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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係2C班黃子銣既虎媽，好開心亦好多謝大家今年比機會我繼續參
與家教會，今年更有幸得到大家嘅支持還當選了家教會主席。作為扶輪校友，家長

的一份子。我好希望能幫到更多學生、家長及學校，以達到家校一心目標。
　　擔當家長既我，我會勉勵各位家長，學業成績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與子女的關係。工作再忙再累也應該多與子女溝通，那怕是天馬行空的話
題。重點只需要有交流。說教不是不可，只是作為子女的，我相信連基本的交流也沒有，
一來便說教，他們只會覺得我們麻煩，甚至覺得我們根本不了解他們。現今社會，朋輩的
影響力遠遠超過我們作為父母的影響力。所以我總覺得溝通好，他們才能聽進心裡。
　　我作為校友，各位師弟妹！長氣既說話我唔講啦！因為我都好怕人煩。我亦做過你們
的年紀。我可以講，過去當學生的我，你們的腦轉數未及當年的我一半呀！書再唔喜歡
讀，都要讀，因為出來社會打滾，基本學歷要求還是有的。嘗試去發掘自己有興趣的技
能。緊記書讀唔好，無辦法。盡力而為吧！但人品及同理心必須要有。如果在學校見到
我，不妨上前主動同我傾計，我好樂意與你們分享我社會經驗。跟我傾談過的師弟妹都會
覺得我：這個師姐真爆炸。我還是那句：條路自己揀，碰釘不要喊！共勉之！

第二十三期　2020年6月

1A 莫若愷
1B 賴洛賢
1C 黃靜渝

3A 林嘉明
3B 曾浩然
3C 石曉桐

4A 陳惠敏
4B 林穎勛
4C 梅雪盈

5A 施琪琪
5B 何淦堯
5C 余泳儀

6A 李選寶
6B 梁翠蓮
6C 趙子語
6D 姚浚銘

2A 陳家銘

日期 活動詳情

9 月 1日 中一級開學日暨家長會
9月 19 日至 9月 21 日 生涯規劃週—中一級（成長歷奇訓練營）
10月 6日 上午 9時至 10 時舉辦第二十三屆週年會員大會。
10月 6日 家長講座：和「孩」共處
11月 4日 黃大仙區「中學巡禮 2018」
11 月 21 日 家長義工（英文科活動）
11月 28、29 日 校長與初中家長茶聚、校長與高中家長茶聚
12月 7日 家長出席陸運會閉幕禮。
12月 7日 家長擔任陸運會啦啦隊評判。
12月 15 日 家長義工（聯合報佳音帶隊協助）
1月 家長教師會會訊
1月 10 日 聯誼活動：「界水仙球活動」
1月 31 日 「家校團年迎新歲」活動
2月 15 日 家長義工（中華文化節慶活動 — 湯圓製作班）
3月 參加由教育局推出的「家長也敬師」運動。
3月 13 日 家長義工（英文科活動）
3月 23 日 親子旅行
5月 11 日 懇親會
5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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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3 日 結業禮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予獲取操行獎學生。
7月 16 日 中一新生家長會

2018/19年度籌辦 動活

 港幣 $ 港幣 $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三屆常務委員會

主　席：區熒舫女士
����(中二級家長)
副主席：許麗華女士
����(中二級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　書：陳景揚老師
　　　　馮煒汶老師
司　庫：周健有女士
����(中三級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曾秀麗女士
������(中一級家長)
　　　　　　黎智敏女士
������(中一級家長)
　　　　　　羅柏齡女士
������(中二級家長)
　　　　　　林德強老師
　　　　　　黃　蓉老師
義務核數師：張雲英女士
������(中二級家長)

主　席：莫櫻慧女士
����(中五級家長)
副主席：何文靜女士
����(中三級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　書：陳景揚老師
　　　　陳瀚龍老師
司　庫：周健有女士
����(中二級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區熒舫女士
������(中一級家長)
　　　　　　羅柏齡女士
������(中一級家長)
　　　　　　林蕙儀女士
������(中六級家長)
　　　　　　林德強老師
　　　　　　吳富生老師
義務核數師：張雲英女士
������(中一級家長) 

