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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之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家長委員
主席
：
副主席
：
文書
：
司庫
：
康樂
：
委員
：
增補委員 ：
		

教師委員
伍惠玲女士
李秀月女士
陳麗芬女士
劉小玉女士
馬克慶先生
歐笑英女士
陳婉玲女士、韓婉香女士
廖息球女士、彭笑芳女士

副主席
教育委員
義務助理文書
義務助理司庫
委員

： 張麗雯校長
： 余燕珍副校長
： 張君賢老師
： 許嘉嘉老師
： 蕭倩影老師、曾敏穎老師

校長的話
中英數通均需注重
在三三四新學制下，語文需達第3級而通識及數學亦需達第2級（即及格）才符合本地
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基本入學要求。請各位家長在收到子女的成績表時，多留意他們中
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科的成績。從學士學位課程的入學要求等級來看，可見語文成績至
為關鍵。請家長鼓勵子女平日多閱讀報章及課外書籍，尤其在初中階段開始，這對建立堅
實的語文基礎很有幫助。
此外，在實施新學制前，對數學缺乏興趣或數學成績不理想的同學，在高中時可棄修
此科，但現在數學已成為四科核心科目之一，同學必須達第2級才符合報讀學士學位課程
及副學位課程的基本要求。其實數學與語文科一樣，也需不斷練習。希望家長不時提點同
學，每天閱讀中、英文章及做數學練習，成為習慣，所謂「水滴石穿」，過去在這些科目
取得理想成績的同學均具備恆心及堅持不懈地付出汗水。

強身健體靠多運動
理想學業成績也建基於良好的體魄。康文署在2011年4月至
2012年1月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名為「普及健體運動 — 社
區體質測試計劃」的研究，結果發現只有約40%青少年一星期有至
少3天、每天累積達30分鐘或以上中等或以上強度的體能活動，而
青少年不積極參與運動的主要理由是「沒興趣」、「懶惰」和「缺
乏時間」。希望各位家長誘導子女多參與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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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續)
在此也向各位家長宣佈同學在體育方面的好消息：本校在2012-13年度中學校際乒乓球
第三組女子乙組奪得冠軍。此外，於香港學界田徑比賽香港區第三組中亦勇奪殊榮：

男子甲組100米及200
米冠軍：中四級雷裕
峰同學

女子甲組400米季
軍：中五級陳小冰同
學

男子甲組4X100米接力冠軍：（左起）中五級蘇志豪、李孟愷及
中四級鄭家樂、雷裕峰同學

職業博覽規劃人生
緊接着開放日，本校與扶輪「與校同行」計劃將於3月23日合辦職業博覽，目的是為中
四及中五級同學提供就業資訊。當天將邀請20個行業的專業人士，為同學介紹各行各業。除
本校同學外，亦會邀請東區其他中學的高中同學參與。擔任講者的專業人士大部份為本校校
友，他們將介紹行業的入職要求及晉升階梯等，同學可從中挑選自己最喜愛的兩個行業參
與。若 貴子弟現就讀高中，相信他們透過參與這次活動在人生規劃方面必有所得著。
職業博覽會過後校慶還有其他大型活動，包括4月17、18日的聯校視藝作品展及7月18
日的校友師生大匯演。請各位家長繼續踴躍支持及參與各項校慶及家教會活動。
張麗雯博士

感謝協助2012-2013年度上學期活動之家長
中一迎新講座
(15-7-2012)
中一家長夜
(21-9-2012)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攤位分享展覽
(10-11-2012)
陸運會2x50米親子接力賽
(21-12-2012)
「話當年」親子盆菜宴
(5-1-2013)
參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18-1-2013)

伍惠玲女士、李秀月女士、馬克慶先生、劉小玉女士、韓婉香女士、
沈瑞珏女士 (2G向敏中家長)、陳綺雯女士 (4C李偉誠家長)、
蘇明珠女士 (3H林俊賢家長) 擔任家長義工
伍惠玲女士、劉小玉女士、韓婉香女士擔任家長義工
伍惠玲女士、廖息球女士、歐笑英女士擔任家長義工

