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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間學校可以保證，他們的學生當中，一個也不會變壞！一個
也不會變懶！即使是一間歷史悠久的名校也不能提供保證。但在我們家
長眼中，自己就只有這麼一個子女，若果他	/	她變成一個壞學生，行為
出現偏差；或者變成一個懶學生，成績一蹶不振，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要關心子女成長，整個中學階段十分重要，特別需要留意子女
在品格行為與及讀書求學兩方面，有甚麼現象？出現了甚麼變化？然後
及早發現問題，盡早想辦法解決，幫助子女糾正不良的態度、行為以至
習慣，這樣子女才會健康成長，不會出現所謂「大件事」了！	 子女在家的時間最長，行為如何？讀書如何？固然可以多些觀察，
從旁留意，不能永遠都千篇一律，只是不斷問：「做咗功課未？」、
「測驗幾多分？」從旁觀察，你可以發現更多，亦有更多機會關心子女
生活的多個方面，親子關係會好一點，溝通可以保持良好，這是培育子
女健康成長的重要基礎。
	 															但子女在學校，上學的時間也不短，在校園裏面，他的
																												行為如何？讀書如何？作為家長的，又怎會不想知
																																			道和關心呢？所以關心子女成長	的家長們，
																																							可以肯定，一定想加強與學校溝通。                                要強化家校溝通，我們應注意以下幾點：																																											1.	認清目標：																																											家校溝通的目標，在於培育子女健
																																								康成長，所以焦點在於子女的品學如
																																						個人的感何改進，應賞得賞，應罰得
																																					罰，不能按情愛惡，妄下斷語；更不能
																																		靠個人臆測，曾聽人這麼說，我相信他不
																													會做出這樣的事！這只是個人的信念或猜想，
																								若以此來	否定事實，如此溝通恐怕連事實的真相				
																					也找不到，更遑論如何幫助子女解決問題。2.	多在沒有事時已作溝通：	 學校與家長溝通時，往往為了學生發生某些事故甚至問題，才彼此
約見，這樣並不健康，最好是在平時，家長和老師已有接觸機會，
多作溝通，使家長和老師（特別是班主任）多所認識，建立彼此互
信，大家都有共識，一切為教好孩子，以後溝通時就更加快捷有
效，尋求解決方法，教好學生。所以由今學年開始時，本校已透
過每班班主任，由開學初期藉着「陽光電話」，主動接觸班內同
學的家長，開展了認識和信任，對今年學生的成長情況多作溝通和
商討。大家應該明白，我們的責任是教好學生，令他們不斷堅毅奮
進，愛己愛人。而不是等學生變壞、變懶時才想辦法				救治，即使尚可救，也可能是勞而少功。

																																									3.	善用各項溝通途徑：	 	 																																							家校之間，本來已有不少溝通途徑，
																																												請家長充分利用，包括：

譚秉源校長i.   學年開始，派發手冊，家長必須細閱，包括校規和通訊欄目。
ii.   附有全年校曆表，家長應影印留底，方便知道學校統測、考試

或大型活動時段。
iii. 家長應配合本校手冊的設計，每個週末或週日檢視子女的手冊

一次，每月月底覆核一次，每次留意學生的功課情況或有否
違規？遲到？留堂？及早與子女傾談，關心他們的行為、學習
有否偏差？可以從關愛出發，引導他們認識問題和設法改善問
題。

iv. 學校的家長通函，已盡量集中於每週週四發出，而且必定設有
回條，方便學生帶給家長，在週末或週日參閱，簽署回條後於
星期一交回學校。所有活動及很多校務均列明負責老師或統籌
部門，方便家長如有疑問，可以直接聯絡，家長應細閱本校通
函甚至檢存。

