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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主席 : 蕭曾美芳女士

校長的話

家校協作 ~ 創造理想的學習環境
不經不覺，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已快一年了，期間參與很多大少不同的家校
活動，有升學講座、家長早餐聚會、聖誕聯歡、感恩節、樂施會義賣、慈家聯校
活動及學校的恆常會議，令我體會到歷屆主席都是不辭勞苦的為本會辦事，所以
在這裡對他們衷心致謝。
在本會任常務委員這五年間，看著小兒由不懂事的小學生，經過不同的多元
化校園生活，學習各種知識、技巧、信念及與人溝通相處的方法。現在他的思想
和做事都比以前深思熟慮，更可獨立去處理各式各樣的事情，我相信是經過在校
老師的循循善誘而成。
其實，家長如能多參與學校活動，對了解子女在校學習情況是有很大幫助。
除有機會與其他家長交流心得之外，還可清楚老師的教學方法，透過這些對於我
們掌握教育子女也有莫大好處。讓子女健康成長，是家長們不可推卸的責任，讓
我們與學校一起努力為孩子創造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

家校協作 ~ 從「心」出發

本學年很快便會結束，回顧這一年，家長教師會的委員一如以往，仍然十分
積極參與學校不同的活動，除了水運會、陸運會、學校推廣、新春攤位、感恩節
外，更組織家長義工隊，為口述閱讀報告活動及服務學習活動擔任義工，充份發
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在眾多家長參與的活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月份的感
杜玉燕校長
恩節聚餐，家長們藉美食及禮物表達對老師們的感謝，令我深受感動的是一位沒
有署名的家長給我們老師的一段感言：「各位師長及工友：萬分感激你們無私的奉獻，小兒對我們說：『在這
裡讀書，很有家的感覺。』在此，藉著這份小小的禮物，表達無限的謝意！祝各位身體健康！」。這段感言，
我也有透過電郵與老師們分享。在華人教育傳統下，學校與家庭有著明確的分工，曾經彼此是兩個互不相干的
領域。雖然近年，教育改革強調家校的合作關係，但有些時候仍會因為大家的管教理念不同，導致彼此互不信
任，甚至發生衝突。看完這位家長的感言，我深受感動，也感謝這位家長對學校、對老師的支持與信任。事實
上，在過去兩年的家教會活動及家長早餐聚會中，我深深感受到家長對學校、對老師的那份情，就因為這份
情，令大家更容易合作，更容易溝通，這樣學校與家庭才能充分配合，一起灌溉青年人的心。
為配合政府推行「校本管理」的政策，所有資助學校均須設立法團校董會，以管理學校。法團校董會的組
成，也包括家長校董，讓家長參與校政決策的工作。而教育服務的對象正是學生，故最能夠了解學生的需要及
提出問題和建議的，也正是學生的家長，故此，家長的意見確實應該受到重視和尊重。所以，邀請家長參與校
政，正是完善校政決策的重要關鍵。理想的家長參與便是從「心」出發，用「心」來參與學校的決策、來管理
學校，這才是「校本管理」共同負責、共同承擔的真義。其實早在十年前，本校已有邀請家長代表出席校內的
行政會議，而在校董會中也有引入家長校董，每年透過家教會委員的互選，選出一位家長委員擔任家長校董，
與其他校董一起管理學校。隨著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本校法團校董會的成立，意味著家長有更多參與校政決策的
機會。於五月初，我們透過邀請全校家長投票，選出了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一同肩負起協助管理學校運
作及發展的角色，與其他校董一起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共同實踐慈幼會的教育理念、願景和使命，並堅守天
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即真理、公義、愛、生命及家庭，藉此提升學校的教學效能，讓每一個學生從中得益。
暑假即將來臨，更是一個發揮家校協作的機會。藉家長的提醒及勸導，鼓勵子弟善用暑假多閱讀，多參加
有益身心的活動，避免沉溺網上遊戲。同時，也特別懇請各位高中的家長，督促及鼓勵子弟依時回校進行補課
活動，不要白費老師們的精神和心血。
最後，再一次感謝本年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對學校及學生們的付出及貢獻。祝願在上主的祝福及庇護
下，各位家長及家人，都能夠身心康泰，生活愉快！

