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
      要培養年輕一代健康成長，學校與家庭的協作和配合是必要的，缺一不可。

　　有人將家校合作比喻為一雙筷子，缺少其一，就夾不到餸菜，不能發揮功用。是的，不過我認為家庭與學
校在培育下一代成長的時候，擔當著既不相同，又互相補足的角色。家庭在孩子嬰幼兒時期的培育、直至少年
時期的教養、愛護、以至習慣與品格的建立，都起了關鍵的作用。學校則在知識的傳授、群體關係的建立、體
藝與領袖才能的培訓及價值觀念的教化，從孩子幼年至青年時期，都承擔起重要的責任。我會把家校合作的關
係比擬為一對刀叉，各有不同的功能，但只有在互相協調、配合的時候，才能夠充分發揮效果。

　　承接神的召命，我在2016年9月1日正式加入宣道中學這個大家庭。其實在2016年5月20日至7月14日，
我已不下二十次踏足宣道中學，個別面見了五十多位老師，藉此了解老師們對學校的觀感和期望。家長教師會
的委員也主動約見我，於6月8日下午在學校會面，彼此認識，也向我表達了他們對學校的看法和訴求。感謝神
，讓我能夠在正式就任之前，就有機會與老師和家長坦誠溝通，彼此了解、建立互信。

　　自2016年8月10日在宣道中學的校長室開始工作之後，參與8月23日的「中一新生日」、9月23日的「親
子追月盆菜宴」、11月4日的家長晚會、12月3日的「家長小組：輕輕鬆鬆與吳校長共聚」及「親子燒烤樂」
活動、2017年3月5日的「親子旅行：香港地質公園、荔枝窩、吉澳、船遊鴨洲之旅」和每一次的家長教師會
會議，都讓我感受到家長對學生的關心、家長教師會委員服務的熱誠，也感受到與家長、學生和老師共聚一堂
的喜樂。我相信在宣道中學這裏，家長和學校必定能夠有良好的溝通和合作，一起培養我們的下一代健康成長。

　　以往擔任副校長的時候，我也曾負責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參與家長教師會，和一群熱心的家長委員同行多
年，彼此的關係已經超過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感情，成了一輩子的好朋友。我相信曾經擔任家長委員的家長，對
此必有同感。

　　曾有一位家長對我說，他相信他愈多參與學校的活動，對子女的成長愈有助益。我十分認同他的見解。我
期盼家長們更踴躍參與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也期望日後有更多家長投入參與，成為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或義
工。

　　祝願各位身心健康，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上主的恩典和祝福常與你們同在！
                                                                                                                                 吳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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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的話

    大家好！躬逢其會承蒙錯愛！僥倖連任本屆的家長教師會主席一職，俾能續為宣道中學服

務，除衷心感謝亦與有榮然！

    家長教師會的宗旨是加強家長與教師、家長與家長間的合作，讓學生積極愉快地學習與成

長。亦成為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平台，討論家校共同關心的事宜，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本年度我們舉辦了不少多元化的活動，當中包括親子活動如：中秋團圓盤菜宴、聖誕燒烤

樂及荔枝窩吉澳鴨洲生態遊，家長講座、家長小組和家長興趣班等。另一方面，本校的家長

義工團亦協助學校舉行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福音周和學生會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攤位、義工

兵團的長者學堂入厨樂、中二級生命教育科外出學習帶隊工作等。其間見到家長與子女之間

的互動，彼此在活動中均獲得樂趣，這些情景使我難以忘懷，深為感動亦復滿足。而我從舉

辦活動的過程中，亦學懂了許多管理、籌備、溝通、人際關係等知識，實在是獲益良多。

    自成為家教會的一份子開始，我與老師見面的機會便增多了不少，這促使我更明瞭老師的

辛勞之處。尤其是家教會的教師委員，他們除了要應付日常的校務工作之外，更要犧牲課餘

的休息時間為家教會服務。我在此十分感謝教師委員們對本會的無私奉獻。另外，我更要感

謝吳校長及學校各職員給予本會各方面的配合及支持，使本會能夠順利進行及完成各項活動。

    今年有一件難過的事，本屆的家長委員(文書)黃燕蘭女士(May)於本年四月因病回到天家。

黃女士一向熱心服務，已為家教會服務了好幾個年頭，她並時常主動向本會及校方提出適切

的意見。願May能在主的懷裏安息，也願她的家人能得著主的安慰。我們會永遠懷念您！

    最後，我希望有更多的家長能抽空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一起分享教子心得，一起向校方