主席的話

懇親會

陸運會

親子旅行

家校團年迎新歲

跨科英文週活動

區熒舫女士

上年度結餘  37,963.70
收入 會費 22,850.00 
 總收入 22,850.00 

支出 會員大會飲品費用 852.10 
 郵寄結單費用 240.00 
 生涯規劃週津貼 10,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校慶同樂日（蒸餾水） 890.00
 校慶同樂日（書卷） 2,650.00
 家校團年迎新歲 269.30
 校慶同樂日（躲避盆） 1,152.00
 學生活動（迎新歲） 1,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關懷援助金 1,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轉名費 200.00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書卷） 3,920.00
 活動資助 1,620.00
 家長也敬師活動獎品 200.00
 總支出 29,993.40
  (7,143.40)
本年度結餘  30,820.30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1/9/2018-31/8/2019)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操行獎 (18/19)

影活動剪



明白原生家庭，生命不再一樣 第二十四屆
週年 會員 大會

　　兒子讀幼稚園時，學校「家長班」教導我們作父母，因著兩人來
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會如何影響子女的成長、夫婦相處、各自的人
際關係......在我們和配偶各自成長的家庭中，總有正面和負面的思
想、行為和習慣；在年月的薰陶下，成為我們待人處事的模式。為著
兒女將來的幸福 (創世記2:24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
一體)，夫婦需要有所覺察:過去不對的事情，不要持續下去；過去好
的經驗，要傳承下去，重新創造一個新家庭文化 (羅馬書12:2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即是，我們和子女現在一起生活的家庭，就是他
們的原生家庭，我們希望他們帶著一個怎樣的原生家庭去和來自另一
個家庭的人結合，取決於我們如何建立現在的家庭。這絕對是「艱辛的不歸路」，需要夫婦同心
經營。因為當中，無論在思想上、方法上、時間和金錢的付出上......夫婦必定是不盡一致的。常
聽老人家說：「美滿 (不需要完美) 的婚姻和家庭是窮一生的經營」。

　　我感恩在「家長班」，有前輩夫婦無私地分享他們的「奮鬥史」；有既愛家庭又放下自尊的
「同齡(孩子年齡)夫婦」一起學習，互相鼓勵；有牧者教導我們不執著以夫婦任何一方為教養原
則，而是以聖經真理化解矛盾，成為合一的家庭標準 (小時候認為聖經是神話，是理論；但在
「家長班」，才發現聖經是一本能抵禦世代變遷的人生和家庭指南，入面全是充滿人性善惡的真
實故事；而從前所學的只因流於表面、一知半解、以片蓋全，甚至斷章取義。)

　　今天2019年12月20日執筆寫這稿時，我和丈夫剛結婚21年；首11年大家是「無神自我主
義」者，相處中有不少火花；近這10年，火花仍在，不同的是多了教會弟兄姊妹，多了與人連
結，多了真理和聖靈的提醒；彼此的焦點不再是對方，而是讓上帝成為一家之主。仍有火花是因
為：我是一個情感豐當、善用語言表達思想感受、喜歡尋根問底的人；而丈夫恰恰相反！所以，
放眼下半生，彼此仍要努力協調和更新。新一年快將來臨，盼望我們都珍惜身邊的親人、朋友和
共事的人，接納神造每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的不一樣，在神眼中，每一個人都是神所愛的(撒母耳記
上16:7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只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
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各位家長：

　　大家好！我們是學校的社工，今次想和大家分享與情緒健康有關的資訊。

　　有次與家長傾談，她說：「呀仔成日發脾氣，又成日匿埋係屋企，吾肯出街」。我問起她學
生的睡眠質素、胃口、情緒等狀況時，她告訴我學生經常失眠，胃口變差，有時還會偷偷地哭起
來。及後，我相約了該名學生見面，發現他有抑鬱的症狀，並建議他看精神科醫生。醫生診斷他
患有抑鬱症，他服用了醫生處方的藥物後慢慢好起來。

　　情緒病是都市人很常見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更指出大約十個人當中便有一個人有患有情緖
病。那麼，什麼是情緒病？情緒病又有什麼病徵？