v.   本校按學期需要會設定家長日，接待家長來校與老師檢視學生
品學進展，家長應該預留時間出席；至於學年當中，亦有不時
按各級學生需要召開分級家長會，就學生的品學問題安排講座
或交流分享，對家長認識如何培育子女甚有幫助，家長實不宜
錯過這些帶有專題意義的家校溝通好機會。vi.  家長教師會是家長與學校之間的重要固定橋樑，家長們更要充
分借助，包括家教會所辦各項活動，都是聯絡老師的好機會；
特別是家教會組職的義工服務，更歡迎所有家長抽空參加，和
老師一同做教育工作，既可以直接扶助校內同學學習，能更密
切地與老師並肩工作，做到「全方位」的溝通。4.		良好的溝通是雙向的，本校老師除主動以陽光電話或約見方式
接觸家長外，當然亦歡迎家長主動與我們接觸，無論是電話抑
或來校商談，相信都會有益於雙方協調，更好的留意子女的品
學變化，找出可行的方法，互相配合，令子女成長得更好。5.		最後，請家長們留意學校的電話系統已經重組，目的也是方便
彼此直接溝通，校務處、校長及副校長聯絡電話：23879988；

	 教員室及各部主任、班主任及科任老師：23879916；	 駐校社工：27295769；各家長每年應留意誰是子女	 的班主任，每級亦設有兩位級主任，分擔該級學生	 的訓育及輔導工作，當然校內工作更有清晰分工，	 有資深的老師擔任各部主任，掌管特別範疇的工	 作；包括教務主任、訓輔主任、德育主任、聯課	 活動主任……，兩位副校長分別領導學生的學業	 培育和品格培育，還有校務處負責一般校政事	 務，最後有校長掌管全校方向、統籌	 校政的重要政策；我們整個團隊都會	 緊守崗位，為教育我們的學生，堅持	 不懈地努力。而開放溝通是了解學生	 和家長情況，增加我們工作動力和	 解決問題的靈感來源。

化強
家 校 溝 通 ， 培 育 子 女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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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  黃月華老師

 今年周年會員大會有幾個特別之處，值得和大家談談。

程序緊張
 今年周年大會的籌備工作剛巧遇上了教育局質素保證

分局到校進行校外評核，學校上下包括校長、教職員、學

生和工友都忙得透不過氣來。幸好得到家長委員和「家長

助理」的幫忙，在緊迫的時間內能夠準備好所有需用的文

件、獎狀、證書和紀念品，大家也忙得不亦樂乎。加上今

年進行了常務委員選舉，周年大會中需要感謝退任的委

員，又需要委任新的委員；還有修章、慶祝十周年紀念、

家長教師會全級成績頒獎禮、「家長大學」畢業禮和大會

講座等項目。幸好計劃還能一一付諸實現，按時完成，也

沒有延遲大家享用茶點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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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紀念
 本會自1999年成立至今，剛剛完成了第一個十年的工作，標誌著家校合作的一個

重要日子，我們在大會中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慶祝儀式，邀請了十位嘉賓包括

譚秉源校長、新任主席黃美英女士、前主席黃陳愛蘭女士、名譽會員鄧麗芳女士、

潘倩慈女士、盧玉蓮女士、周漢雄副校長、梁大輝副校長、薛昌華校董和陳秀

美主任鳴放禮炮十響以示紀念，還有恭請黃美英主席為我們切十周年生日蛋

糕。又本會製作了一系列禮品，包括2010年日曆、雨傘、文件夾、原子筆及

環保袋，致送給全校每位家長和老師，以作紀念。大會亦已製作了家校十年

歷史回顧上載至本會網頁pta.yenching.edu.hk供大家瀏覽和重溫。

 在茶點時間，梁大輝副校長迎面走來，對我

說：「你們又完成了一項大型活動！」聽罷，

感動極了。梁副校長，謝謝你！

專題講座
 今年講座主題為「如何學得更好、成績更高—親子創意發

明與新高中的學習模式」由梁添老師主講，梁老師是香港科學

創意學會主席，2004年榮獲全國優秀科技教師獎，經常在無

線電視科學常識節目中擔任顧問及演出，他是本校綜合科學、

物理和數學老師，他亦是本校第一屆畢業校友。梁老師醉心創

意發明和常識問答比賽，演譯今次講座主題當然架輕就熟，加

上內容互動，令與會者非常投入和產生共鳴，氣氛熱鬧之餘，

亦有助大家明瞭及強化新高中課程所需的探究精神和創意思

維。梁添老師，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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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李錦昌博士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十年，由開始至