提出改善的意見。讓我們的孩子在更美好的環境中學習，獲得優質的教育。希望大家能繼續

支持本會，踴躍參與我們舉辦的活動。謝謝！

謹祝 家庭幸福，身心康泰！

馮麗明主席

馮麗明



老師分享老師分享

陳麗珊副校長當家長義工促進親子關係？

每位家長都疼愛孩子，很想陪伴他/她一起成長，渡過每個學習片段。孩子上了中學後，家長
突然發現孩子不想你接送上學、不想告知你學校的情況、甚至不想讓你知道好友的名字，父母覺
得與孩子與自己的距離愈來愈遠。父母明白孩子會有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的朋友網絡和個人的
興趣，學習獨立；但心裡又擔心孩子走錯路、憂心孩子不曉向家長求助；想讓孩子學習解決問題
，但又怕他/她捱不過，心情就是充滿矛盾。怎樣才能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

家長們，可有想過當家長義工，進入校園尋找答案？

當學校的義工，家長可以進入校園接觸和認識到不同年紀的年青人，讓家長更掌握青年人不
同階段的成長歷程，從而學習如何跟進入青春期的兒子/女兒溝通。透過觀察別人的孩子來認識自
己孩子未來的成長經歷，讓父母知所準備。

家長義工可以做什麼？家長們可協助老師帶隊，在課外活動中幫忙管理秩序及照顧學生安全
。家長可參與學校大型活動，在公益金便服日製作小食義賣、在福音周製作遊戲攤位獎品、協助
舊書買賣、整理家長捐贈的校服等。透過參與，不單可減輕老師的工作，為校園增添歡樂氣氛，
更可與同學們一起享受活動的樂趣。校園不是一個只為同學存在的空間，家長的參與讓老師們感
受到攜手合作教養孩子的夥伴關係，同行上路，擔子也可以輕一點。對家長來說，與孩子的話題
也可以擴闊一點。「做左功課未？溫左書未？幾時有默書、測驗？」孩子對這些提問已有標準答
案，甚或是已掌握如何回答可令家長不再追問。事實上，校園生活不只是學科的學習，周會早會
的分享、班際社際比賽、還有各科部推行各項滲透價值教育的活動，琳琳種種，孩子真的未必可
以全部跟家長複述，家長走入校園可以增加親子話題。「你有無投票選特首？今天走火警哪一班
最慢？英語周得到多少個印花？」這些話題會否促進你與孩子的關係？

當家長義工的另一收獲就是找到同路人：一群宣中家長。同路的意思是大家的子女都是面對
同一群老師、同一個校園、同一個學校機制及同一個教育制度。透過親身參與和體會，家長可提
出具體的意見改善校園和幫助學校的發展。同路人的另一向度就是互相扶持。教養子女不是易事
，定會經歷灰心、無助、不知所措的時候，多幾位同路人分享一下，縱然未找到即時解決方法，
也可以彼此鼓勵走下去。

當家長義工就是進入校園，不單單幫助學校，更是幫助自己成長 – 透過觀察其他青年人，家
長學習與子女溝通；透過認識同路的家長，彼此扶持；透過參與孩子校園生活，增加溝通話題，
促進親子關係，不是一舉多得嗎？期待在下次的校園活動中見到更多家長臉孔。

                                                                                                                               陳麗珊



      我愛我的兒子，如同我父親愛我一樣。

      父親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兒子。小時候，還記得父親
尚是一位技工，收入不多，外出用膳對我們來說是很奢侈的行為
。某年聖誕，父親帶我們一家人吃聖誕大餐，「火雞」從來都
是只聽其名而未嘗其味的東西。我們從心底裡雀躍起來，整裝待
發地準備一嘗聖誕大餐的滋味。

