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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

周年主題：築我夢誠毅精一 正我思兼明允中

校園篇

當選感言 ──
家長校董，不是權位的象徵；
而是家長代表，為家長服務的另一個渠道。

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讓我能當選田中的「家長校董」。不過，與
其說是「家長校董」，我還是覺得叫做「家長代表」更為貼切。
「家長校董」這個職稱，往往給人一種錯覺，以為是一個權位、身
分的尊貴象徵。這也難怪，成為「家長校董」，可以參與校董會會議，
晉身學校的管理決策層，在更高層次參與校政，與校監、校長、眾校董
一同開會；在學校的「官式」活動如畢業禮、校慶等與一眾嘉賓校董站
台握手拍照……對一般家長而言，這的確是絕無僅有的機會。
不過，想深一層，「家長校董」是通過家長投票選舉產生的，倒過
KY（羅國潤先生）
來說，應以家長為尊。因此，身為「家長校董」，最重要的是要能代表家
長，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樑，反映家長的意見。正因如此，「家長校
董」並不是什麼權位的象徵，而是作為眾多家長的民意代表，是家教會以
外為家長服務的另一渠道。作為家長的代表，「家長校董」
更重要的是能走入家長群眾，虛心聆聽家長的聲音，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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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家長校董」的KY，身分沒有改變，KY仍然是以
往的KY。在女兒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面前，KY不過依然是
女兒的父親，老師眼中的一個學生家長；在家教會的活動
中，KY仍然是家教會的委員和義工，跟大家不分彼此，同
心合力籌辦活動，為學校及家長服務。那在校董會呢？KY
還是覺得自己是一位「家長代表」。
過去在家長活動中，我跟家長分享教育孩子心得時，
經常說：作為父母，最重要的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心教。
是「家長校董」也好，是「家長代表」也好，名位本身並不
重要。別人對你的尊重，並非來自權力、名位的本身，而是
你在位時所作的事工──最重要能好好服務學校、家長、學
生。
KY仍然是KY，抱持的仍是「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
精神。也希望各位家長和孩子能抱持這種精神，大家同心同
德，貢獻自己，這不單是田中之福，也是社會之福。
謹此借用美國前總統就職演辭內的一句話語作結：I will
work to earn your respect.

獨立思考的起點
與大家分享以下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朋友的女兒留學美國，畢業後，她得到了一個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機會──進入鼎鼎大
名的微軟公司任職。工作期間，不論上司、下屬還是同輩，都不斷向她傳遞兩個信息：(一)數據：要生存，
就要數據，要有為公司帶來利潤的數據；(二)你身邊的人絕不是你的朋友，你必須視他們為你的競爭對手，
然後力爭上游。這兩個信息不斷重複，最終，她不堪壓力，決定離開。原來，生活中有一些信息會被廣泛傳
   葉深銘副校長
播，最終成了「黃金定律」，成了小社群中的規範(social norm)，人人必須遵守，沒有人可以違反。
   第二個故事：有兩個人從煙囪爬出來，其中一人滿身煤屑，另一位則十分清潔，兩者的反差非常大。有人問：「究竟兩人之
中，誰先去洗澡呢？」人們普遍認為是骯髒的那人先去洗澡。有人卻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骯髒的人看到潔淨的人後，會相信
自己與對方同樣潔淨，不去洗澡；相反，潔淨的人見到骯髒的那位，就認為自己都很髒，於是先去洗澡。對於這個問題，可能
還有第三、第四個甚至更多的答案，例如，兩個一起去洗澡、兩個都不洗……故事是虛構的，答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
要明白，面對同一問題，各人都會從自己的判斷角度出發，因此，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大家的想法很難完全一致。
   第三個故事：春秋時代有個國家叫晉，晉國本來國力強盛，可是，自從昏庸無道的晉靈公即位後，國勢每況愈下。即使大
臣趙盾多次勸諫，晉靈公不但沒聽從，更兩次派人暗殺趙盾。趙盾自知如果繼續留在晉國，性命必定不保，因此打算逃亡到他
國。怎料，在趙盾幾乎完全離開晉國國境的時候，竟傳來其堂弟趙穿成功篡取皇位的消息，接着趙盾就回晉國都城迎接趙穿為
君，並繼續執掌朝政。趙太史董狐之後就在史書中寫道：「趙盾弒其君。」趙盾認為殺晉靈公的明明是趙穿，說他弒君實在不
公平，便問董狐為什麼這樣寫。董狐便解釋，他有三個這樣寫的理由：(一)趙盾身為重臣，在國君仍在時遠走高飛，沒盡臣子
的責任；(二)當趙穿殺晉靈公時，趙盾仍在晉國境內，但他沒有保護晉靈公；(三)晉靈公死後，趙盾沒有對付兇手趙穿。以上
三項已等同弒君。董狐明知他所做的會招來殺身之禍，但他最終仍忠於他的判斷，在史書上寫上「趙盾弒其君。」
今年學校的主題之一是慎思明辨，當社會上充斥著各種各樣說法時，我們怎樣才做到獨立思考呢？我想，我們要效法董
狐。首先，學習他秉持個人內在判斷是非真偽的準則，不為權勢脅迫。董狐以儒家的禮教為準則，認為作為重臣的趙盾沒有保
護國君，未盡臣子之職；未因趙盾權勢而退縮。其次，他重視自己的身分。他是史官，於是據實記錄；趙盾是重臣，那就該
保護君主。你是什麼身分，就做該身分應做的事。因此，同學不須問我：「老師，我應否參與佔中？」、「老師，我應否罷
課？」你該問自己：「我把持的準則是什麼？」、「作為一個學生，我該做什麼事情？佔中是不是一個學生該做的事？」、
「學生的責任是什麼？」
總括而言，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如何排除對獨立思考有負面影響的因素，別人不斷跟你說的不一定是對的；不同的人會
有不同的想法，最重要是根據情勢及自身的需要作判斷，以及如何建立自己正面的價值觀，重視自己的身分，作合宜的判斷。
今天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看法，千頭萬緒，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的想法。請記住：我們永遠無法找到說服所有人的道
理，最重要的是「你」怎樣想，「你」按什麼原則來思考。這是獨立思考的起點。
    (節錄自2014年9月2日早會演講) **特此嗚謝4B吳婉盈同學協助整理文稿