　　簡單而言，情緒病即情緒系統出了毛病，不能如常運作。常見的情緒病包括：抑鬱症、躁狂
抑鬱症、焦慮症、驚恐症及社交焦慮症。今次就先讓我們了解一下抑鬱症的病徵吧！

　　抑鬱症的病徵： 

 持續感到悲哀、空虛
 失去興趣參與任何活動，連喜歡參與的事情也提不起勁
 感到坐立不安和心煩氣燥
 體重明顯減輕，胃口突減或大增
 失眠或嗜睡
 很易疲倦，失去動力和朝氣
 自覺毫無價值、充滿罪疚感
 難以集中精神和作出決定
 感到無助、絕望、自殺等念頭

        (上述其中五項徵狀持續兩週出現，很有可能患上抑鬱症)

　　情緒病近年越來越常見，是眾多疾病分類的其中一種，是可以通過藥物治癒的。倘若抱著諱
疾忌醫、家醜不外揚的心態，只會拖延了治療的過程。家長如發現子女有情緒困擾，應積極考慮
尋求老師或社工的幫助。(資料參考：聯合情緒教育中心 http://www.ucep.org.hk/cognition/depression_symptom.htm 及世界衛生組織)

日期： 2019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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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員姓名：陳秀敏姑娘 (Beverly) (逢星期一至五)
　　　　　　[第二個星期一及第四個星期一除外]

節錄「愛篇」讓大家細味當中意義：

歌林多前書13章：
1 我若能說人間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我就成為鳴的鑼、響的鈸一般。2 我若有先知講道的能力，也
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齊備的信心，使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了甚麼。3 我若將所有的財
產救濟窮人，又犧牲自己的身體讓人誇讚，卻沒有愛，仍然對我無益。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8 愛是永不止息。

若想更多「解讀自己和配偶的原生家庭」及「如何為子女建構健康的原生
家庭」，請登入「原生家庭這13張圖看懂了沒? @盈康社綜合理療中心」
https://m.xuite.net/blog/yield.life/hkblog/459612791

Pauline 羅柏齡 (2C 黃嘉淳家長)

��在成長路上，子女難免遇上高低起伏，如果各位家長觀察到子女在成長上有任何需要，歡迎
你們隨時與我們聯絡。

學校社工姓名：李文諾姑娘 (Panda)   [星期一至四]   
�������吳維謙先生 (Peter)     [星期二及四]
�������王善恒先生 (James)   [星期三及五]

家長義工及委員感謝狀 家長也敬師

1
2
3
4
5
6
7
8
9

情緒病
抑鬱症的徵兆與

��另外，本校亦向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聘請融合教育
輔導員，以更全面支援學生需要。

服務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45分
聯絡電話：2389 424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2337 8945 (學校社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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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鬱症的病徵： 

 持續感到悲哀、空虛
 失去興趣參與任何活動，連喜歡參與的事情也提不起勁
 感到坐立不安和心煩氣燥
 體重明顯減輕，胃口突減或大增
 失眠或嗜睡
 很易疲倦，失去動力和朝氣
 自覺毫無價值、充滿罪疚感
 難以集中精神和作出決定
 感到無助、絕望、自殺等念頭

        (上述其中五項徵狀持續兩週出現，很有可能患上抑鬱症)

　　情緒病近年越來越常見，是眾多疾病分類的其中一種，是可以通過藥物治癒的。倘若抱著諱
疾忌醫、家醜不外揚的心態，只會拖延了治療的過程。家長如發現子女有情緒困擾，應積極考慮
尋求老師或社工的幫助。(資料參考：聯合情緒教育中心 http://www.ucep.org.hk/cognition/depression_symptom.htm 及世界衛生組織)

日期： 2019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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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員姓名：陳秀敏姑娘 (Beverly) (逢星期一至五)
　　　　　　[第二個星期一及第四個星期一除外]

節錄「愛篇」讓大家細味當中意義：

歌林多前書13章：
1 我若能說人間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我就成為鳴的鑼、響的鈸一般。2 我若有先知講道的能力，也
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齊備的信心，使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了甚麼。3 我若將所有的財
產救濟窮人，又犧牲自己的身體讓人誇讚，卻沒有愛，仍然對我無益。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8 愛是永不止息。

若想更多「解讀自己和配偶的原生家庭」及「如何為子女建構健康的原生
家庭」，請登入「原生家庭這13張圖看懂了沒? @盈康社綜合理療中心」
https://m.xuite.net/blog/yield.life/hkblog/459612791