      父親很有技巧地把整隻昂貴的火雞分給我們，多肉的部份總是
給我和哥哥，其次是給我的媽媽，多骨的部份總愛留給自己。少不更事的我只顧品嘗
火雞肉的美味，看著父親吃他形容為最好味的部份，一家人歡度了一次快樂的聖誕。

      聽說我家中遍佈各式各樣的玩具，是真的。小時候不會數算自己已擁有多少，總是會
渴望更多。當這東西玩厭後便想玩別的東西。現在已為人父的我，為了小兒的原故，
逐一把小時候的回憶打開，才發現父親的愛是多麼的難以形容。

      小兒取名「浠朗」，在炎熱的夏天誕生。為了要讓他感覺涼快，取名時刻意用了水
字旁。我和太太都希望他將來成為一位樂觀開朗的人，所以還為他取了一個別名「小
哈哈」。人如其名，小哈哈的出現帶給世上很多人的歡樂，爺爺、嫲嫲、公公、婆婆
、爸爸、媽媽、伯伯、舅舅、姨姨，以至叔公、叔婆、姨丈公、姨婆等都被他活潑開
朗的性格及舉動所吸引。大家爭著買玩具給他，與他互動，各自被逗得滿心微笑。

     生命活像一面鏡子。父親的價值觀隨時日逐漸反映到我
這裡來，我也不自覺地把所承傳的價值觀反映到自己兒子的
身上，學著把最好的給他。今時今日，「火雞」對於香港人
來說已經不是昂貴的東西，外出用膳的行為亦日趨普及。
同樣地吃著火雞的肉，我感覺其味道總比不上當年。缺少
的，或許是父親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兒子那種感
覺。

     兒子愛我，我更愛我的爸爸。 

趙浩文

趙浩文老師

老師
分享

生命之鏡



區建偉老師

     很感恩過去一年
多的時間能參與家長

教師會

司庫的崗位，在擔任
家長教師會教師委員

期間，十

分欣賞家長們的積極
主動及細心安排。特

別深刻今

學年九月舉行的親子
追月盆菜宴及十二月

舉行的親

子校園燒烤樂，在活
動中家長們預備的食

物，非常

美味及豐富，而遊戲
及表演節目安排也非

常多元化及吸引，令
每位參

加者也樂在其中。

     希望在將來的日
子，能協助家長教師

會舉辦更多不同類型
的活動

，迎合每位家長的需
要，讓家長們有更大

得益。  

                   區建偉

盧惠怡老師

               親子盆菜宴後感
      回想十六年前，家教會成立之初，本人有幸曾為

首屆家教會委員，時光飛逝可記憶尤新。

      九月份剛開學，在校園遇見劉太(家長校董陳金枝

女士)，她邀請本人參加家教會舉辦的盆菜宴，我一直

與家教會緊密合作，所以決定和家人一起出席。當晚

盆菜宴節目豐富，每一位參加者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家母、丈夫、一對寶貝和我都十分享受，但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每一位家長委員均十分落力、投入，

他們還有強大的支援，就是他們的配偶、子女都積極

參與其中。他們能全家一同的參與，可是我眼中的「模範家庭」呢！

      如今，我再次參與家教會，欣喜一班家長委員對會務的投入、對學校的支持。我盼

望，這些「模範家庭」，能祝福宣道中學更多的家庭，因為良好的家庭，是青少年健康

成長極為重要的元素。生命影響生命，鼓勵我們每一位家長多參與家教會的活動，親身

領悟，向著建立「模範家庭」的目標進發。

盧惠怡

老師分享



家教會分享

     寫這編文章的心情真的有點兒忐忑，原因是去年曾有
一段時間不斷以寫文章的方法來舒緩自己難過的心情。那
時心情之低落真的非筆墨所能形容，非言語所能表達。感
恩當時身邊有一些家人及好友陪我慢慢地走過這段傷痛的
日子。

