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2014-2015年度  

           家長教師會會訊(第二期)全年總結  

  顏校長的「育兒小貼士」— 先      後  

在此謹分享自己一點有效的生活經驗…… 

 有些家長會害怕出席家長日(其實孩子也對家長日感到焦慮)，怕從老師口中知道自
己的孩子成績不夠好、行為表現未如理想……。聽到有關孩子不好的評價，爸爸媽媽
就很生氣，一回家就開始罵個不停，孩子雖然心生懊悔，但就是不知可以怎樣做好。 
 我也是一位家長，兒女小時候也不是班中的尖子，當我有時與班主任會面後，心中
也會感到不是味兒，所以我對這些家長也份外體諒同情。回首一看，分享經驗之談，
我會給予大家一些忠告。 

 每次家長日後，如收到老師的意見，無論是好是壞，是彈是讚，可先讓自己冷靜下
來，以平常心退一步想想孩子這段時間內做過的好事(或由孩子作
自我檢討)，例如做功課已較之前專心及有效率、試前有準備、平日能
安排作息時間、少看了電視、少了「打機」等等具體好事，然後再一
起查找不足(無論多優秀的學生也總有需要檢視之處)，訂定日後的
努力新方向，家長從旁加以提醒。 

 「先揚後抑」是老師們常用的方法，相信家長也可多用。有效的
教育，不是由我們跟孩子算賬算出來，由他們從心發掘出來才是貴寶
呢﹗謹此與家長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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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本年度各委員的無私奉獻! 

揚 抑
 

家長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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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劉佩貞) 
       來年 6A周逸朗 4A 周逸明 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 不經不覺已是暑假了! 各活動順利完

成， 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開學初期，新飯商服務多次出現嚴重事故，校方按情況發出警告及上報食環署，家教會積

極關注及提供協助，並聯同校方與飯商磋商解決方案，無奈最終要以解約收場。 由於問題逼在

眉睫，不宜拖延， 本會委員繼續協助校方進行飯商甄選，最後令難題迎刃而解。之後，學生午

膳服務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午膳關注小組家長義工的定期監察和向學生收集用家意見，適時

向新飯商反映留意。 

 敬師活動， 今年取消了敬師早會， 改為在不同時間製作及送上小小心意給老師，是想告訴

學生， 敬師不是一年一次的。 這事確實花了家長不少時間、心思， 相信學生也可從中感受到”

家長也敬師”這心意。 

 今年， 應學校要求取消謝師茶會， 改為畢業禮後的師生短聚。 原先若有所失， 幸有熱心

家長通宵達旦為學生及老師準備貼心的畢業禮物。 真要說一聲”欣賞”! 

 學期尾， 新增了家教會會員意見問卷調查， 感謝大家踴躍提出意見， 我們會從中學習、 

跟進， 一步一步改善，未能完善的地方， 希望家長們能多體諒。 家教會有賴家長、委員及老師

的支持， 同心協力， 才可進步。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 

 一點一滴， 我對學校的歸屬感增加了， 同樣感到自己與孩子一同成長，希望你也有同感! 

在此謹代表家教會祝願各家長喜樂平安! 

# 家教會全年舉辦及參與活動已表列於本通訊 P.3 

及會務報告 

財務報告 司數 Angela(羅浩敏) 來年 4C 何雅悠 家長 

# 另紙詳列，敬請自行參閱同附之油印版本 



月/年 會 務 / 會 議 / 事 項 / 活 動  受 惠 / 參 與 對 象 

8/14 -召開會員大會暨第九屆家教會委員及家長校董就職典禮 

-小一校服開倉 

全體家長 

小一新生 

9/14 -家教會委員第一次常務會議 

-跟進飯商丹尼公司問題午膳 

-委員及家長校董 

-委員 

10/14 -協辦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之【中學巡禮】參觀本區中   
  學三天 