今經歷了數屆，過往的家長委員和老師，都花了不少時間和心血

去發展家長教師會，並使她逐步走入軌道，而未來的歲月就有賴

各家長踴躍參與活動，繼續讓家長教師會再向前邁進。

主席	
			黃美英

 我加入了這個大家庭，雖然只有短短三年，但十分幸運結識

了不少家長和老師，我們從相聚相識到互相幫忙，有時說說笑

笑，偶爾更細說心事，難能可貴，自覺十分幸運，也很高興認識

你們。身邊多了許多朋友，就是各位家長和老師，謝謝你們！

	 身為家長，常會對自己的孩子充滿期望和要求，希望他們成績優異、才

藝出眾、聰穎乖巧、處事認真、對人誠懇、品格高尚……等等。這些期望可

以推動子女成才；但若然他們的表現未能達到自己心中的尺度，父母難免會

失望傷心，有時甚至沮喪憤怒，以至對子女說出一些傷害大家、難以彌補的

說話，例如：「成績這樣差，真是使父母蒙羞！」「拿不到最少一個獎項，

不要認是我的兒子！」「竟然做出這種行為，你不是我的女兒！」

	 雖然家長心底裡對孩子永遠不離不棄，但一時意氣的說話，聽在孩子耳裡，

很容易造成心靈傷害，破壞了大家的關係。他們或會以為父母真心這樣想，這樣厭

惡自己、嫌棄自己；更可能會自責能力不逮，同時感到無助，失去了家庭的愛護。

	 既然負面的批評和譴責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還會擴大隔閡，我們何不多說積極的話，一邊處理

問題，一邊給予他們關心支持。令他們感到自己的親人真為自己設想，希望自己得到改善。因此，若是

發覺子女的表現或行為未如理想，與其怒言相向、發洩對罵，不如考慮先坐下來，喝一杯水，冷靜想一

下，再對他說：「你這樣做使我十分失望。但我仍很希望幫助你，有甚麼方法可以使情況改善呢？」又

或說：「這結果令我十分難過。你有甚麼困難？以後可以怎樣做呢?」用一些正面的鼓勵說話，來帶引孩

子積極地面對困難、處理事情，還避免了負面言詞帶來的關係災難。孩子們得到父母的接納、關心，亦

會更樂於尋求改善。家長的信任，也促使他們放開心扉，無顧忌地和自己溝通。

	 我有兩個孩子，他們都在念中學。我常常提醒自己，孩子都是至親至愛的人，無論對他們的表現有

甚麼不滿，都要以積極的態度和他們溝通，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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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活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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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力是人人所共有。創意大師斯騰伯格(Sternberg)指出雖然
每一個人都知道科學需要創意這回事，但是科學需要創意還是沒
有反映在教學中。例如，在大多數的學校裡，學生有好的科學成
績其實並不代表著有科學創意的研究或作品，而只是代表著學生
會背誦教科書的理論和會解答書後的習題，故此人們在小學、中
學，甚至大學所學到的科學科念書方法跟做一個科學家所需要的
創意，一點關係都沒有。但自從「星之子」陳易希獲科技大學破
格取錄後，香港不少學校遂撥亂反正，掀起一股科學創意研究與
發明之風，數年間香港不同學校已有四位學生因科學研究獲得小
行星之命名，加上2009年新高中課程的推行，各學校的教學已呈
現種種新的文化，包括由以往強調灌輸知識轉為「學會學習」、
由課室教學轉為「社會支援、跑出課室」…等，其中筆者近年來
最關心的就是如何在任教的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內，透過教育的過
程，培養及啟發學生潛藏的科學創造力。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主席   梁添