     該段傷痛的日子，除了家人及朋友們的支持外，家教
會主席馮太的關懷更令我相當感動。透過她，我認識到一
班很有愛心的家長們，並參與了各式各樣有意義的活動。
我還記得於其中一次活動當中，我們正進行「守護天使」
遊戲，巧合她就是我的「守護天使」﹗還有其他很有愛心
的家長們，縱然我暫時還未能完完全全弄清她們的名字，
但對她們無私的愛還是充滿著感謝。希望往後的日子，我

可以用更多的時間去建立彼此之間深厚的友誼。

     最後，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身邊的「朋友」，慢慢用時間去栽培他們成為自己的
「好朋友」。亦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在學校的生活中，逐漸建立並珍惜「友情」這份
人生之中難能可貴的禮物  。

李麗珍
3B  鄭家軒家長

李麗珍
3B 鄭家軒家長

陸秋岸
1D 袁以迦家長

友誼

          我愛我的孩子！我愛孩子的學校！
    宣道中學是一所很好的學校，不單校風純樸，校長老師滿有愛心，連

家教會的義工們也很齊心協力⋯我怎能不投入呢！

    我的孩子剛升上中一，但卻沒有一位以前的小學同學與她走在一班。

我起初還擔心她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適應，怎料她很快便能投入了這個

大家庭，甚至主動參與學校教會星期六舉辦的團契。真盼望她能藉此更

認識天父的大愛！更盼望她的心能被聖靈感動！

    她現在還加入了學校的戲劇組和籃球隊，認識了更多學校的師兄師姐。這些師兄姐對她的幫助足以令她

更投入、更開心及更積極！真要感謝主的恩！感謝宣道這個大家庭！
陸秋岸

1D 袁以迦家長



    陶藝班，是令我最感興趣的興趣班之一，本年度很高興被抽中

參加陶藝製作，我非常期待。

    這天，陳文偉老師和羅樂媛同學為家長介紹有關陶泥製作的技

巧，陶藝製作主要分為機器製造和手作製造兩種。機器製造出來的

陶瓷比較圓滑，主要是用作做碟、碗等圓形物品。我們看着羅同學

一邊介紹一邊示範，憑著她純熟的手法和技巧，很快便把碟形的陶

瓷作品做出來，毫無瑕疵，十分完美。可是，當我嘗試模仿，我才

發覺這並非如想像中那麼簡單，使用機器製作陶瓷真是談何容易呢

？經歷了多次失敗，我屢敗屢試，最後全賴羅同學的指導，我終於

能使用機器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學習了使用機器製造後，我們便開始學習手作製造的技巧。手

作出來的陶器，完全是由創作人發揮所長，隨心所欲創造出來的。

我真幸運有機會嘗試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當中的滿足感

，不可言喻。

    這次活動，感謝陳文偉老師及羅樂媛同學悉心指導，帶領我們

親手完成自己的作品，以及感謝宣道中學家長教師會，積極舉辦活

動，讓家長聚首一堂，彼此認識，一同學習，獲益良多。

郭敏儀

4A  蘇逸潼家長

陶藝班

 家 教 會 分 享



  同 學 分 享

服務智障人士後感

 雖然我並不是第一次參加校外義工服務，但是我還是十分期待這次參觀「懷智」的經歷。
或許我們實在過於興奮，初到達「懷智」時我們都表現得十分嘈吵，甚至可以用不禮貌來形容。
然而，「懷智」的智障人士還是用行動熱烈地歡迎我們，簡單一個微笑，一下揮手，都釋出他們
對我們的善意。

 透過互相介紹和配對，我們很快便來到共進午餐的時候。我們一同到了附近一間麥當勞快
餐店，花了一段稍長的時間排隊購買食物，然後再由我們幫忙拿餐及分發食物。透過協作，我觀
察到我們由當初的不禮貌逐漸變得愈來愈細心及體貼。