老師爸爸，爸爸老師
      大學畢業一年後，我就投身了田中的大家庭。記得當時年紀小，愛玩愛笑愛運動，又與學生的年
紀相去不遠，很快就打成一片。雖然我是老師，但其實更似大哥哥，陪著學生成長，我也一起成長。學
生歡喜我歡喜，學生煩憂我陪他煩憂。
      學生長大了，我這個大哥哥也長大了。五年前，大女兒樂晴出生，首次為人父母，雖有長輩從
旁指導，但還是手忙腳亂，邊學邊做，頗為狼狽；三年前，二女兒樂晞也出生，雖然稍有經驗，但更
知不足，我努力改進，彷彿想補償當年大女兒出生時我這個新手爸爸做得不好的地方。兩個女兒陸續
上學，一天勞累後回家，還要指導功課，安排假日活動和親子時間，更要注重女兒品德的培養。我深
信，孩子不一定要贏在起跑線，但要有投入比賽，努力跑畢全程的意志與毅力，我既是爸爸，我更是
他們的人生導師，責無旁貸。

王孝和副校長

      我的家中，有大小兩名女兒；返抵田中，我有二十八名子女。我只能和他們相聚三年，更要把握時間，培育他們成長，
我班家規嚴謹，每天早上七時五十分，我們一家人就會齊齊整整圍聚在一起，瑣瑣碎碎的提點，嘮嘮叨叨的訓話，吃過早點沒
有？功課已交給科長了嗎？壁報的告示歪斜了，快貼好！別只顧談天，中文測驗的自習篇章看明白了沒有……課室裡的學生，
彷彿都變成了家中的樂晴和樂晞，無論是他們的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我都要過問。英文科程度不足？我親自拜託英文科
老師，請多多幫忙；生活習慣不好？我主動找級輔委協助，一同尋求解決辦法，好讓頑石也要點頭……與其說我是班主任，我
更像他們的爸爸，他們的學業，他們的品行，也是我的責任。
      因為，孩子，我是你們的老師爸爸，也是你們的爸爸老師。最後，送你們一首歌：
       