	 筆者實在要感謝燕京
書院的栽培，多次代表學
校參加校外比賽，為校爭光，
令自信心增加不少，從此筆者在
教學上萌生了一個信念，就是要致力
在現時的學校教育體制以外，引入一些有
特色的延展課程及新穎的教學活動，務求突破傳統學校
課室的局限，讓同學學習的足跡由狹小的校園延伸至無邊的
校外，以擴闊同學的智識領域，例如把正規課程跟課外活動或
比賽互相結合，因應不同學生有不同的潛質和才能，鼓勵、邀請
及訓練不同的學生參加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或比賽，藉此發展學
生的多元智能，例如邀請學生參與電視台拍攝科學節目、帶領學
生遠赴國內參加航天科技交流團、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外一些全
港、全國或國際競賽等。

	 美國小學校長格連(Glenn)指出，當學校營造一個支持學生
創意思維的環境便能夠提高學生課堂的參與，增加學生學習的動
機，並建立正面的自我觀念。當然家長的角色至為重要，家長可
																							以配合學校，經常鼓勵及協助子女在各個學習領
																												域發揮創意，進行親子活動，例如創意寫作、
																																	繪畫科學幻想畫、自行製作一些科學小發
																																				明或自主進行一些科學探究，當父母與
																																						學生一起提出討論、應用及改良他們																																															
																																						的創新構思，學生會更容易明白及記
																																						憶課堂所學，提高其認知能力。

	 要成功啟發學生潛藏的科學創造力，當然少不了家長的支
持，由於不同的學生有著不同的能力差異與學習風格，筆者衷心
希望家長與教師能夠齊心合力、攜手並肩，在子女不同的成長階
段採用不同的指導形式，鼓勵子女透過繽紛不同的學習機會和活
動獲得成功感、滿足感、優越感、榮譽感。筆者認為上述這些寶
貴而有意義的學習經驗，雖然不在學校「正規課程」內，但卻是
學校「正規課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對同學的學習是相輔相
成、事半功倍的，因學生可以發掘自己的潛質和才能，發展多元
智能，從而提高學習的興趣、增加自信，迎接多元的挑戰，能在
學業的路途上朝向升進大學的目標而努力，並且藉此擴闊視野，
放眼世界，一生追求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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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班別/姓名