 我要照顧的那位女成員弱智程度屬於中度，她能自己照顧自己，但卻一直表現得很安靜。
她的手從一開始就一直在抖動，我發現她原來很怕與陌生人共處。起初，她不願意看我的眼睛，
更不愛與我說話。不過與她相處久了，我漸漸察覺到她有某些特質。例如她很有主見，只愛吃薯
條，不愛吃粟米，很堅持自己的想法﹔她很愛潔淨，即使我們一同行山有多辛苦，她有多累，她
也不喜歡在郊外隨便亂坐，以免衫褲弄髒。後來當我試著問一些簡單的問題時，她還會以點頭或
搖頭的方式來回答我，真是很特別的互動體驗！ 

 其實智障人士和我們都很相近，他們有思想有感情，也有自己的個性，我們為甚麼不可以
與他們共融相處呢？我盼望大家能多關心他們，釋出我們的善意，不單是我們去接納他們，更要
讓他們接納我們。

龍夢玲
2B學生

「老中青廚房樂」的感想

          今天若是星期六，相信你們有的正與朋友逛街，有的會在家中打電玩，還有的會在自修室

溫習，大家都各有各忙。但是還有些人，願意騰空自己的時間來服務人羣。不錯﹗那就是我們義

工兵團的同學們及家教會的家長們。

          我們很早便要回到學校，為長者學苑的「老中青廚房樂」義工服務活動忙過不停，當中更要

準備所需的食材。本次參與，我們所做的小吃有迷你薄餅，軟滑薯蓉及香蕉班戟。這些工序對我

們這些年青人來說真是十分簡單，可是對那些長者而言卻挺有挑戰性。他們大多有視力障礙，所

以我們必須耐心地在旁默默協助。雖然我們所做的只是普通的小吃，但是這個溫馨的過程足以令

長者們整天笑呵呵。短短幾小時，義工們都已筋疲力盡了，但眼見所做的小吃逐一出爐，大家都

很有成功感地看着那香噴噴的美食。眼睛發亮了，開心的感覺完全戰勝了身體上的疲累。

          這次的義工活動令我獲益良多，沒想到只要付出些微的時間就能讓歡樂帶給別人，同時亦能

回饋給自己。我知道義工兵團還有很多其他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我很希望鼓勵同學們踴躍參與

。不要只顧着自己，嘗試多關懷一下別人，不論是家人，朋友或是陌生人。只需一點點的關懷，

足以打破那道無形的牆。

鄺倩彤
3A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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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學 分 享

       校園電視台職員
       校園電視台，一個保留凌雲壯志，紀錄似水年華的地方。

     回想半年前加入校園電視台，只為其職銜，從未想過後來發生
的種種趣事。身為「特別有趣新聞報導」的主播，不單單要報導新
聞，還要負責資料搜集、寫稿，無形中多了一份能力感和責任感。
星期一，搜集新聞並思考怎樣能拍出有趣的效果，常常拋了形象，
披頭散髮、化身樹精、酒鬼、巫婆...拍攝過程嘻嘻哈哈，打打鬧鬧，必將是青春一份美好的回憶

。星期二，期待新聞的播出。星期三，新聞播出了，卻擔心成為笑柄
，但當努力被認可時，又會有另一番感動。

     幕前固然「特別有趣」，但幕後的人和事更加「特別有趣」。
某次拍攝時，利用鼓風機模擬暴風場景，其他人在旁飛報紙、散
落葉，我多番在報導時被雜物擊中，眾人笑倒一片；某次拍攝飲
食篇，一邊吃炸雞一邊拍攝，我報導時不斷笑場，結果有雞皮被我

噴到兩米外遠，眾人笑嘆我形象盡失...一件又一件的拍攝小事，看似
毫無意義，但所有的笑聲，都將是我多年後珍貴的校園回憶，我多次笑

言：「這些片段，都要在我死後的追思會播出」。

     對於校園電視台這個職位，我會毫不保留地付出，因為，這是對多年後的我的一份負責。

江嘉雯
4E學生

捐血日
      你可能會問一位中六學生渡過了他的中學生涯後會否仍留下遣憾。若是要
我作回應，我認為既然無論後悔或是嘆息都無法回到過去，那倒不如積極參與，
盡可能不要讓自己在中學生涯中留下任何遣憾。