「爸爸好嗎，你應該自豪，我努力在拓墾前途，像你從前，不戀祖蔭，心中懷著理想高……溫室難成勁草，
    青年人懷抱，不願做二世祖，只願實踐當年宏志，抱負我必需達到。」
    謹以陳百強的《飛出去》，送給我的愛女樂晴、樂晞及我最愛的4A班的仔仔囡囡。在你們的人生路上，我永遠是你們的
老師爸爸，也是你們的爸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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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及協作學習法
學校本年度繼續推行「建構及協作學習法」，今年的目標是深化學習法的運用，並優化課堂教學。本
年度學習法的推展仍維持在中一及中二兩級，於四個主要科目（中、英、數、通識）中實施，另外教師亦
會在高中適合的課題中運用此學習法。今年我們在學習法上推行的重點為：
（一）優化初中課程，提升學習效能，並與高中課程有更佳的銜接；
（二）推展高效學習小組，強化小組學習效能；
（三）增加教師之間互相交流的機會，期望達到互相砥礪、見賢思齊之效。

高中數學科課堂使用協作學習法，
讓學生進一步掌握課題內容

初中中文科學生上課時樂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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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老師在點撥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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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Our Exchange Student

THIS IS ME SAJU

Hey students from TKPSS! It’s me Saju, your exchange student this year. I think you do not know me
well. My name is Sajuran Satchithanantham and “Saju” is just my nickname. All my friends call me Saju
and now most of you do so too. I was born on the 3rd of October in 1998. I am from Germany, but that is
a fact that all of you know. Maybe you doubt why I am not white and have blond hair as a German. I just
look like an Indian, because my parents are from Sri Lanka. They migrated to Germany many years ago.
I have two sisters and one twin brother, who looks exactly like me.
The city where I am living in is called Essen. It is the 9th largest city in Germany.
In my school, we have three exams per term, which is more than here in Hong Kong. Also, my
school offers two choices when you enter the school. There are humanity subjects and science. I choose
humanity like Geography, Politics and History to study and I think it was a good choice. In my school I
also have to study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German and English. We have the choice between Latin
and French. I choose Latin because I want to study medicine and therefore you need the “Latinum”, a
mark that is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medicine although Latin is very difficult to study and actually quite
boring. Also, we have to choose either Philosophy or Christianity and I choose the former.
In Germany, we don’t have to wear a uniform or rules for our hair. Students are also allowed to dye
their hair and wear make-up. My school does not sound very strict, but it is. I have a lot of homework in
Germany and I just have little leisure time.
As for my hobbies, I used to learn Judo, which
I think I will do again when I am back. I miss it so
much, but I found a way not to think about it. A
friend of mine and I are doing Tai Chi every Monday
in our estate in Tai Shui Hang. It is interesting to
do Tai Chi and also hard to remember all of those
steps.
My aim for this exchange is to meet as many
new people as possible and to speak Cantonese
after this year, or at least understand it. I am trying
really hard, but it is so difficult. Therefore, students
from TKPSS, don’t be shy and just talk to me. Maybe
Life Ed lesson with
The city where I live in
we have some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n we can
my
class
Germany-next
to Berlin
chat with each other.

I met students
on the first English Day

My host family and I were
on the way to Xi’an.

My family went to Disneyland in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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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had a
sharing in a school in Tuen Mun.

My brother And I

My culture Tamil

《爸爸去哪兒》

周惠儀老師

聖誕節期間，我和兩個兒子最喜歡窩在家中看《爸爸去
哪兒》。
    

好
書
推
介

《爸爸去哪兒》是湖南衞視從韓國MBC電視臺引進的
親子戶外真人秀節目，五位明星爸爸帶領自己的孩子到野
外，獨立生活三天兩晚，完成不同的艱巨任務。
    
     每集一開始，各人按不同方法取得房子：有時會透過
比賽，競勝者優先選房；有時會採用抽籤，一切各安天命。
第一集裡，石頭爸爸因抽到好房子，被鏡頭捕捉了他竊笑的
一刻；而KIMI爸爸(林志穎)則抽到最爛的房子，雖然憂心忡
忡，他卻強裝鎮定，努力地安慰著情緒不穩的兒子。面對差
別對待，連大人也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我們如
何告訴孩子要接受現實，遵守遊戲規則？但是，你會發現這些
顧慮也是多餘的，孩子們適應力強，樂觀滿足，最能樂在其中的反而是他們。
    
