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家長教師會通訊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姚玉翔先生 

陳校監、校董、校長、家長教師會顧問、教職員、家長、校友及同學，您們好！ 

在剛過去的學年，是本人擔任了兩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後，第一次榮任主席一 

職。首先要感謝校方和家長的信任，也必須多謝去屆所有老師及家長執委，對本 

人的無限支持，更要向本屆兩位顧問：剛榮休的阮子琳校長，以及剛退下火線的 

前家長校董吳小華女士致以「萬三分感激」。此外本人特別鳴謝所有張祝珊英文 

中學的學生。學生本來就是家教會的首要服務對象，他們一直支持及信賴本會， 

從沒向我們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有關過去一年的工作，本人不打算在此重述。各位只要瀏覽本會網頁，便會一目瞭然。本人想藉此機會誠意鼓勵大

家，如對本會有任何意見，歡迎提出。本人深信坦誠的溝通可助家教會查找不足，作出改善，做到「沒有最好，只

有更好」。 

當了一年家教會主席，本人真是獲益良多。除了對學校的瞭解增多，繼而對小女的校園生活有更多認知，對其成長

有更深刻領會外，更讓我認識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家長。大家都抱著為學校、為子女打造一個美好學習環境的夢想，

不辭勞苦，無償地付出私人時間，一起參與、策劃家教會的會務及活動，事事身體力行，親力親為。這讓我想起香

港的潮語：「唔怕神一樣的對手」，因我擁有比神更值得尊重的隊友，在此衷心多謝你們。 

回顧過去三年的執委生活，最大得著，莫過於能通過家教會這個大平台，與各級別、各階層的家長，就子女教育一

事，作出多方面的討論和分享。本人生長於一個傳統低下層家庭，父親每天上班賺錢僅夠一家人糊口，家規就是最

簡單的「一言堂」及「不聽從便體罰」。雖經歷了升中試及中學會考，但從未受過正統大學教育的我，在教育女兒

時，真是「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現今的世代，眾所週知，體罰子女是犯法的行為，隨著時代變遷，本人父親

操持的那套管教方式已不合時宜。透過與其他家長坦誠交流，吸收別人養兒育女的經驗，正好彌補我在這方面的不

足。此外，在校執行會務時，接觸老師的機會多了，因利乘便，亦能向老師多討教兒女教育的事。本人與大家分享

經驗之餘，在此亦作出最強烈的呼籲：希望大家來年能參加家教會執委選舉，以解決本會現時『青黃不接』之困局。 

各會員最關注的事項，相信非『公開試成績』莫屬。本年度公開試成績詳見於學校網頁。按校方所言，本屆文憑試

學生表現趨向兩極化，對此本會著實有點擔心，隨即在九月執行委員會議內，與校長進行討論。校方已作檢討，對

症下葯。去年剛好是新校長上任之秋，本人希望家長能繼續全力支持學校。在新學年，本人會與新一屆家教會團隊，

進一步跟進以上事宜。 

在過去的三個學年，家教會曾零星地收到一些家長來電或來函，提出學校處事疑有不公的意見，有關事件已透過與

校方坦誠溝通得到解決。踏入二十一世紀，互聯網可說已主導了整個世界。資訊的發達，令世界變成沒有界線、沒

有阻隔。所以「公平」、「公開」及「公正」，可說是每個人心目中所追求的核心價值。要教導我們的孩子，亦必須

以真理來令他們心悅誠服，絕不能以舊有的一套「洗腦」，甚或「打壓」他們。所幸的是學校一直抱著「推誠布公，

廣開言路」的理念與持分者溝通，這也是我最引以為傲的，希望這核心價值能一直延續下去，並盼望校方繼續秉持

校訓「敏行、正心、博學、日新」的精神，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姚玉翔 danny@darg.com.hk

  

歐振強校長於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 
周年會員大會頒發委任狀予姚玉翔主席 

會務報告

感言分享

期盼

夢想

第十六屆會員周年大會

本會第十六屆會員周年大會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假學校禮堂舉行，出席人數為一百一十二人。當日大會通過繼續委任本

校舊生陳鎮中先生及許天福律師分別為本會之義務核數師及法律顧問。新任之執行委員會名單如下：
 

 