      我覺得參與「捐血日」是一次很有趣的經歷，我沒有想到原來捐血這小事
竟能成為我中學生涯中一個很重要的回憶。我和同學在等候驗血的過程中互相
嘻嘻哈哈，手指頭最後也被釘了一下，大家都很雀躍地關注彼此的血紅素含量
是否足夠。這麼小的事情不知怎的竟然也能成為我們有趣的話題。我們又看到

某些同學需要用上很長的時間去捐血，彼此又再笑著，懷疑他們的血液是否因凝
固了而流不出來。即使我們知道這是不合理的懷疑，但我們還是笑過不停。快樂的

回憶的確是令人一再回味。

      在捐血的過程中，協助我捐血的護士態度非常友善，亦
表現得非常細心。她告訴我捐血的過程雖然會有點痛，但每
一包抽出來的鮮血都能夠幫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仕，這是何
等有價值的事。

      或許，你總是會認為捐血只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當你嘗試換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包在你眼中沒有價值
的鮮血，在病人眼中卻是他們救命的綠洲。不要小看自己
的加量。每個人的力量雖然很小，但若能把這些力量凝聚

起來，就會引發出龐大的動力。

      回想起來，若我當時沒有參與「捐
血日」，我就會缺少了那些值得回味的
經歷，或許會為我的中學生涯留下了半
點遣憾。

侯宗傑
6B學生�



9月10日
「與胡永申副校長分享教子心得」

201620162016 9月10日
「與胡永申副校長分享教子心得」

923親子追月盆菜宴923親子追月盆菜宴



11月10日－捐
血日11月10日－捐
血日 201620162016

12月3日

輕輕鬆鬆與吳聲展校長共聚

12月3日

輕輕鬆鬆與吳聲展校長共聚

11月24-25日 福音周食品製作及設置義買攤位11月24-25日 福音周食品製作及設置義買攤位



201620162016

201720172017

12月
3日親子

校園燒烤樂

12月
3日親子

校園燒烤樂

1月1日-12月31日 宣中農地1月1日-12月31日 宣中農地

1月4日 水仙花培植班
1月4日 水仙花培植班
1月4日 水仙花培植班



2017201720171月7 , 14日

日本麵粉工藝  迷
你吉樹小盤栽製

作班1月7 ,14日

日本麵粉工藝  迷
你吉樹小盤栽製

作班

2月27,28日

製作五星星曲奇贈予中六同學,

以作鼓勵

2月27,28日

製作五星星曲奇贈予中六同學,

以作鼓勵

2月21-22日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活動義賣攤位2月21-22日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活動義賣攤位



3月5日
親子旅行 [香港地質公園 : 荔枝窩、吉澳、船遊鴨洲之旅]

3月5日
親子旅行 [香港地質公園 : 荔枝窩、吉澳、船遊鴨洲之旅]

4月26日－陶瓷班4月26日－陶瓷班

4月3-4日 中二級生命教育科家長義工協助帶隊外出服務4月3-4日 中二級生命教育科家長義工協助帶隊外出服務 

201720172017



宣道中學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2016-2017)
收支報表(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

類別

政府撥款
會費
興趣班一
興趣班三
親子活動一
親子活動二
親子活動三
親子活動三

津貼一
津貼二
興趣班一
興趣班二
興趣班三
親子活動一
親子活動二
親子活動三
雜費

15-16年度 剩餘 (截至2016-08-31)

16-17年度 家教會經常津貼
16-17年度 家教會會員費
迷你吉樹小盆栽手工班收費(共13人)
代訂水仙花頭(58個)及培植班收費(共7人)
親子追月盆菜宴報名費
親子校園燒烤樂報名費
親子旅行團費收入(共97人)
親子旅行團費收入(截止後報名共22人)