分配了房子後，爸爸和孩子們須各自完成不同的任務：孩子們要向村民搜集食材、到
山洞裡尋寶、學唱一首歌、替人照顧嬰孩等；而爸爸們則要以孩子搜集的食材弄晚餐、到
湖裡捉魚、學做皮影戲、替人修補屋頂……孩子們不敢獨自前進，只喊「我不要」；在黑暗
的山洞裡，他會哭，大叫「我怕」；不願在眾人面前表演，他會大鬧脾氣，說「我累」。可
是，往往到最後，他們也會本著童真和童心，在爸爸的鼓勵下，跨過一個又一個挑戰。爸
爸呢？原來也是在跌跌撞撞中成為孩子心中的英雄：ANGELA爸爸弄得渾身是汗，最終學
會了編辮子，搏得女兒一個「讚」；CINDY爸爸(田亮)費盡唇舌，才發現「以靜制動」是
制服愛哭鬼的妙計；石頭爸爸的怒火使孩子誤以為爸爸不再愛他，爸爸就得改變策略，用
「雞蛋炒飯」來寬慰兒子受傷的心。
    
     家長們，如果你未看過《爸爸去哪兒》，我鼓勵你在辛勞的工作後，與孩子靜靜地坐
在電視機前，一同享受這個有笑有淚的節目。這不單讓你記起孩子們的天真爛漫，更讓你
對如何教導孩子有更深的體悟。同學們，你也一樣，可能你已忘記自己是如何長大的，希
望這些片段能勾起你點點回憶，讓你更懂感激父母的愛。
    
有一集，天天爸爸說：「對不起，我搶不到房子，要你陪我受苦了。」想不到，起初
連玩具、零食也不肯交上的天天，竟說：「不要緊！有你陪就好了。」人生路上，牽手同
行，走得豈不更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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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得獎者 { 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

全港彈網公開錦標
賽男乙團體季軍 青苗學界進步獎及上游獎學金

校際羽毛球比賽女甲亞軍

男甲校際籃球比賽奪季

游泳校隊於學界泳比賽中獲獎

學界越野賽獲獎

6

北區巨聲樂隊組
冠軍

上網學習至多FUN
創作比賽
高級組冠軍

{ 2014年10月}
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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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學講座—與林醫生對話

中一家長晚會

幹事訓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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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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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社成立典禮

解構新高中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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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飛機師的
校友鄒海達
早會分享

中二中三家長晚會
校友重聚日

陸運會

學友社社工
主持職學講座

{ 2014年12月}
小學參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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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參觀日

聖誕歌唱比賽

北區中學校際普通話
講故事及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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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 2014年12月}
中六畢業班

{ 2015年1月}
湛江田家炳實驗中學到訪

參觀國泰城

長春田家炳中學到訪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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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必有用

學校社工

嚴祉恩姑娘
大家好！我是田家炳中學的新學校社工──嚴祉恩姑娘。很高興能加入田中的大家庭。在我擔
任田中的學校社工前，曾在國際學校當過教師，也曾在青少年外展隊和大專院校工作，服務過很多不
同需要的青少年。他們有的對學習很認真；有的很懶散、沒有人生目標；有的對世界擁有無限的好奇
心；有的喜愛流連街上，與朋友耍樂；有的為自己的理想努力奮鬥，為升讀大學默默耕耘……但無論
他們是哪種類型，也不論他們的行為或表現如何，我也能在他們身上看到他們獨特的價值和無限的潛
能。

嚴
姑
娘
互
動
天
地

一直以來，西方文化比較強調個人和獨特性，因此西方教育主張每個人要發揮自己的特色。反觀
東方文化比較強調團體性，這樣的習性固然是好的，但東方教育便會因此過於重視一致性，有時反而
會被一些框架局限了。
我們都希望子女成才，讀好書，將來能進大學，在社會能找到一份穩定的高薪厚職。我們都期望
子女走主流的道路，然而最終他們都像在工廠生產的罐頭，全部都長得一模一樣，完全沒有特色。當
你跟社會上所有人也一樣時，你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嗎？
當然，我並非主張學生不讀書，不思進取，漫無目標地渡日。只是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
能，每個人都是模範生，有人是唸書的模範，有人是運動的模範，有人是交朋友的模範，有人是製造
氣氛的模範……總之，每個青少年都是最棒的，沒有哪個比別人差。
身為家長，我們首先要學習接納及欣賞子女的個性，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功課，是需要很多時
間、耐性和愛心才能做到的。然後，我們便要幫助子女找到自己的獨特之處──認識我是誰、我有什
麼地方跟別人不一樣。我們更要鼓勵子女勇敢做自己，不要害怕與別人不同，讓每個人能夠發揮自己
獨特的價值。「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這個意思。
日後，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管教上或與子女相處上的困擾或問題，歡迎與我分享，很期待在這個新
環境與大家相遇！最後，向大家拜個年，祝大家有一個豐盛愉快的新年！

