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2015-2016年度  

            家長教師會會訊(第二期)全年總結  

  顏校長的話﹕   

        主內平安！轉眼間暑假便踏入尾聲了，不知道

大家在暑假裡進行了什麼活動？ 

外出旅遊？逛書展？做運動？相信每一個家庭總會

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去享受天倫之樂，就好

像我們每一個學生也會有自己的學習模式一樣，因

為天父造我們每一個也是獨特的。 

 

 為了回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及風格，早在十多年前，外國的教

育界已開始發展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適異性教

學策略」，近來香港不少的學校也開始加入把此元素融入教與學的

發展上。  

 

 所謂「適異性教學策略」是指老師在同一課堂中能以不同的技

巧、工具及活動去讓不同能力、需要及學習風格的學生，同時學到所

需的東西，這概念與我們萬世師表孔子所提出的「因材施教」之教育

理念不謀而合。表面來說，這看似很淺易的道理，但實際上一班二十

多個獨特的孩子走在一起學習時，要每一個也得到最適切的照顧，對

老師而言的確是一大挑戰。 

 

 幸蒙天父帶領，這兩年我們透過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所提供的專業

培訓及支援，裝備了我們整個教師團隊對「適異性教學策略」之認

識，本年度教育心理學家更親自與我們的中、英、數科主任及科任老

師進行個別的備課、觀課及課後檢討會議，透過這些寶貴的交流及實

踐，老師們在設計教學內容及活動時，更能回應班中不同學生的

學習需要，從而落實在課堂更有效進行拔尖補底的工作，令整體的

教與學有所提升。 

 

 踏入 1617年，學校將由 30班擴展至 31班，這除了肯定了我們

過去 12年的工作外，更意味著天父把更多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託付

在我們手中，盼望藉著我們來年繼續拓展適異性教學策略的工作及

上課時間表的革新，令每個獨特的將循人也能 

在這裡學得更好、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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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校長的話 

P.2 向本屆家教會委員及     

       家長校董致意 

P.3 主席的話 

P.4 會務報告 

P.5 家長校董報告 

P.6-P.7 全年活動留影 

P.8 新一屆委員及家長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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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委 員 

 家 長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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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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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本年度各委員、各家長校董的無私奉獻! 感謝本年度各委員、各家長校董的無私奉獻! 

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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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務報告 

財務報告 司數 Angela(羅浩敏) 來年 5C何雅悠 家長 

               ** 詳情留意本屆會員大會報告 

Ada(劉佩貞)來年 5A 周逸明 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已是暑假了!  所有的家教會活動終於順

利 

完成,可以鬆一口氣了!  

 今年的家教會除了以往慣常有的校服開倉, 旅行及謝

師茶會等，今年新增了電影晚會，是一套很好的電影, 大

家反應不錯。而家教會水果日就從兒童節改在年終考試後

舉行，希望可提供更多種類的水果給學生享用。 

 今年，我們嘗試結合興趣班和敬師活動，由家長親手

製作小小心意送給老師, 有美味的青瓜泡菜及別緻的串珠

吊飾，這製作確實花了家長不少心思和時間，目的只有一

個，讓學生感受“家長也敬師”這心意。 

 今學年,家教會網頁新增了【活動推介】一頁, 希望藉此向大家推介一些適合一家大小的親子

活動，我們會不定期更新網頁，希望為大家帶來更多的活動資訊以作參考。 

 第十一屆家教會委員及家長校董選舉，這是最踴躍的一屆，多謝大家積極參選及投票支持。 

 學期尾的會員意見問卷調查，感謝大家踴躍回應，回覆人數百分比有 96%，家長對本年度活

動的滿意程度﹕(5 分代表很滿意) 3-5 分有 97%.  實在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當然我們仍有不足

之處，希望大家能多指點多體諒，我們會從中學習, 跟進，一步一步改善。 

 家教會有賴各位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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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也一樣，與孩子一同成長! 