-代訂【明報升中攻略】 

-組織家長義工協助由校方舉辦之【開心水果日】 

-與飯商丹尼公司會晤，並配合校方甄選新飯商，安排試飯 
  及參觀廠房 

-家長日【校服開倉】 

-招募各工作小組家長組員 

-本校六年級家長及畢業生一一一            

 
-本校六年級家長及畢業生 

-全校學生 

-全校訂午膳之學生及教職員一一 

 
-全校學生 

-全校家長 

11/14 -家教會委員第二次常務會議 

-發信邀請各嘉賓會員續會及新入會 

-出席及參加協辦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之【家長及教師嘉 
  許禮】 

-校車關注小組﹕考察車程實況 

-跟進更換新飯商流程 

-委員及家長校董 

-曾任本會委員之離校家長 

-得獎家長義工及上屆委員及   
  教師 

-乘搭校車學生、小組家長義工 

-全校訂午膳之學生及教職員 

12/14 -敬師活動: 韓式泡菜 DIY 表敬意、麻糬波波賀聖誕 

-為【家長資源中心】添置物品 

-環境衛生小組巡查全校衛生及安全情況 

-探訪景嶺書院家教會 

-教職員、家長義工 20 名 

-家長義工及學生使用 

-全校師生、小組家長義工 

-委員 

1/15 -協辦將循陸運會高年級【親子接力賽】 

-午膳關注小組﹕定期試飯、並向學生進行口頭問卷調查 

-高年級親子 

-全校訂飯學生 

2/15 -敬師活動: 年花製作及送贈 

-景嶺書院家教會團拜 

-全校師生、家長義工 20 名 

-委員 

3/15 -【親子樂悠遊】大旅行 

-親子賣旗活動 

-家教會委員第三次常務會議 

-校車關注小組:﹕家長問卷調查 

-本校家長及學生 360 名 

-本校親子 100 隊 

-委員及家長校董 

-乘搭校車學生之家長 

4/15 -預祝【兒童節派水果】 

-家長日【校服開倉】 

-午膳關注小組﹕定期試飯、並向學生進行口頭問卷調查 

-全校學生及教職員 

-全校學生 

-全校訂飯學生 

5/15 -出版第一期通訊(電子版) 

-啟動下屆家教會委員及家長校董選舉流程﹕宣傳短片、 
  家長通告、發信向家長義工致謝及鼓勵參選 

-家教會委員第四次常務會議 

-午膳關注小組﹕定期試飯、並向學生進行口頭問卷調查 

-全校師生及家長 

-全校家長全校教職員、校車及外
判工人 

-委員及家長校董 

-全校訂飯學生 

6/15 -家長講座: 陳嘉露醫生主講【如何幫助孩子面對逆境 】 

-家教會委員第五次常務會議 

-敬師活動: 謝師卡及畢業紀念品送贈 

-校服關注小組﹕與校服商豐昌順開會反映意見 

-全校家長、教友、將幼家長 

-委員及家長校董 

-全校教職員、校車及外判工人 

-全校學生、小組家長義工 

7/15 -升學及畢業事宜小組: 畢業紀念活動、拍照活動 

-接待台灣小學訪港團 

-本屆家教會會員意見問卷調查 

-第二期通訊(紙版) 

-畢業生、小組家長義工 10 人 

-委員親子 4 隊 

-全校家長 

-全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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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校董工作報告 
(趙必達先生)來年 4E 趙卓謙家長(撰寫)、(丁慧賢女士)6B李心樂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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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學校總共舉行四次校董會議，內容圍繞校務報告、

校友會發展報告、周年發展計劃、教師專業發展報告、核數師

財務報告及下年度財政預算等。  

※ 而家長校董作為標書批核小組其中一位成員，舉行了三次會議

處理有關追認通過以下事宜之標書申請﹕ 

售賣午膳項目 

售賣校服服務 

售賣課本服務 

校車服務 

加裝禮堂冷氣系統 

成長的天空 

管弦樂班及管弦樂團 

全方位輔導服務  

※ 以家長校董身份出席學校活動﹕ 

陸運會 

第一屆學生會就職儀式 

第六屆畢業典禮 

校董會與教職員期終聚餐  

※ 在家長校董角色上有關持續進修方面，出席由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舉辦校本校董培訓 

 

如果仍有任何問題想了解清楚，歡迎與我們家長校董聯絡 



2014-15年度 

家教會 

會員意見回饋問卷 

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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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家教會會員意見回饋】問卷調查 



其他意見補充 (版面編排關係，另紙列出及回應) 

 

日後會員如有查詢及意見，可直接與委員聯繫，或電郵到本會 pta@tkomps.edu.hk 

信件必須寫上聯絡人資料(稱呼、聯絡電話、事項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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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15-16年度第十屆委員會 

教 師 委 員 

 家 長 委 員 

顧 問 

列席﹕家長校董 

     Agnes     Sara   Angela   Christy      Ada     Florence   Erica    Kitty      Rayman  

 劉老師  張老師  植老師   徐副校   柯老師 
顏校長 

   Apple            Alex   

李少萍女士   陳榮達先生 

 4B 陳思朗媽       5D 陳杰昇爸 

職位 姓名/稱呼 子女未年

度資料 

級代表 小組組長/分工 

顧問 顏偉亮校長       

主席 Ada劉佩貞女士 4A周逸明 

6A周逸朗 

P4、P6   

副主席 Florence丁慧賢女士 6B李心樂 P6 升中及畢業、敬師、VIP會員聯繫 

植寶群老師     午膳、校車、選舉 

秘書 Rayman吳國慶先生 2E吳卓珈 

5E吳筠婷 

P2、P5 親子賣旗、環境、校服 

張慕儀老師     講座、敬師、升中及畢業 

司數 Angela羅浩敏女士 4C何雅悠 P4 午膳、興趣班 

司庫 徐婉碧副校長       

聯絡 

兼總務 

Kitty賴啟華女士 5D岑欣曈 P1 升中及畢業事宜、敬師 

Agnes權美廷女士 3E許穎 P3 興趣班、講座、親子活動 

聯絡 劉寶珊老師     會訊、親子活動、興趣班、 

家長義工、家長資源中心 

康樂 Erica葉慧雯女士 3B簡焯瑜 P1、P3 親子賣旗、親子旅行 

Christy歐陽婉儀女士 5E何綽嵐 P5 家長義工、親子旅行 

Sara冼玉意女士 2D趙國堯 P2 校車、親子旅行 

柯詠璇老師     親子旅行、環境、校服、親子賣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