退休老師專欄

蟬鳴荔熟退役時

     黎國榮副校長

時光荏苒，我在慈幼英文學校，從事教育工作到今年整整卅六年，是要退下火線的時候了。
長江後浪推前浪，社會才有進步和變革。1978年六月，我在中大崇基學院中文系畢業，九月我受
聘為慈幼老師，任教初中中文和中史科，那時我亦在香港大學攻讀教育夜間課程。那時從事教育
工作時我們十分專心，課後隨時與學生切磋球技，無論足球、籃球、乒乓球等均可，可謂不亦樂
乎！八十年代時，神長老師組成足球隊，到香港、九龍及新界，與其他中學老師作賽，戰績所向
披靡；九十年代初，教師足球隊更參加香港天主教堂區舉辦的足球比賽，更取得冠軍和亞軍，一
時成為佳話。
自從上訴失敗事件後，學校開始面對課程改革、提升學生質素；同時亦是電腦時代的開始。
老師亦要與時並進，不但擴充自己的電腦技術，更要按時進修或攻讀高階課程，裝備自己，適應
時代的需要。
香港教育改革似乎步伐太快又急，有時令老師、家長和學生無所適從。香港政府以商界模式
施用於教育上，要求學校出示好品、好質和好量。於是學校的會議接二連三出現、學生的補課天
天不絕、撰寫的報告排山倒海，足以等身，此舉其實有損教職員的家庭生活！
慈幼學校的宗教氣氛頗佳，有神父、公教老師、牧民助理、宗教課程、公教同學和多個善
會，老師和同學每天均有機會接觸宗教，這是何等的福份，我們更加要珍惜和加以善用，把聖若
望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發揚光大，無遠弗屆。
我們的教師團隊年青有為，在歷任校監、校長、副校長、主任及家長教師會幹事的努力下，
全力開創一個美好的前景。就算來年收生情況因出生率下降而不太樂觀，但學校已有方法去面
對，共度時艱。我們的舊同學亦是我校的良好伙伴，他們很有心，出錢出力，務求我們慈幼仔日
後能出人頭地，回饋社會及母校。
本人在離別前特向校監、校長、各位神長、老師、家長和同學說再見，願天主不斷祝福您
們，賜與您們豐富恩寵。主佑！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1981年與部份同事在406 教員室合照

1989年7月歡送何國漳神父校長
遠赴加拿大履新前西貢遊河

1987年感恩節晚會神長老師合唱表演

黎sir 球場英姿

與舊生馬國明合照

1985年黎sir ( 上白衣 )力壓學生隊
勇奪 4X100 師生接力賽冠軍

司 庫  

明心椿先生

新委員心聲

您們好！我是家長教師會新任司庫明心椿。小兒明彥滔 (1B) 是本年度的中一
新生。自加入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後，確有許多地方需要學習並適應。過去半
年，我積極參與各類活動，為家校合作略盡綿力，提供所需的人力資源，延續參選
時的家校合作精神。本人在此衷心感激各位的寶貴支持。
推廣聯絡   楊麗芳女士
各位好，我是楊麗芳，中二學生家長，今年有幸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負責推
廣及聯絡的職務。
由中一的陌生，到中二對學校有點熟悉。透過為家教會服務，對學校更增加了
解。記得自己還在讀書年代，慈幼中學絕對是高質素好學校，但無論多趨之若鶩，
都一定沒有我份兒的，因為我是個女生！
透過參與家教會之會務，見到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和家長委員，每位都盡
心盡力為學校、學生和家長作出種種的努力，籌辦不同的活動、講座，務求令學生
有更好的栽培，家長能自我增值。
衷心祝願我校、學生和家長三方面都互相配合，培育學生向更美好的前途邁進！

活 動 報 告
親子燒烤晚會
副主席 黃張玉玲女士

本年度的親子燒烤晚會，在第一階
段期考後的周六 (7/12) 舉行了。
除了燒烤外，當晚並有精彩遊戲及
大抽獎，希望有出席的家庭都感到盡
興而回。當晚部份獎品由家教會委員 :
Mr. Tony Ming, Mrs. Florence Wong,
Mrs. Yvonne Siu 捐贈。

               樂 施 會 義 賣	                          副主席

黃張玉玲女士

2月12日至14日一連三日的樂施會「美食義賣」經已圓滿結束。非常感謝各義工家長的到場協助
及烹調食物，亦十分多謝各位同學光臨，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今年的「樂施滅貧利是」的籌款活動，本校師生的捐款總數是港幣$11,611.70元，成績理想。所
得的款項會支持樂施會在世界各地區推行扶貧發展項目及緊急救援工作。

			

龍情午間派對「茶藝坊」	              副主席

黃張玉玲女士

一年一度的龍情午間派對「茶藝坊」已於10月30-31日舉行。是次活動感謝副主席黃太，找到昆
明市一間茶葉廠贊助所有茶葉及一位物理治療師贊助紙杯，讓該活動得以在零成本下順利完成。