劉小玉女士擔任親子接力賽優勝獎頒獎嘉賓
伍惠玲女士、李秀月女士、馬克慶先生、彭笑芳女士、廖息球女士、
劉小玉女士、歐笑英女士、韓婉香女士、江劍萍女士 (6C余煒庭家長)、
胡潤冰女士 (4N林昕彤家長)、陳基耀先生 (2K陳亮言家長) 擔任家長義工
伍惠玲女士、劉小玉女士擔任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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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境，亦擴闊了視野。該
校有不同課程可讓學生
報讀，可作為家長給予
子女提供升學的資訊。

時光飛逝，又到了一學期一次的『賽後』
檢討時間。在這期間，我像學生般從工作中學
習和成長，生活非常充實。就讓我數算手指，
在上學年本會舉辦或協助學校多項活動，計有
中一迎新日、中一、中二及中三家長夜講座、
東區家長教師聯會攤位分享展覽、東區升中巡
禮、「話當年」親子盤菜宴及參觀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在此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委員及家長
義工，有賴大家的努力使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
成。

在以上各項活動中，
使我最難忘是與各老師、委
員及義工的合作，我感受到大
家的一顆熱誠。在籌辦及帶領活
動中，大家一呼百應，不分你我，同心同力的
工作，目的只是想活動中可拉近親子距離，凝
聚家庭力量，加強家校的溝通。參加者的簡單
的一聲『多謝』、正面的評價已是我們工作的
動力。我們是一個有默契的團隊，彼此默默建
立了感情，互相支持，也能分擔工作和生活上
的壓力。我衷心感謝大家，特別是老師們對我
的支持及接納，給予我很大的肯定及力量。在
此，我亦鼓勵學生們繼續努力，你們是「文理
的小火種」，要好好將你們的心中的一團火燃
燒下去，發揮你們的小宇宙，不要辜負師長們
對你們的培育。

感謝校方了解家長們的需要。記得在舉行
家長講座前，學校因應家長的情況與講者商討
相關的講題，使講座更有效益。今年我們邀請
了余國健先生(心靈階梯培訓總監)主持了多個家
長講座，余先生是3位孩子的父親，他在親子管
教上有很多經歷，透過講者深入淺出的講解，
生動有趣的表達手法，加上真情的分享，家長
不但取得很大的共鳴，亦從講者身上了解更多
與孩子相處的心得及相處之道。
在東區中學巡禮活動展覽上，參觀者對學
校感到興趣，參觀期間不時提出問題，希望了
解學校的發展、成績和畢業生的出路等等。特
別在東區升中巡禮中，參觀的家長十分欣賞我
們同學能夠清楚介紹及禮貌地回應，亦十分認
同我校的辦學理念。

展望將來，我會與委員繼續努力，舉辦不
同活動，增進家長間或家校交流機會，發展家
長義工團隊協助及支援學校，盼望家長繼續支
持本會，積極參與活動及參與我們工作，造福
每位學生。
最後，我衷心感激校長、老師及家長們，
並謹祝校長、各位老師、員工、家長及學生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而「話當年」親子盆菜宴活動可算是本會
另一突破。我們嘗試在校內舉辦盆菜宴，希望
與在校學生及他們的家人一同慶祝校慶，也藉
此重溫昔日歡樂時光。聚會中，老師、家長及
學生們談天說地，彼此加深認識，一同共享美
食，增進感情。是次活動參加人數連同表演學
生及老師達140人，人數鼎盛，歡樂的笑聲充滿
了整個禮堂，大家都有一份難忘的回憶。當天
節目非常豐富，先由學生的鼓隊打開序幕，接
著緊張及刺激的集體遊戲，參加者全情投入，
不分彼此，爭取最佳成績，還有豐富的抽獎，
在此多謝校友會、校長及余副校長捐出多份禮
物。此外，當然少不了學生古箏團表演。表演
結束時，在場參加者均『聽出耳油』，而在他
們熱情打動下，箏團同學再為大家壓軸表演，
將整晚活動的氣氛推到最高潮，更有不少家長
與子女一起隨著音樂跳舞。表演完結後，掌聲
雷動，呼聲不絕，大家對學生的表演十分欣
賞。最後，各人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
我們盼望來年可再舉辦類似活動，而期望可以
與學生再攜手合作。我亦感謝老師及委員的安
排、努力付出及支持。我們眾志齊心，互相支
援，使得活動能成功完成。

