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想當年籌組成立家長教師
會時正值扶輪銀禧，轉眼間扶
輪中學家長教師會已踏入第
二十屆，扶輪中學亦邁向建校
四十五年。在此衷心感謝當年
的籌委會成員、歷任主席、委員
及家長義工，大家的努力與委身，
讓家長教師會的會務蒸蒸日上，充分發揮家校合
作精神。

　　家長與學校聯繫一般有六個層次的參與模式，包括 (1) 雙向溝通、(2) 協助子女學習、(3) 參與家長
組織和活動、(4) 協助學校運作、(5) 協助決策和諮詢、及 (6) 參與決策。初期大部分家長參與的活動只
限於第一至四個層次，其後學校推行校本管理，引入家長成為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家長的參與便擴展
至第五層次。自法團校董會於 2011 年成立以後，家長更成為校董會成員之一，直接參與學校的管理與
決策。今天的家長作為學校的持分者，對學校的管理有著更全面的參與，而家長教師會在家校合作的範
疇上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家長的參與有助學校發展優質教育，本校的家長教師會在歷屆主席的領導下，每年均設獎學金鼓勵
同學努力進德修業，另設關懷援助金協助經濟上突然出現困難的同學、活動資助計劃減輕同學參與活動
時的經濟負擔。此外，家長教師會經常組織家長義工協助學校運作、積極支援及協辦不同形式的活動，
包括監考工作、黃大仙區中學巡禮、班際 BMI 比賽、中一級博雅及專題研習、深圳博物館及書城遊、家
長也敬師運動、親子文化遊、團年飯暨拍賣、陸運會、家長觀課、綜藝晚會、開放日、校慶聚餐等等。
本學年初的生涯規劃週及校園燒烤活動均有家長教師會的支持和參與──贊助生涯規劃週全校師生團衫
(T-shirt) 和校園燒烤食物及抽獎獎品，讓家長、師生打成一片，樂也融融，增強大家對學校的歸屬感。

　　家長不單是學校重要的持分者，也是學校寶貴的資源，本校的家長教師會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已成
為一個有素質、充滿活力、關心學生、熱愛學校的團隊，深信家長中不少都是具備不同專長的人士，期
望大家不要吝嗇，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祝願家長教師會更上一層樓，有更多家長積極參與會務及活
動，造福莘莘學子！

生涯規劃週起動禮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家  長  教  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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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校園燒烤活動　家長師生同一家 校園燒烤活動
校監杜仁廉醫生(前排左三)與家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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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會
主席：	 莫櫻慧女士	(家長)
副主席：	 林淑芬女士	(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書：	 歐陽佩芬老師
	 陳家俊老師
司庫：	 陳裕華先生	(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林蕙儀女士	(家長)
	 金亞莉女士	(家長)
	 洪森雄先生	(家長)
	 林德強老師
	 陸家傑老師
義務核數師：	吳婉琼女士	(家長)

第十九屆常務委員會
主席：	 金亞莉女士(家長)
副主席：	 林淑芬女士(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書：	 歐陽佩芬老師
	 倪明威老師
司庫：	 陳裕華先生	(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莫櫻慧女士	(家長)
	 林蕙儀女士	(家長)
	 洪森雄先生	(家長)
	 林德強老師
	 陳燕儀老師
義務核數師：	陳清蘭女士	(家長)

　　不知不覺間，本校家長教師會已踏入第二十個年頭，同時法團
校董會也已成立了五個年頭，這正標誌着學校管理也走進新領域，真
的可喜可賀。

　　在老師與家長傾力合作下，於2015年5月21日法團校董家長代表誕生了，正好讓
我們為學校盡一點棉力。鑑於法團校董的成立，無論老師和家長，都積極參與不同的
講座和工作坊等培訓課程，讓我們對箇中的運作，認識加深。作為一群沒有經驗的家
長，誠是一個大好良機，讓我們好好學習，更難得的家長幹事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對
學校的那股熱誠，藉此致以萬分感謝！

　　最後，借用扶輪中學的校訓：「修身力學，榮神益人」，與各位家長共勉之。借此
感謝不辭勞苦，循循善誘教導我們子女的老師，冀盼更多家長支持學校的活動，與學
校共同成長。

莫櫻慧女士

《2015-2016 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2014-2015 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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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9月28日(星期一)至10月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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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ble Ball Roller 堂

足球比賽健康校園球賽同樂日

陸運會

迎春摺福

慶中秋 校園燒烤

Mini Show

扶輪夏日樂繽紛

教育主日創新科技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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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感恩會

領袖訓練營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校長好書分享

工作體驗計劃

樹木遊蹤

中學創意教學體驗

電腦裝嵌培訓班

壁畫比賽
懇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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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BBQ

家長也敬師

第二十屆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正
活動：	
(1) 會務及財務報告
(2) 頒發感謝狀予委員及義工
(3) 家長委員選舉
(4) 家長教師會交流茶敍

教師家長學生
聯誼比賽

2015-2017 家長校董選舉點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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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講員

2015年3月28日 (星期六) 如何協助子女選科 學友社

2015年7月14日 (星期二) 中一級新生家長會 扶輪中學老師

2015年9月12日 (星期六) 運用正面紀律的管教技巧管理子女網絡/違規行為問題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2015年11月15日 (星期日) 認識青少年潮流文化 黃穎詩姑娘、陳穎怡姑娘(學校社工)

家長講座聽講證書 童軍及家教會聯誼活動

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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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1/9/2014	~	31/8/2015)

日  期 活動詳情
2014年9月至
2015年2月

舉辦「班際BMI比賽」，與體育科、公民及品德教育委員會合辦。

2014年9月20日 第十九屆週年會員大會及家長教師工作坊，題目為「如何處理子女的情緒困擾
問題」。

2014年10月30日 高中選科講座(中三級)
2014年11月至
2015年5月

小食部及午膳飯盒招標籌備會議、飯盒供應商試食會。

2014年11月9日 家長講座：「如何協助子女選擇升學出路」。
2014年11月9日 黃大仙區「中學巡禮2014」
2014年11月15日 童軍宣誓典禮
2015年1月 出版第十八期會訊
2015年1月23日 舉辦中一級親子文化遊
2015年1月31日 家長教師會、童軍聯誼活動。
2015年3月 參加由教育局推出的「家長也敬師」運動
2015年3月28日 家長講座：「如何協助子女選科」
2015年5月23日 懇親會
2015年5月29日 中六畢業感恩會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予獲取操行獎學生。
2015年7月14日 中一新生家長會

2014/15年度籌辦活動

調查項目 14/15
平均數

同意
排序

13/14
平均數

同意
排序

12/13
平均數

同意
排序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2 4 3.2 4 3.3 4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3.7 2 3.7 2 3.8 2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3.8 1 3.7 1 3.8 1

我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3.6 3 3.5 3 3.6 3

2014/15年度持分者(家長)問卷結果

註：評分最低為1分，最高為5分。

上年度結餘  21,266.90

收入
會費 27,920.00
總收入 27,920.00

支出
會員大會茶點費 586.60
家長教師會助學金 4,500.00
學生活動津助計劃 8,930.00
家長教會獎學金 6,370.00
家長教會關懷援助金 1,000.00
2014/2015 家長也敬師活動獎品 204.50
致意花牌 350.00
銀行服務費 150.00
總支出 22,091.10

  5,828.90
本年度結餘  27,095.80

 港幣$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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