「陽

」帆之旅

家
長
來
稿

本學期剛開始，兒子壹峰的一席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令
我作為母親的感到十分欣慰！
今年兒子和三位田中的同學劉浩賢、李子峯、彭智軒，參加了由香港藝
術與科技教育中心聯合舉辦的第3屆「陽」帆之旅太陽能模型船創作大賽。參
賽者必須自行創作一架以太陽能板作動力來源的模型船，並與其他參賽者於
指定水道上作競速比賽。這次是田中第一次派出同學參與此創作大賽，我兒
和另外三位同學雖然沒有獲得任何獎項，卻從中獲益良多。比如在經過多次
嘗試和失敗之後，同學們都能掌握到如何令太陽能板吸收更多能量、船身的
設計怎樣才能令船隻行駛得更快、螺旋漿的角度調節等技巧。大家都學到了平
時在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視野擴闊了，處事態度也認真了不少。而同學之間，
也因大家一起的經歷、參與、競爭、互相的支持和鼓勵，感情增進了，彼此更
了解對方，更能互相信任。

李淑儀女士

在此鼓勵同學們，不妨多些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充實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圈子規限在校園
裏。話雖如此，學業和校外活動兩者之間也要取得平衡！最後，兒子還告訴我：「今次見識不少
（高手），才知自己的渺小，一山還有一山高」。兒子能欣賞別人的優點的同時，也能自我檢討
不足之處，再次令我感到欣慰非常！
11

家
長
來
稿

小激勵與大轉變

最近看了一本書，書中有一個名叫《老師的評語》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
小康小時候十分卑怯，對讀書也沒有太大的興趣。
一天，國文老師出了一項作業題，要求學生自由發揮，寫一篇文章。
    
小康完成文章後交了上去。如今，小康已記不清自己究竟寫了些甚麼
樣的特別內容，也想不起國文老師給他打了多少分。但他的確一直記得，
梁銀珠女士
且終生不會忘記──國文老師在他的作業上批了四個字「寫得不錯」！就
是這 四個字，改變了他的一生。「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會做甚麼。」小康
說：「可是看了老師這四個字的評語後，我回家馬上寫了一篇短篇小說。這是我一直夢想要做的，但
又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接下來在學校的時光，小康寫了許多文章，並交給國文老師評閱。
國文老師為人嚴肅而真誠，不斷給小康打氣和鼓勵。「這是我需要的老師。」小康常常對自己說。
    
後來，小康獲提名當上了那所學校的校刊編輯。他變得很有自信，眼界也因閱讀而變得更加寬
廣。畢業後，他成了著名的新聞記者和編輯，開展了他那卓越優異的傳媒事業。
    
小康確信，如果不是國文老師當年在他的作業本上寫下那四個字，他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寫得不錯」──就是這樣簡短的一句話，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是的，師長的一句鼓勵，往往能影響同學們日後的成長，甚至能扭轉他們的人生路向。
     看過這個故事後，不期然回想么女初入田中的日子。
么女自小便十分卑怯，對某些學科總是提不起興趣來。一天，女兒才步進家門，就滿心歡喜地高聲叫
道：「媽媽，今天I.S.課時，我接過默書後，就不停狂吻著它，在兩節課堂上，我還不停地笑呢！」原來老師
在她默書上批了三個字和畫上一個微笑表情符號：「good! add oil!^.^」
當時我不以為然，心中除了感激這位老師對女兒鼓勵之外，也沒有想到其他，更不會想到這幾個字有
何等大巨的威力，只輕描淡寫地應道：「要這樣興奮麼？待測驗、考試拿滿分後，才高興也不遲吧。」
自那天起，女兒變得更主動、更積極，每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立即請教老師，並主動留校補課。此
後，女兒較遜色的學科改善了，中英數也及格，成績令人滿意，當中數學科的進步尤其明顯。
     雖然我並不肯定女兒會否像小康一樣，得到鼓勵後改變一生，但可以肯定的是，「good! add oil!^.^」已改
變了女兒的學習態度。這事，也改變了我對家教會的看法，令我明白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以往，我一直認為孩子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讀好書、不偏行、不走歪路，便已夠了。自從兩個女兒升
上中學後，這個轉折期實在令我們感到壓力。身為母親，我渴望知道如何有效協助女兒學習，然而許多時
候卻「有心無力」，有時感覺自己過於嚴苛，傷害了親子關係，為大家帶來不快。
幸而在家教會一次又一次的義工活動，一個又一個的教育講座，令我認識了不少家長和老師。透過校
長、老師、社工及家長形形色色的互動交流，分享培育子女的經驗，不但增加了我對兩個女兒身心成長的
認識，更讓我了解她們的需要，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
藉此，我要感謝大家，感謝大家讓我明白到教導子女不是靠責備和催谷，感謝大家讓我更加懂得怎樣
提升女兒的學習能力。一切一切，都令我獲益匪淺。
     我還要感謝的，是曾教導我兩個女兒的所有老師，尤其是么女去年的兩位班主任，全靠她們的關愛，
她才能重獲安全感，情緒穩定，不再抗拒回校上課，而且更有自信，感激感激……
     我最想感謝的，就是各位用心推動學校發展、積極籌備及協助推行家教會各項活動的老師、委員、義
工以及各職工，全靠各位的同心合力，兩個女兒才能在這優良的學習環境裡學習……
     衷心感謝大家！