  1A 蔣若彤 2A 張倩嵐 3D 許嘉怡

  燕京體育科(女子)成績優異獎 4E 陳佩珊 5D 黎   嘉 6B 何再麗

   7A 吳詠琳

  1C 黃冠衡 2B 王紹廷 3A 巫沛霖

  燕京體育科(男子)成績優異獎 4D 陳盛忠 5E 張星塘 6A 張明智

   7B 黃偉雄

 燕京普通話科成績優異獎 1B 林婉瑩 2A 袁   煒 3B 陳淑彬

 燕京綜合人文科成績優異獎 1A 曾曉楓 2B 吳冥康

 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 1A 曾曉楓 2A 陳壕輝 3A 周甘霖

  4A 林焰 4D 張灝賢 5A 何麗盈

 全級總平均成績優異獎 5D 李天慧 6A 張明智 6B 梁嘉熙

  7A 陳英傑 7B 胡淑芳

  1A 蔣若彤 1B 徐瑋謙 1C 林穎思

  1D 韓季珊 1E 許詠森 2A 陳壕輝

  2B 李家健 2C 陳嘉善 2D 司徒鳴珂

  2E 麥凱盈 3A 周甘霖  3B 李慧嬌

 
家長教師會品學優異獎

 3C 蔡嘉雯 3D 許國濠 3E 羅文君

  4A 林焰 4B 楊煒杰 4C 劉家巧

  4D 張灝賢 4E 黎景熙 5A 陳凱琦

  5B 陳錦歡 5C 何紫玲 5D 李天慧

  5E 鄉鳴峻 6A 張明智 6B 袁雨虹

  7A 黃詠紅 7B 胡淑芳

  1A 袁超鴻 1B 魏貝珊 1C 吳永琛

  1D 李玉玲 1E 袁玉君 2A 彭韻樺

  2B 曹怡聰 2C 林嘉雯 2D 葉詠欣

  2E 余水梅 3A 方薾霆 3B 王佩詩

  3C 朱駿文 3D 董可森 3E 甄嘉慧

 
汪曼華成績最佳進步獎

 4A 徐信賢 4B 趙永雄 4C 江貝貝

  4D 陳俊賢 4E 陳建宇 5A 湯恩予

  5B 袁葦璁 5C 陳烈冰 5D 陳嘉權

  5E 張偉傑 6A 王   冰 6B 林淑瑩

  7A 謝國紹 7B 布   超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學生會會長) 6A 王   冰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童軍隊長) 3A 袁   軒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學生團契團長) 6B 林淑瑩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6B 勞詩蓓

 (燕京一家親朋輩輔導計劃主席)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領袖生團團長)  6A 羅翠珊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領袖生團副團長) 6A 程小釵

 汪彼得紀念服務 (資訊科技領袖生隊長) 4D 彭穎欣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外務部學生大使主席) 3A 帥穎敏