 

在此謹代表家教會祝願各畢業班同學前程似錦, 家長喜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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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 -召開會員大會暨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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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家教會委員第二次常務會議(第一次於 7/2015 舉行) 

-發通告招募家長義工 

-委員及家長校董 

-全校家長 

10/15 -協辦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之【中學巡禮】三天活動日，參觀本 
   區中學 

-代訂【明報升中攻略】 

-組織家長義工協助由校方舉辦之【水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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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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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 

-全校學生 

-全校訂飯學生 

11/15 -家教會委員第三次常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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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脊行動】磅書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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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 

12/15 -親子興趣班: 串珠班 

-環境衛生小組巡查全校衛生及安全情況 

-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 

-邀請嘉賓會員回校分享【中學選校心得】 

-教職員、家長義工 

-全校師生、小組家長義工 

-委員及家長義工 

-小六家長 

1/16 -VIP 會員與現任委員聚會 

-家長興趣班﹕泡芙製作班、新春掛飾製作班 

-家教會委員第四次常務會議 

-VIP 會員、委員 

-家長 

-委員及家長校董 

2/16 -協辦將循陸運會高年級【親子接力賽】 

-出版第一期通訊(電子版) 

-參賽學生及家長 

-全校家庭 

3/16 -校車關注小組:﹕家長問卷調查 

-家教會委員第五次常務會議 

-午膳關注小組﹕定期試飯、並向學生進行口頭問卷調查 

-乘搭校車學生之家長 

-委員及家長校董 

-全校訂飯學生 

4/16 -【親子樂悠遊】大旅行 

-家長日【校服開倉】 

-家教會委員第六次常務會議 

-新飯商招標試飯及參觀廠房 

-全校家庭約 360 人 

-全校學生 

-委員及家長校董 

-委員、家長義工 

5/16 -親子賣旗活動 

-啟動下屆家教會委員及家長校董選舉流程﹕早會及家長通告宣傳 

-家長興趣班﹕韓式青瓜泡菜班 

-家長講座: 羅乃萱女士主講【給孩子一張快樂的藍圖】 

-全校親子 

-全校家長 

-家長 

-全校家長、教友、將幼家長 

6/16 -【五個小孩】親子電影晚會 

-家教會委員第七次常務會議 

-敬師周會 

-校服關注小組﹕與校服商豐昌順開會反映意見 

-新一屆委員及家長校董投票 

-家教會水果日 

-全校家長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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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家長及教師會員 

-全校學生 

7/16 -升學及畢業事宜小組: 謝師茶會 

-本屆家教會會員意見問卷調查 

-第二期通訊派發(紙版) 

-畢業生、小組家長義工 

-全校家長 

-全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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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校董工作報告 

(陳榮達先生)來年 6D 陳杰昇 1D 陳晧佳家長     (李少萍女士)來年 5B 陳思朗家長 

P.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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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舉行了二次會議處理有關以下事宜之標書申請： 

學生午膳供應項目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課室及洗手間清潔服務 

校車服務 

校內更新及維修 

校內無線綱絡服務及技術支援 

加裝禮堂前獎杯櫃 

更換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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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表學校出席： 

教育局校董硏討會 (學校自評數據與學校發展) 

陸運會 

第二屆學生會就職儀式 

第七屆畢業典禮 

校董會興教職員期終聚餐 

由教育部統籌的常識科及體育科觀課 

列席家長教師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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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和完成校董基礎培訓課程。 

 

如果仍有任何問題想了解清楚，歡迎與家長校董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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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16-17年度第十一屆委員會 

職位 姓名/稱呼 
子女來年

度資料 
小組組長/分工 

顧問 顏偉亮校長     

主席 Christy 歐陽婉儀女士 6E 何綽嵐 會務、選舉 

副主席 
Ada 劉佩貞女士 5A 周逸明 家長義工、升中及畢業、VIP 會員聯繫 

植寶群老師   午膳、校服、選舉 

秘書 
Amy 歐秀慧女士 3D 鄺曉霖 興趣班、環境衛生 

朱麗賢老師  校車 

司數 Angela 羅浩敏女士 5C 何雅悠 午膳 

司庫 徐婉碧副校長   賣旗、家長義工 

聯絡 
兼總務 

Kitty 賴啟華女士 
1B 岑欣澍 

6D 岑欣曈 
會訊、升中及畢業事宜 

Rayman 吳國慶先生 
3E 吳卓珈 

6E 吳筠婷 
賣旗、校服、家長講座 

聯絡 甘立德老師   升中、敬師 

康樂 

Erica 葉慧雯女士 4B 簡焯瑜 敬師活動、親子旅行 

Agnes 權美廷女士 4E 許穎 親子旅行、興趣班 

Sara 冼玉意女士 3D 趙國堯 校車、親子旅行 

王震冲老師   環境、親子旅行 

           家長校董 

 

 

 

 

Apple 李少萍女士(5B 陳思朗家長) 

Rayman 吳國慶先生(3E 吳卓珈 6E 吳筠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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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偉亮校長 朱麗賢老師、植寶群老師、徐婉碧副校長、甘立德主任、王震冲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