家教會執委感言
很慶幸自大女兒入讀田中後，有機會成為家長義工一員，其後更被邀請加
入家教會執委行列，透過參與不同活動，漸漸地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委員及義工
建立起珍貴的友誼。我們彼此關心及信任，遇到難題一起商議及解決，閒時更
會一起學習甜品製作、分享煮食心得、與子女溝通和相處的竅門等等。能與大
楊德嫣女士
家一起分享快樂，分擔憂傷，實在是參與家教會一份意想不到的收穫。
(3D鍾穎、1D鍾靜家長)
剛過去的親子美食班能順利完成，在此要特別感謝畢業生家長：柳媚和
黃太，每次有家教會活動，她們也義不容辭地回來幫忙。還有前一天的預備工作中被銀珠臨急召喚便
立即飛奔回校的靚太義工們：古太、賴太、葉太和慧琳等。當然少不了我的一班最佳拍檔、田中義工
隊及參與策劃是次活動的老師們。活動當天，看見參加的學生家庭、老師，還有義工及委員個個也滿
心歡喜地帶同製成品回家與家人分享，這份喜悅和滿足便是我加入家教會工作的原動力。
十分感恩能與這班愛田中，愛孩子，愛家庭的熱心義工及委員共事，願主大大加力並賜福與田中
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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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4年9月
2014年9月至12月
2014年10月至1月
2014年10月
2014年10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2月
2014年12月
2015年1月

義工感謝日暨義工茶聚
家長排排舞班
中六周六測驗監考
家長校董選舉
Q版牛奶樽布甸製作班暨教導子女心得分享
家教會會員大會/茶會
陸運會  
家長教育講座之《最NET網友》
北區中學聯展攤位
小學參觀日
家教會親子旅行
Oreo曲奇雪花凍餅及利是封吊飾製作班

家
長
教
師
會
消
息

家長排排舞班
2014年9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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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校董選舉
2014年10月

Q版牛奶樽布甸製作班暨教導子女心得分享
2014年10月

家教會會員大會/茶會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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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家長教育講座之《最NET網友》

2014年11月

2014年11月

北區中學聯展攤位
2014年11月

家
長
教
師
會
消
息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4年12月

Oreo曲奇雪花凍餅及利是封吊飾製作班
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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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o曲奇雪花凍餅及利是封吊飾製作班
2015年1月

財政報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65,207.5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 $59,880.40）
     
•本年度總收入 ：$18,244.20 （包括2014至2015年度會員費收入 $17,060.00）
•本年度總支出 ：$12,917.10
•本年度結餘
：$5,327.1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7,134.90（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未來動向
排排舞班           

2015年1月至3月

中華文化攤位

2015年3月4日及3月5日(星期三、四)

《解決子女學業問題良方》家長教育講座

2015年3月8日(星期日) 黃昏燒烤之暢談

升學及選科最新進展

2015年3月13日(星期五黃昏)

中五周六測驗監考       

2015年3月21日、3月28日、

                                       

4月18日、4月2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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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期將於2015年7月出版。
此外，第十七期《家長教師會通訊》將於2015年11月出版，
內容以報道本會活動及會務為主。
現誠邀各執委會成員及家長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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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31778，與鍾燕萍老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