    感恩節聯歡聚餐     司庫

明心椿先生

一月二十八日午間舉行的感恩節聚餐，參加者有：林
校監、杜校長、葉神父，老師們，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
等，整個聚餐在和諧歡樂的氣氛中渡過。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家長們悉心自製的小禮物，有謂物輕情意重，這見證著
家校雙方打成一片，而且可以互相尊重並合作，本人對此
感恩無限。

        中一口述閱讀報告                             秘書

施子仁先生

「中一口述閱讀報告」讓初升上中一的同學們以口述的方式介紹書本，分享喜愛的書籍。同學們
都悉心準備，分別以中英文表達和匯報。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充當評審，讓同學們從中學習，獲益不
少。盼望同學們從閱讀中學習，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卓越成績獎勵計劃                         秘書

施子仁先生

為了獎勵於每段期考中，每一級別、每一科目成績最好的同學，家教會特設「卓越成績獎勵
計劃」。各獲獎同學均獲頒發五十元書券乙張，以示鼓勵。

中二級服務學習計劃                        副主席

黃張玉玲女士

不經不覺，我參與「中二級服務學習計劃」已經五年了。由於最初是納入「生活教育課堂」的關
係，因此同學必須參加。現在這活動已改為課後時間舉行，同學自由報名參加。在每一期完結後，我
和老師、社工都會商討來年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多年來，我們辦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如：探訪老人家、探訪智障人士、家居清潔、社區中心
活動，亦有邀請「老友記」來學校參與活動。
我亦見証過有同學臨陣退縮，然而，絕大部份的同學都可以發揮到他們的「小宇宙」，臨場表現非常
投入、主動、合作。
本學年的最後一次服務於5月17日下午舉行，地點在灣仔。期望以後的日子，家長們多加鼓勵同
學參與這項服務，亦希望家長們能抽空在服務日到來協助老師和同學。

親子旅行日

                           副主席 黃張玉玲女士

4月27日在天公造美之下，2013-14年度之家教會親子旅行日，經已順利完成。是次旅行之目的地
為：科學園的高錕紀念館、上水的富琴有機農場及上水河上鄉的頭抽工場。午餐於沙田龍華酒店享用
豐富的乳鴿宴。本會並安排豐富獎品作抽獎。在此特別多謝杜校長、黎副校長及各位老師抽空出席。
並感謝各參與是次活動的家庭，期望來年再會。

聯校家教會培育聚會
副主席

黃張玉玲女士

本會主席蕭太、副主
席黃太及司庫明先生於
3月22日（星期六）下午
出席「慈幼會屬校家教會
聯會」主辦之『2014年
度聯校家教會培育聚會』
，活動地點為香港鄧鏡波
書院。會後三位並獲大會
頒發感謝狀。

              「動感校園全接觸」                               秘書

施子仁先生

一年一度的「動感校園全接觸」推廣日已於11月30日圓滿結束。當日，百多名小六學生及家
長蒞臨參觀本校的設施及各學術小組的運作，並參與體驗了「水火箭」實驗、數學、英語及電腦
等趣味性活動。這次推廣日動員了數十位老師、同學及家長義工協力籌辦，並開放了各特別室供
來賓參觀，讓來賓更深入認識慈幼的教育精神，以及慈幼師生們親切的一面。

     家 長 校 董 選 舉	                                 秘書

施子仁先生

因應學校法團校董會的成立，本年度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已於5月3日由家長投票選出。家長
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分別由黃張玉玲女士及蕭曾美芳女士出任，任期至31/8/2015。家長校董及替代
家長校董將代表家長持分者加入法團校董會，參與學校決策的工作。

       全年家校合作活動時間表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週年會員大會

2013年9月21日

龍情午間派對
中二服務學習計劃

2013年10月30日及31日
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

「動感校園全接觸」
學校推廣日

2013年11月30日

中一口述閱讀報告
聖誕聯歡午餐

2013年12月
2013年12月20日

親子燒烤晚會
感恩節聯歡聚餐
樂施會義賣
特別會員大會

2013年12月7日
2014年1月28日
2014年2月12至14日
2014年2月22日

聯校家教會培育聚會
親子旅行日
家長校董選舉
頌親恩晚會
會 訊

2014年3月22日
2014年4月27日
2014年5月3日
2014年5月30日
2014年7月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
顧 問：校監林仲偉神父、校長杜玉燕女士
主 席：曾美芳女士
副主席：張玉玲女士、副校長黎國榮老師
司 庫：明心椿先生、鮑秀萍老師
秘 書：施子仁先生、李良銘老師
推廣聯絡：楊麗芳女士、黃鸝兒老師
文   康：謝佩珊女士、蘇煒和先生、陳偉良老師
執行委員：奚家麟老師、黃永佳老師

＊ 以上內容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