Pauline 羅柏齡 (2C 黃嘉淳家長)

��在成長路上，子女難免遇上高低起伏，如果各位家長觀察到子女在成長上有任何需要，歡迎
你們隨時與我們聯絡。

學校社工姓名：李文諾姑娘 (Panda)   [星期一至四]   
�������吳維謙先生 (Peter)     [星期二及四]
�������王善恒先生 (James)   [星期三及五]

家長義工及委員感謝狀 家長也敬師

1
2
3
4
5
6
7
8
9

情緒病
抑鬱症的徵兆與

��另外，本校亦向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聘請融合教育
輔導員，以更全面支援學生需要。

服務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45分
聯絡電話：2389 424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2337 8945 (學校社工室)



明白原生家庭，生命不再一樣 第二十四屆
週年 會員 大會

　　兒子讀幼稚園時，學校「家長班」教導我們作父母，因著兩人來
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會如何影響子女的成長、夫婦相處、各自的人
際關係......在我們和配偶各自成長的家庭中，總有正面和負面的思
想、行為和習慣；在年月的薰陶下，成為我們待人處事的模式。為著
兒女將來的幸福 (創世記2:24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
一體)，夫婦需要有所覺察:過去不對的事情，不要持續下去；過去好
的經驗，要傳承下去，重新創造一個新家庭文化 (羅馬書12:2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即是，我們和子女現在一起生活的家庭，就是他
們的原生家庭，我們希望他們帶著一個怎樣的原生家庭去和來自另一
個家庭的人結合，取決於我們如何建立現在的家庭。這絕對是「艱辛的不歸路」，需要夫婦同心
經營。因為當中，無論在思想上、方法上、時間和金錢的付出上......夫婦必定是不盡一致的。常
聽老人家說：「美滿 (不需要完美) 的婚姻和家庭是窮一生的經營」。

　　我感恩在「家長班」，有前輩夫婦無私地分享他們的「奮鬥史」；有既愛家庭又放下自尊的
「同齡(孩子年齡)夫婦」一起學習，互相鼓勵；有牧者教導我們不執著以夫婦任何一方為教養原
則，而是以聖經真理化解矛盾，成為合一的家庭標準 (小時候認為聖經是神話，是理論；但在
「家長班」，才發現聖經是一本能抵禦世代變遷的人生和家庭指南，入面全是充滿人性善惡的真
實故事；而從前所學的只因流於表面、一知半解、以片蓋全，甚至斷章取義。)

　　今天2019年12月20日執筆寫這稿時，我和丈夫剛結婚21年；首11年大家是「無神自我主
義」者，相處中有不少火花；近這10年，火花仍在，不同的是多了教會弟兄姊妹，多了與人連
結，多了真理和聖靈的提醒；彼此的焦點不再是對方，而是讓上帝成為一家之主。仍有火花是因
為：我是一個情感豐當、善用語言表達思想感受、喜歡尋根問底的人；而丈夫恰恰相反！所以，
放眼下半生，彼此仍要努力協調和更新。新一年快將來臨，盼望我們都珍惜身邊的親人、朋友和
共事的人，接納神造每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的不一樣，在神眼中，每一個人都是神所愛的(撒母耳記
上16:7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只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
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各位家長：

　　大家好！我們是學校的社工，今次想和大家分享與情緒健康有關的資訊。

　　有次與家長傾談，她說：「呀仔成日發脾氣，又成日匿埋係屋企，吾肯出街」。我問起她學
生的睡眠質素、胃口、情緒等狀況時，她告訴我學生經常失眠，胃口變差，有時還會偷偷地哭起
來。及後，我相約了該名學生見面，發現他有抑鬱的症狀，並建議他看精神科醫生。醫生診斷他
患有抑鬱症，他服用了醫生處方的藥物後慢慢好起來。

　　情緒病是都市人很常見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更指出大約十個人當中便有一個人有患有情緖
病。那麼，什麼是情緒病？情緒病又有什麼病徵？