主席 姚玉翔先生 

副主席 麥兆文副校長 

秘書 黎嘉茵老師 

司庫 莊淑珍女士、李興老師

委員 曾朋中先生、曹兆英女士、陳易安先生、

蘭艷紅女士、袁麗女士、伍靜儀女士、

伍陳巧華老師及杜張文嘉老師。

鍾陳雅庭老師、吳浩賓老師、蘇建名老師、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合照

執行委員於「東區升學巡禮」協助學校回答入學查詢 本會主席於「聯絡網絡小組茶聚」與家長進行交流

執委於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資訊日」
回應家長提問

本會於「中一新生親子開學日」設置的展板

主席的話



張祝珊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會務報告

 

 
(一 ) 周年會員大會

(二 ) 會員

(三 ) 執行委員會

(四 ) 活動報告

本會第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九日假學
校禮堂舉行，出席人數為一百一十四人。當日大會除選出第十
五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執行委員及委任教師執行委員外，還通過
繼續委任本校舊生陳鎮中先生及許天福律師分別為本會義務
核數師及義務法律顧問。 

本年度家長會員家庭共九百五十六個。 

本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共十六人，包括八名家長及八名老師。
另設一名增補委員： 

主席 姚玉翔先生 

副主席 麥兆文副校長 

秘書 黎嘉茵老師 

司庫 莊淑珍女士、李興老師 

委員 

陳厚榮先生、車慧蘭女士、馮錦棠先生、 

袁麗女士、陳易安先生、蘭艷紅女士、 

鍾陳雅庭老師、吳浩賓老師、蘇建名老師、

譚穎濤老師、葉秀芬老師 

增補委員 阮綺萍女士 

 
本會執行委員會下設八個統籌小組，委員分工清晰，負責各項
工作及活動。 

 

除了本會基本資料及家長校董聯絡辦法外，本會網頁還有各項
活動照片及各期 <<家長教師會通訊>> 供下載分享。本會亦定期
轉發教育資訊及活動資料供家長參閱。同時，本會亦設電郵信
箱，方便各家長提出意見。 
 

 

除與學校社會服務小組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八日及五月十七日
合辦兩次親子賣旗活動，本會亦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舉
辦親子旅行及攝影比賽，藉此促進家長與子女的溝通及擴闊同
學視野。  

   

本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協助校方舉辦中一新生家長
茶敘，讓家長透過與班主任、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及其他級別學
生代表的討論，更了解子女的校園生活。另外，本會安排校內
及校外講者為家長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 -「中三升中四選科」
講座(二零一四年三月八日)及「因型施教九型人格指引」講
座(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有關活動使家長更有效協助子女
學習及個人成長，使參加者獲益良多。 

 選舉/會員大會小組 

 

本會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九日舉辦會員大會，選出執行委員會
家長成員及協助校方選舉家長校董。結果陳厚榮先生及姚玉翔
先生分別當選來屆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會員大會期間亦
安排科主任及輔助學生發展小組的負責老師回應家長有關學生 
學習及個人發展方面的查詢或意見。 

4. 

1. 資訊科技小組

2. 親子活動小組

3. 親子講座小組

5.  通訊小組 

本會展板設於學校地下大堂，張貼各類資料供家長參考，內
容按時更新。本會於本年度亦出版<<家長教師會通訊>>，內
容包括本會會務、財政報告、本年度舉辦的活動留影及家長
來稿。 

6.  聯絡網絡組  

本年度成功招募六十一名家長義工，各級設聯絡員統籌工作。
小組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舉
辦茶敘，讓義工進行交流及對校政提出查詢和意見。歐校長
亦抽空出席茶敘，並對家長義工的提問及建議作出回應。

7.  供應商監察小組 

透過實地觀察及約見，小組委員就膳食、校巴、校服及教科
書訂購各方面向有關經營者或供應商作出檢討及監察。 

8. 學校項目改善及綠化小組 

透過實地考察及與學生代表面談所得，本會家長執行委員向
校方提出改善校舍設施及學習環境的建議。  

其他 

9.1 討論及協助處理學校事務 

本會曾於會議中討論不同的學校政策，並向校方反映相關的
意見。部份家長執行委員於「東區升中選校巡禮」、「中一自
行收生申請資訊日」及家長日協助學校回答參觀者的查詢。
本會家長執行委員亦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三日由校方舉辦的
「親子新生開學日」中，向新生家長介紹本會全年活動，並分
享成為執行委員的經驗及子女的學校生活。

9.