 汪彼得紀念服務獎 (圖書館領袖生) 3C 陳嘉煒

 中華基督教會汪彼得牧師紀念獎學金 文科 5A 陳俊球

 中華基督教會汪彼得牧師紀念獎學金 理科 5D 李天慧

 家長教師會高級程度會考獎學金 7B 蔡曉彤

	 獎項		 	 	 班別/姓名

 秉賢英文科成績優異獎 6B 周珮怡 7B 陳家聰

 
梁鴻基英文科成績優異獎

 1A 黃靖霖 2A 陳壕輝 3A 周甘霖

  4A 黃逸軒 5D 李天慧

   1A 戴倩盈 2C 賴美雪 3B 廖展耿

  秉賢國文科成績優異獎  4D 鄭曉瑩 5A 劉紫榆 6A 張明智

   7B 周靄寧

 
秉賢數學科成績優異獎

 1A 曾曉楓 2A 陳壕輝 3B 陳庚泰

    4D 鄭曉瑩 5D 林健寧

  1A 曾曉楓 2A 陳壕輝 3B 廖展耿

  范競雄中史科成績優異獎  4A 崔淑賢 5A 許淨雯 6A 鄔南菁

    7A 陳英傑

 秉賢西史科成績優異獎 4A 林   焰 5A 蕭燕婷

 
秉賢地理科成績優異獎

 3B 丘思力 4A 林   焰 5A 何麗盈

    6A 湯朝建 7A 賴家衞

 
梁松經濟科成績優異獎

 3A 葉政宏 4A 林   焰 5A 何麗盈

    6A 張明智 7A 謝國紹

 
秉賢政府與公共事務科成績優異獎

 4A 戴寶文 5A 邱怡珠 6A 鄧慶斌

    7A 劉海恩

 陳富全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獎 1A 曾曉楓 2A 陳壕輝

 
陳富全物理科成績優異獎

  3B 陳庚泰 4D 張灝賢 5E 張富陽

    6B 梁嘉熙 7B 譚秉肇

 
陳富全化學科成績優異獎

 3B 李慧嬌 4D 張灝賢 5D 鄭偉源

    6B 勞詩蓓 7B 胡淑芳

 
陳淑貞生物科成績優異獎

 3A 林堅培 4D 張灝賢 5E 張富陽

   6B 何再麗 7B 胡淑芳

 秉賢心理學科成績優異獎 6A 潘潔文

 林兆斌附加數科成績優異獎 4D 羅嘉玲 5D 林健寧

 林兆斌純數科成績優異獎 6B 梁嘉熙 7B 張皓然

 梁瑤林音樂科成績優異獎 1C 李樂宜 2A 葉嘉晴 3A 盧凱宜

 梁瑤林視覺藝術科成績優異獎 1A 賴嘉盈

梁瑤林視覺藝術科(非數碼)成績優異獎 2A 朱映虹 3B 陳淑彬

 梁瑤林視覺藝術科(數碼)成績優異獎 2A 岑嘉明 3D 陳莉莉

 梁瑤林家政科成績優異獎 1E 袁玉君 2C 梁寶儀 3D 鄭小丹

 陳富全電腦科成績優異獎 1A 潘匡智 2C 吳詠珊 3B 何錦彬

 秉賢國際電腦使用執照科成績優異獎 4B 王家聲 5C 陳烈冰

   1A 呂淑怡 1B 林婉瑩 1C 蔡惠嫻

   1D 梁宇軒 1E 許詠森 2A 宋宇玲

   2B 白晉熹 2C 林嘉雯 2D 司徒鳴珂

   2E 麥凱盈 3A 周甘霖 3B 李慧嬌

  
潘思國宗教教育科成績優異獎

 3C 蔡嘉雯 3D 阮泳詩 3E 黎子謙

   4A 黎允祈 4B 何佩盈 4C 黎欽鏞

   4D 羅嘉玲 4E 伍凱銘 5A 何麗盈

   5B 劉雅欣 5C 何紫玲 5D 翁單桐

   5E 陳希彤 6A 羅翠珊 6B 勞詩蓓

  7A 林培燕 7B 胡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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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收入												支			出									結			餘
 去年滾存   $65,425.51 
9月 09-10年度家教會會費 $43,400.00   
 多於一名子女退款  $1,280.00  
 校董常委選舉開票茶點  $84.00  
 校董常委選舉開票茶點  $192.00  
 友好會員會費(王元娥，鄭素芳) $20.00   $107,289.51 
10月 小聚材料  $930.00  
 通告印刷用紙  $1,470.00  
 陸運會雪梨  $475.00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撥款 $9,525.00   
 開會用茶點  $131.60  
 儲物箱  $49.90  
 印台  $13.00  
 周年大會：用紙  $256.00  $113,489.01 
11月 周年大會：相架  $1,440.00  
 周年大會：絲帶  $23.00  
 周年大會：環保袋  $4,185.00  
 周年大會：花炮  $32.00  
 周年大會：橫額  $800.00  
 家長大學獎杯  $500.00  
 周年大會：嘉賓紀念品  $15.00  
 周年大會：文件夾及鉛子筆  $3,000.00  
 10周年雨傘  $19,500.00  
 周年大會：月曆  $10,500.00  
 周年大會：飲品  $328.60  
 周年大會茶點  $6,200.00  
 周年大會：飲品  $287.50  
 周年大會：蛋糕  $300.00  $66,377.91 
12月 開會用茶點  $140.00  $66,237.91 
  $118,370.51		 $52,132.60		 $66,237.91 

2009-2010年度
家長教師會
收支紀錄表

主　　席：黃美英女士

副  主  席：何雯麗女士 黃月華老師

秘　　書：張穎華女士 高靜汶老師

司　　庫：李浩成老師

稽　　核：方靜心女士

活　　動：倪佩芳女士 廖秀玲女士

   林瑞良女士 劉蔚群老師

出　　版：陳偉忠先生 胡 珊 老 師

常務委員：王淑貞女士 劉子麒老師

增選委員：楊詠璇女士

特別鳴 謝：校監李錦昌博士 

  梁 添 老 師

校 董：黃美英女士

替代校 董：何雯麗女士

編輯名 單：胡 珊 老 師

  陳偉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