　　簡單而言，情緒病即情緒系統出了毛病，不能如常運作。常見的情緒病包括：抑鬱症、躁狂
抑鬱症、焦慮症、驚恐症及社交焦慮症。今次就先讓我們了解一下抑鬱症的病徵吧！

　　抑鬱症的病徵： 

 持續感到悲哀、空虛
 失去興趣參與任何活動，連喜歡參與的事情也提不起勁
 感到坐立不安和心煩氣燥
 體重明顯減輕，胃口突減或大增
 失眠或嗜睡
 很易疲倦，失去動力和朝氣
 自覺毫無價值、充滿罪疚感
 難以集中精神和作出決定
 感到無助、絕望、自殺等念頭

        (上述其中五項徵狀持續兩週出現，很有可能患上抑鬱症)

　　情緒病近年越來越常見，是眾多疾病分類的其中一種，是可以通過藥物治癒的。倘若抱著諱
疾忌醫、家醜不外揚的心態，只會拖延了治療的過程。家長如發現子女有情緒困擾，應積極考慮
尋求老師或社工的幫助。(資料參考：聯合情緒教育中心 http://www.ucep.org.hk/cognition/depression_symptom.htm 及世界衛生組織)

日期： 2019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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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員姓名：陳秀敏姑娘 (Beverly) (逢星期一至五)
　　　　　　[第二個星期一及第四個星期一除外]

節錄「愛篇」讓大家細味當中意義：

歌林多前書13章：
1 我若能說人間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我就成為鳴的鑼、響的鈸一般。2 我若有先知講道的能力，也
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齊備的信心，使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了甚麼。3 我若將所有的財
產救濟窮人，又犧牲自己的身體讓人誇讚，卻沒有愛，仍然對我無益。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8 愛是永不止息。

若想更多「解讀自己和配偶的原生家庭」及「如何為子女建構健康的原生
家庭」，請登入「原生家庭這13張圖看懂了沒? @盈康社綜合理療中心」
https://m.xuite.net/blog/yield.life/hkblog/459612791

Pauline 羅柏齡 (2C 黃嘉淳家長)

��在成長路上，子女難免遇上高低起伏，如果各位家長觀察到子女在成長上有任何需要，歡迎
你們隨時與我們聯絡。

學校社工姓名：李文諾姑娘 (Panda)   [星期一至四]   
�������吳維謙先生 (Peter)     [星期二及四]
�������王善恒先生 (James)   [星期三及五]

家長義工及委員感謝狀 家長也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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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病
抑鬱症的徵兆與

��另外，本校亦向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聘請融合教育
輔導員，以更全面支援學生需要。

服務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45分
聯絡電話：2389 424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2337 8945 (學校社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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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家長教師會委員會名單 2018-2019 家長教師會委員會名單

　　大家好！我係2C班黃子銣既虎媽，好開心亦好多謝大家今年比機會我繼續參
與家教會，今年更有幸得到大家嘅支持還當選了家教會主席。作為扶輪校友，家長

的一份子。我好希望能幫到更多學生、家長及學校，以達到家校一心目標。
　　擔當家長既我，我會勉勵各位家長，學業成績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與子女的關係。工作再忙再累也應該多與子女溝通，那怕是天馬行空的話
題。重點只需要有交流。說教不是不可，只是作為子女的，我相信連基本的交流也沒有，
一來便說教，他們只會覺得我們麻煩，甚至覺得我們根本不了解他們。現今社會，朋輩的
影響力遠遠超過我們作為父母的影響力。所以我總覺得溝通好，他們才能聽進心裡。
　　我作為校友，各位師弟妹！長氣既說話我唔講啦！因為我都好怕人煩。我亦做過你們
的年紀。我可以講，過去當學生的我，你們的腦轉數未及當年的我一半呀！書再唔喜歡
讀，都要讀，因為出來社會打滾，基本學歷要求還是有的。嘗試去發掘自己有興趣的技
能。緊記書讀唔好，無辦法。盡力而為吧！但人品及同理心必須要有。如果在學校見到
我，不妨上前主動同我傾計，我好樂意與你們分享我社會經驗。跟我傾談過的師弟妹都會
覺得我：這個師姐真爆炸。我還是那句：條路自己揀，碰釘不要喊！共勉之！