家長教師會主席 伍惠玲女士
(5H施銘傑同學家長)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2011-2012)
項目
支出
收入
政府津貼		 14,418.00
會費收入		 45,400.00
親子燒烤收入		
2,250.00
家教會資料冊
5,000.00
家長教師會會訊
11,100.00
中一家長夜（講者李慧蘭酬金）
2,500.00
5月25日家教會小食製作
98.80
7月15日家長日講座「將責任還給孩子」
3,500.00
3月3日親子燒烤
7,700.90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橫額
126.00
贊助學生活動：中山四天考察
8,000.00
贊助學生活動：台灣文化初探交流團保險
3,515.95
贊助學生活動：生果日
3,018.65
贊助學生活動：親子好書/好電影推介比賽
380.00
贊助學生活動：閱讀及電影欣賞學會問答比賽
210.60
贊助學生活動：萬聖節活動
289.80
學生廁紙
5,808.00
獎學金
3,400.00
原子印
160.00
東區家長教師會會費
300.00
銀行手續費（更換主席）
150.00
總計：
55,258.70 62,068.00
上學年結餘（2010-2011）
56,082.20
本學年結餘
62,891.50

本學年上學期的最後一個活動是參觀知專
設計學院，可能因為是平日的關係，參加者比
較少。我們感謝校方細心安排旅遊車接送。在
參觀過程中，參加者更了解該校的設施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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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概覽
中一迎新講座 (15-7-2012)
每年7月，中一新生及家
長可透過本會舉辦的迎新講
座，進一步了解『文理大家
庭』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家
長也可藉此機會了解子女的個
人發展和成長需要。2012年7
月15日的中一迎新講座上，特
邀請培訓機構總監余國健先生
擔任講者。余先生在親職教
育、九型人格、學生輔導、青
少年發展及管教子女等範疇都
涉獵甚深，透過講題『將責任
還給孩子』，讓父母學懂讓子
女學習獨立、面對困難和承擔
責任，又建議家長多『接納』
、多『鼓勵』，給予孩子更大
自由，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能
力。

校長張麗雯博士致歡迎辭。

感謝每位家長義工的協助！

余國健先生以輕鬆幽默的
方式向家長解說如何『將
責任還給孩子』。

中一家長夜 (21-9-2012)
迎新講座之外，本校於開學後不久的9月21日舉行「中一級家長夜」，讓家長更了解本
校及子弟的學習情況。當天，本會再次邀請於迎新講座中擔任講者而獲一致好評的培訓機
構培訓總監余國健先生主持專題講座，協助家長裝備自己，以求更有效地培育子女成長。
余先生在『作個親子好教練』的講題中，指出了現時普遍的親子問題，配合適切的例子，
講解『親子教練學』的理念，藉此有助父母重建正確的親子觀念，啟發父母更注重子女的
品格成長，從而認識和建構生命價值和意義。

育有三名子女的余國健先生道出了家長的心聲，以專業的角度剖析教養子女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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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概覽(續)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攤位
分享展覽 (10-11-2012)

廖息球女士(右三)