畢業學兄學姊歡送會
資深風紀歡送會資助
日本麵粉工藝班材料費
五星星曲奇材料費
訂水仙花頭9箱(@$128)
923 親子追月盆菜宴費用
聖誕親子校園燒烤樂費用
親子旅行 - 香港地質公園 : 荔枝窩,吉澳, 鴨洲一天遊
家長小組茶點費, 文具, 農耕工具等

5,267.00
34,500.00
650.00
1,510.00
9,150.00
4,320.00
14,550.00
3,300.00

73,247.00

項目 收入

900.00
1,500.00
543.00
723.40
1,152.00
12,843.20
6,042.50
26,274.60
1,523.40

51,502.10

51,660.62

73,405.52

支出 餘額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委
員名單

2016至2017年度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司數:

司庫:

宣傳及聯絡:

康樂:

聯絡及會藉:

家長委員

馮麗明女士(3D 馮
洛堯家長)

沈惠華女士(4A藍浩
權家長)

黃燕蘭女士(5C陳溢
朗家長)

陳愛蓮女士(4D梁慧
欣家長)

 

陸秋岸女士(1D袁以
迦家長)

凌玉珍女士(2B陳廷
瑋家長)

雷寶燕女士(5B林錦
鴻家長)

教師委員

陳麗珊副校長

趙浩文老師

區建偉老師

呂美琼老師

盧惠怡老師

李繡慈老師



宣道中學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活動回顧一覽

家長小組分享會
10/09/2016  與胡永申副校長分享教子心得

03/12/2016  輕輕鬆鬆與吳聲展校長共聚

22/05/2017  與陳麗珊副校長及高中生家長分享與子女初中時的相處之道

家長教育講座 
14/01/2017 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心服務經理 - 陳慧敏女士 分享網購危機 - 家長與子女一起理財

27/05/2017 臨床心理輔導學家 - 林偉倫博士分享  家長與子女意見分歧，怎辦？

家長興趣班
04/01/2017 水仙花培植班

07/01/2017 日本麵粉工藝 迷你吉樹小盤栽製作班 (製作)

14/01/2017 日本麵粉工藝 迷你吉樹小盤栽製作班 (上釉)

27-28/02/2017 製作五星星曲奇送贈中六學生,以作鼓勵

26/04/2017 陶瓷班

親子活動
23/09/2016 923親子追月盆菜宴

03/12/2016 親子校園燒烤樂

05/03/2017 親子旅行 [香港地質公園 : 荔枝窩、吉澳、船遊鴨洲之旅]

義工團隊
10/11/2016 捐血日

24-25/11/2016 福音周食品製作及設置義買攤位

21/11~02/12/2016 上學期舊校褸捐贈行動

21-22/02/2017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活動義賣攤位 

18/03/2017 義工兵團的長者學院廚房樂協助教授小食製作

03-04/2016 中二級生命教育科家長義工協助帶隊外出服務 

活動預告
22/5-14/7/2016 下學期舊校褸捐贈行動

19/06/2017 家長小組：與趙浩文老師(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探討家長在子女的選科及升學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22/06/2017 家長興趣班：電腦班 ~ 手機達人

二手課本買賣活動：

28-29/6/2017 收集中一級寄賣舊課本

06/07/2017 寄售中一級舊課本

14/07/2016 中二，中三自行買賣舊課本

編輯委員會名單 : 馮麗明女士、沈惠華女士ヽ趙浩文老師。

客席編輯 : 家長校董 陳金枝女士


	CAC 會訊 2017-1
	CAC 會訊 2017-2
	CAC 會訊 2017-3
	CAC 會訊 2017-4
	CAC 會訊 2017-5
	CAC 會訊 2017-6
	CAC 會訊 2017-7
	CAC 會訊 2017-8
	CAC 會訊 2017-9
	CAC 會訊 2017-10
	CAC 會訊 2017-11
	CAC 會訊 2017-12
	CAC 會訊 2017-13
	CAC 會訊 2017-14
	CAC 會訊 2017-15
	CAC 會訊 201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