第二十三期　2020年6月

1A 莫若愷
1B 賴洛賢
1C 黃靜渝

3A 林嘉明
3B 曾浩然
3C 石曉桐

4A 陳惠敏
4B 林穎勛
4C 梅雪盈

5A 施琪琪
5B 何淦堯
5C 余泳儀

6A 李選寶
6B 梁翠蓮
6C 趙子語
6D 姚浚銘

2A 陳家銘

日期 活動詳情

9 月 1日 中一級開學日暨家長會
9月 19 日至 9月 21 日 生涯規劃週—中一級（成長歷奇訓練營）
10月 6日 上午 9時至 10 時舉辦第二十三屆週年會員大會。
10月 6日 家長講座：和「孩」共處
11月 4日 黃大仙區「中學巡禮 2018」
11 月 21 日 家長義工（英文科活動）
11月 28、29 日 校長與初中家長茶聚、校長與高中家長茶聚
12月 7日 家長出席陸運會閉幕禮。
12月 7日 家長擔任陸運會啦啦隊評判。
12月 15 日 家長義工（聯合報佳音帶隊協助）
1月 家長教師會會訊
1月 10 日 聯誼活動：「界水仙球活動」
1月 31 日 「家校團年迎新歲」活動
2月 15 日 家長義工（中華文化節慶活動 — 湯圓製作班）
3月 參加由教育局推出的「家長也敬師」運動。
3月 13 日 家長義工（英文科活動）
3月 23 日 親子旅行
5月 11 日 懇親會
5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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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3 日 結業禮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予獲取操行獎學生。
7月 16 日 中一新生家長會

2018/19年度籌辦 動活

 港幣 $ 港幣 $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三屆常務委員會

主　席：區熒舫女士
����(中二級家長)
副主席：許麗華女士
����(中二級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　書：陳景揚老師
　　　　馮煒汶老師
司　庫：周健有女士
����(中三級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曾秀麗女士
������(中一級家長)
　　　　　　黎智敏女士
������(中一級家長)
　　　　　　羅柏齡女士
������(中二級家長)
　　　　　　林德強老師
　　　　　　黃　蓉老師
義務核數師：張雲英女士
������(中二級家長)

主　席：莫櫻慧女士
����(中五級家長)
副主席：何文靜女士
����(中三級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　書：陳景揚老師
　　　　陳瀚龍老師
司　庫：周健有女士
����(中二級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區熒舫女士
������(中一級家長)
　　　　　　羅柏齡女士
������(中一級家長)
　　　　　　林蕙儀女士
������(中六級家長)
　　　　　　林德強老師
　　　　　　吳富生老師
義務核數師：張雲英女士
������(中一級家長) 

主席的話

懇親會

陸運會

親子旅行

家校團年迎新歲

跨科英文週活動

區熒舫女士

上年度結餘  37,963.70
收入 會費 22,850.00 
 總收入 22,850.00 

支出 會員大會飲品費用 852.10 
 郵寄結單費用 240.00 
 生涯規劃週津貼 10,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校慶同樂日（蒸餾水） 890.00
 校慶同樂日（書卷） 2,650.00
 家校團年迎新歲 269.30
 校慶同樂日（躲避盆） 1,152.00
 學生活動（迎新歲） 1,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關懷援助金 1,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轉名費 200.00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書卷） 3,920.00
 活動資助 1,620.00
 家長也敬師活動獎品 200.00
 總支出 29,993.40
  (7,143.40)
本年度結餘  30,820.30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1/9/2018-31/8/2019)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操行獎 (18/19)

影活動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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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家長教師會委員會名單 2018-2019 家長教師會委員會名單

