」

3.	指出孩子行為正面的部分，父母可以說：

	 「我喜歡你的美術作品，它看起來很有創意。」

	 「你的字寫得很工整，看起來很舒服。」

4.	肯定其努力和進步，例如可以說：	

	 「可能你覺得距離目標還好遙遠，但想想你從剛開始到現在的進步。」

	 「我知道你很用心準備這次考試。」

5.	對他的貢獻表示欣賞或感謝，可用的語句如：	

			 「你真體貼，幫我洗碗碟，減輕了我不少工作量。	」

	 「我很欣賞你願意幫助妹妹溫習。	」

	 從小適當地鼓勵和讚賞子女，肯定他們的優點、努力、進步和貢獻，

	 讓孩子覺得自己有用、有價值，從而有足夠的自信心面對成長中的挫折和挑戰。

資料來源：如何培養孩子的自信心。台南師院陳碧玲教授。

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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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來稿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十五載，有道是：「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
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在寄望將來的同時，我們亦應該靜心地回顧和深
思過去。

	 我自2007年加入田中家教會這個大家庭。這些年來，在阮校長、
鍾燕萍老師和校方的大力支持下，在家教會前主席田志強先生、房銀慧女士		
悉心帶領下，加上一眾委員共同努力，家教會開展了許多突破性工作，
	 	 			如：敬師日活動、組織家長義工協助監考、設立家教會獎學金、
	 	 							親子美食班、家長職業心得分享會等等。即使是舉辦恆常活
	 	 					動，如：黃昏燒烤、親子旅行、中華文化攤位等等，都辦得有
	 									聲有色，充滿著笑聲與掌聲。

					 	 									上述的家校合作活動，正好體現了校方與家長委員、家長
	 						義工之間的理解、信任、關愛、互助，以及無私奉獻。當中不能
	 言喻的深厚情感，凝聚了溫暖，感動彼此，正是我們田中家教會難
	 	 	 	 得的核心價值所在。

					 	 															 	 	 	第十五屆田中家教會，已經有著前人構建的厚實
	 	 	 							基石，我們無需要刻意去打破什麼，或者否定過往什麼。
	 	 	 		本年度年家教會的工作大方向，概括為以下三點：1、積極
	 	 															推動家校之間的聯繫和合作；2、聯繫家長感情，鼓勵家
	 	 	 長向學校提出適切的意見；3、關注學生成長及福利。我們
																									希望，通過舉辦各類家校合作的活動，包括：黃昏燒烤、
																							親子旅行、家長分享及講座、親子美食班、敬師活動日等
	 	 	 等，能夠加強田中家教會理解、信任、關愛、互助的氛圍，
	 	 	 			並悉心關注學生成長。希望各位老師、家長、同學踴躍
	 																							報名參與活動，感謝大家對家教會的支持！
																																							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鍾云霞女士 
第15屆家教會主席   

主席心語



	 作為田中家教會執委新丁，在阮校長和家教會眾執委的帶領下，我參與
了數項多姿多彩的活動，感到非常充實及高興。
					 這短短三個月內，我不但學懂了怎樣去籌備活動，還加深了對田中的認
識，更結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甘願為子女和學校付出的家長執委。我亦不禁
回想起自己在中學階段時，曾擔任學會幹事、社長等的滿足感，「那些年」
的回憶，還是歷歷在目。
					 我希望能夠隨着這熱心的團隊，再加上一眾有心有力的家長義工，繼續
為田中作出無私的奉獻。
					 若你也想多了解田中、想認識到一班熱心好友、想重拾「那些年」的感
覺……。請密切留意和積極參與我們的活動，期望在下次活動見到你的出現！

	 五年前，小兒轉校入讀田中，那時我對田中沒有多大的
認識，但有幸被選為家教會委員，才逐漸了解這大家庭。
	 初次擔當家教委員這個角色，實在有點迷惘，惟有邊學邊
做。當時的田主席創造很多機會，讓我有機會服務學校，如︰包
裝圖書、協助家教會活動、擔任暑期班導師等等。每一項活動，
都讓我感受到一眾委員的無私付出，大家擁有共同的理念︰為田
中這個家庭奉獻自己的力量，協助老師和為學生謀福祉。
	 五年後的今天，小兒已升上中六，面對文憑試，身心都承
受極大壓力，經過多番折騰，才能撥開暗霾，以積極自信的

態度面對這場考驗。我心想︰「若能有機會，將我和小兒的經歷與家長們分
享，或許可以有助同學和家長面對文憑試。」
	 	今年有幸再次於家教會中擔任委員，我真的有機會在分享會中，將自己
與小兒的經歷與其他家長分享。看到有家長因為擔心子女的學業而落淚時，
真有一種「可憐天下父母心」的感慨。	
						 	雖然自己的能力實在有限，不能全力協助家教會的工作，但每項我可以
抽身參與的「服侍」，都實實在在讓我體會到每個委員無私的付出，無畏艱
難的精神。
							容讓我說一句︰「田中家教會，我愛你！」

新 丁 英淑敏女士

令人感動的田中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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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來稿

譚惠珠女士



家長講座
2013年3月    情緒壓力鬆一鬆
2013年4月    適應田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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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3年2月    學術周攤位
2013年5月    敬師日

            親子活動 
2013年3月     黃昏燒烤

2013年4月    南丫島親子遠足學習之旅

2013年4月     親子美食班暨

 教導子女心得分享

親子活動 黃昏燒烤  2013年3月

南丫島親子遠足學習之旅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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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家長講座

親子美食班暨教導子女心得分享   2013年4月

情緒壓力鬆一鬆   2013年3月

適應田中生活   2013年4月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學術周攤位 

 2013年2月

敬師日早會   2013年5月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敬師日午宴   2013年5月

財政報告 （截至2013年5月15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67,768.3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 $59,712.10）          
 •本年度總收入 ：$33,494.80 （包括2011至2012年度會員費收入 $9,660.00） 
 •本年度總支出 ：$25,438.60
 •本年度結餘 ：$8,056.2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2,953.10（截至2013年5月15日）

未來動向
買賣舊書活動  
  2013年7月13日

新中一家長分享會  
  2013年7月16日

《橋》徵稿
家教會刊物《橋》每年出版三期，
藉此加強家校的溝通和聯繫。
第三十期將於2013年10月出版。
現誠邀各執委會會員及家長投稿，
分享參與活動的感受或教育子女的經驗和心得。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673 1778，與鍾燕萍老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