9.2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本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頒發有關獎項予十二名於
體藝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9.3 活動推介 

本會不定期推介由其他機構舉辦的活動，鼓勵本校家長充分
利用社區資源，促進親子關係及加深對本港教育改革的認識。

9.4 與其他持份者聯繫

透過與其他持份者聯繫，協助學校發展。當中包括與學生會
幹事面談、出席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諮詢委員會會議及校
友會基金會議。 

(五 ) 財政狀況

本年度本會的財政報告已經由義務核數師陳鎮中執業會計師
核妥，全年總收支帳項已詳列於財政報告內。 

家長教師會主席姚玉翔先生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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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主席姚玉翔先生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張祝珊英文中學
2013 - 2014 年度家長教師會收支表（截至 15 / 9 / 2014）

基金結餘 (A) $31,067.89 

收入 金額 ($) 支出 金額 ($) 

教育局津貼：香港東區家教會聯會會費
(13/14 年度) 

300.00 
香港東區家教會聯會會費 
(13/14 年度) 

300.00  

教育局津貼：購置書券（家教會獎學金） 1,176.00 購置書券（家教會獎學金） 1,176.00 

教育局津貼：印刷家長教師會通訊 
(13/14 年度)  

2,400.00 
印刷家長教師會通訊 
(13/14 年度)  

2,400.00 

會員入會費 26,700.00 書券 100.00 

教育局津貼：書券 100.00 文具 21.00 

教育局津貼：文具 21.00 四十五週年校刊廣告 900.00 

教育局津貼：四十五週年校刊廣告 900.00 家長日展板裝飾 48.40 

教育局津貼：家長日展板裝飾 48.40 親子生態遊 16,680.00 

親子生態遊收費收入 11,400.00 親子生態遊攝影比賽冠軍獎品(書券)  250.00 

教育局津貼：親子生態遊攝影比賽冠軍獎品
(書券)  

250.00 
親子講座: 
﹙「因型施教-九型人格指引」﹚ 

3,200.00 

教育局津貼：親子講座 3,200.00 初中語文精進班 (2013/14): 中一至中三 63,200.00 

初中語文精進班 (2013/14): 中一至中三 63,200.00 購置手提電腦供老師使用 22,286.00 

家長捐款 4,400.00 資助學生會購買學校設施 4,400.00 

儲蓄戶口利息（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1.91   

總收入 114,097.31 總支出 114,961.40 

本年度結餘 (B)   (864.09) 

承上年度結餘 (C)   151,798.69 

總結餘轉下年度 (包括基金結餘)  (A+B+C)  182,002.49 

 

 

 

校監、校董、校長及執委參觀本校設於
維園的年宵攤位

攝於親子講座：導師與家長探討九型人格與親子關係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頒贈儀式

「親子生態遊」參加者於啟德郵輪碼頭留影



第十六屆會員周年大會

本會第十六屆會員周年大會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假學校禮堂舉行，出席人數為一百一十二人。當日大會通過繼續委任本

校舊生陳鎮中先生及許天福律師分別為本會之義務核數師及法律顧問。新任之執行委員會名單如下：
 

 

主席 姚玉翔先生 

副主席 麥兆文副校長 

秘書 黎嘉茵老師 

司庫 莊淑珍女士、李興老師

委員 曾朋中先生、曹兆英女士、陳易安先生、

蘭艷紅女士、袁麗女士、伍靜儀女士、

伍陳巧華老師及杜張文嘉老師。

鍾陳雅庭老師、吳浩賓老師、蘇建名老師、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合照

執行委員於「東區升學巡禮」協助學校回答入學查詢 本會主席於「聯絡網絡小組茶聚」與家長進行交流

執委於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資訊日」
回應家長提問

本會於「中一新生親子開學日」設置的展板

徵稿啟事

本校<<家長教師會通訊>>及網頁均設投稿欄，歡迎家長投稿。

內容可環繞對本港教育事務和改革的意見、分享親子心得及參

與本會舉辦活動後的感想。請各家長莫吝筆墨，踴躍投稿。

來稿請注意以下事項：

³ • 來稿除附姓名外，請註明就讀子女之姓名及班別。 

³ • 稿件可在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前由貴子弟轉交

 校務處、郵寄至本校收或電郵 pta@live.ccsc.edu.hk。
 

³ • 本會保留修改稿件的權利。不合用的稿件恕不退還。 

³ • 凡稿件一經採用，即獲贈書券乙 張，以表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