　　大家好！我係2C班黃子銣既虎媽，好開心亦好多謝大家今年比機會我繼續參
與家教會，今年更有幸得到大家嘅支持還當選了家教會主席。作為扶輪校友，家長

的一份子。我好希望能幫到更多學生、家長及學校，以達到家校一心目標。
　　擔當家長既我，我會勉勵各位家長，學業成績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與子女的關係。工作再忙再累也應該多與子女溝通，那怕是天馬行空的話
題。重點只需要有交流。說教不是不可，只是作為子女的，我相信連基本的交流也沒有，
一來便說教，他們只會覺得我們麻煩，甚至覺得我們根本不了解他們。現今社會，朋輩的
影響力遠遠超過我們作為父母的影響力。所以我總覺得溝通好，他們才能聽進心裡。
　　我作為校友，各位師弟妹！長氣既說話我唔講啦！因為我都好怕人煩。我亦做過你們
的年紀。我可以講，過去當學生的我，你們的腦轉數未及當年的我一半呀！書再唔喜歡
讀，都要讀，因為出來社會打滾，基本學歷要求還是有的。嘗試去發掘自己有興趣的技
能。緊記書讀唔好，無辦法。盡力而為吧！但人品及同理心必須要有。如果在學校見到
我，不妨上前主動同我傾計，我好樂意與你們分享我社會經驗。跟我傾談過的師弟妹都會
覺得我：這個師姐真爆炸。我還是那句：條路自己揀，碰釘不要喊！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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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莫若愷
1B 賴洛賢
1C 黃靜渝

3A 林嘉明
3B 曾浩然
3C 石曉桐

4A 陳惠敏
4B 林穎勛
4C 梅雪盈

5A 施琪琪
5B 何淦堯
5C 余泳儀

6A 李選寶
6B 梁翠蓮
6C 趙子語
6D 姚浚銘

2A 陳家銘

日期 活動詳情

9 月 1日 中一級開學日暨家長會
9月 19 日至 9月 21 日 生涯規劃週—中一級（成長歷奇訓練營）
10月 6日 上午 9時至 10 時舉辦第二十三屆週年會員大會。
10月 6日 家長講座：和「孩」共處
11月 4日 黃大仙區「中學巡禮 2018」
11 月 21 日 家長義工（英文科活動）
11月 28、29 日 校長與初中家長茶聚、校長與高中家長茶聚
12月 7日 家長出席陸運會閉幕禮。
12月 7日 家長擔任陸運會啦啦隊評判。
12月 15 日 家長義工（聯合報佳音帶隊協助）
1月 家長教師會會訊
1月 10 日 聯誼活動：「界水仙球活動」
1月 31 日 「家校團年迎新歲」活動
2月 15 日 家長義工（中華文化節慶活動 — 湯圓製作班）
3月 參加由教育局推出的「家長也敬師」運動。
3月 13 日 家長義工（英文科活動）
3月 23 日 親子旅行
5月 11 日 懇親會
5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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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3 日 結業禮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予獲取操行獎學生。
7月 16 日 中一新生家長會

2018/19年度籌辦 動活

 港幣 $ 港幣 $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三屆常務委員會

主　席：區熒舫女士
����(中二級家長)
副主席：許麗華女士
����(中二級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　書：陳景揚老師
　　　　馮煒汶老師
司　庫：周健有女士
����(中三級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曾秀麗女士
������(中一級家長)
　　　　　　黎智敏女士
������(中一級家長)
　　　　　　羅柏齡女士
������(中二級家長)
　　　　　　林德強老師
　　　　　　黃　蓉老師
義務核數師：張雲英女士
������(中二級家長)

主　席：莫櫻慧女士
����(中五級家長)
副主席：何文靜女士
����(中三級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　書：陳景揚老師
　　　　陳瀚龍老師
司　庫：周健有女士
����(中二級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區熒舫女士
������(中一級家長)
　　　　　　羅柏齡女士
������(中一級家長)
　　　　　　林蕙儀女士
������(中六級家長)
　　　　　　林德強老師
　　　　　　吳富生老師
義務核數師：張雲英女士
������(中一級家長) 

主席的話

懇親會

陸運會

親子旅行

家校團年迎新歲

跨科英文週活動

區熒舫女士

上年度結餘  37,963.70
收入 會費 22,850.00 
 總收入 22,850.00 

支出 會員大會飲品費用 852.10 
 郵寄結單費用 240.00 
 生涯規劃週津貼 10,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校慶同樂日（蒸餾水） 890.00
 校慶同樂日（書卷） 2,650.00
 家校團年迎新歲 269.30
 校慶同樂日（躲避盆） 1,152.00
 學生活動（迎新歲） 1,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關懷援助金 1,000.00
 關懷援助金 2,000.00
 轉名費 200.00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書卷） 3,920.00
 活動資助 1,620.00
 家長也敬師活動獎品 200.00
 總支出 29,993.40
  (7,143.40)
本年度結餘  30,820.30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1/9/2018-31/8/2019)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操行獎 (18/19)

影活動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