伍惠玲主席、歐笑英女士及廖息球女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的
士三位家長代表本校為參觀人士介紹
《勝劵在握－升中選校策略》升中講座
本校資訊。
歐笑英女士
伍惠玲主席
攤位分享展覽活動於2012年11月10日圓滿
結束。此展覽為家長和學校提供了交流與分享的平台。是次活動得到伍惠玲主席、廖息球
女士及歐笑英女士三位家長義工聯同兩位學生代表的協助，為參觀人士介紹本校概況和特
色，反應不俗。參觀人士對本校的開放日安排、藝術發展、學生的語文能力及推廣英語的
活動等情況均感興趣。

雖說是友誼
賽，但參賽者
都拼勁十足，
全力爭勝！

各參賽隊伍及本會委員於比賽前大合照!

陸運會2X50米親子接力賽 (21-12-2012)
本會每年均會於陸運會決賽日舉辦2×50米親
子接力賽，此比賽既有益身心又可促進親子關係，
家長可藉此進行身教言教，並向子女展示比賽的意
義，建構正向價值觀！是次比賽得到不少家長及學
生的支持和參與，共有七組參賽隊伍。本會邀請家
長委員劉小玉女士擔任比賽頒獎嘉賓，更與其他觀
眾一樣，落力為各隊參賽健兒打氣！
劉小玉女士向獲勝隊伍頒發獎牌。

「話當年」 親子盆菜宴 (5-1-2013)
『博文窮理，飛越金禧』，2013年是
本校創校五十周年金禧校慶，適逢本會
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本會於2013年1月
5日舉辦「話當年」親子盆菜宴，邀請
家長、老師及同學參加。透過此活動讓
大家更了解本會今昔的轉變，並促進溝
通，加深家長及師生之間的了解。

本會主席伍惠玲女士向出席
者講解盆菜宴的精彩節目，
還有本會副主席李秀月女士
及本會康樂馬克慶先生擔任
主持。

家教會一向致力促進家校合
作及溝通，盆菜宴上特安排
了本會的活動回顧，向各位
展示本會過往的工作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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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概覽(續)
「話當年」 親子盆菜宴 (5-1-2013)

主席伍惠玲女士
和各位度過了歡
樂和盡興的時
刻，齊舉杯暢飲！

盆菜宴活動豐富，包括品嘗美
味的盆菜、遊戲及抽獎、才藝表演
及本會活動回顧。此外，鼓藝團的
團員大力揮動鼓棒，鼓聲雷動；
古箏團員們的古箏曲調和優美的舞
蹈，與鼓藝團的表演相映成趣，觀
眾們看得如癡如醉。這一動一靜的
表演確令盆菜宴生色不少！大家共
度了一個難忘、歡欣的晚上！是次
活動得到不少家長義工及學生協助
準備工作，令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本會期望家長繼續支持和參與本會
的活動！

鼓藝團的團員和古箏團員們落力表演，為是次活動助慶！

無論是問答環
節，或是『收買
佬』遊戲，男女
老幼都非常投
入，滿載而歸！

感謝每一位家長委員、家長義工及教師委員不辭勞苦地籌劃
活動，有賴眾志成城才令盆菜宴活動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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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概覽(續)

家長及同學細心聆聽香港知
專設計學院導師的講解。

參觀完畢，相信同學及家長定必
對專上學院有更深入的認識，獲
益良多。

參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18-1-2013)
本會一向致力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潛
能，透過不斷嘗試，一展所長。為讓家長及學生
增進對專上課程的認識，本會於2013年1月18日特
安排中四至中六級家長及同學參觀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透過參觀，了解專上學院的校園環境、教
學設施、課程內容特色及就業前景等。同時，家
長亦參加了相關的工作坊。

分享園地

家長教師會頒發之
品行及學業進步生獎
（2011-2012）

劉倩妤
（中一）

何樂文
（中二）

湯健珩
（中二）

何俊康
（中三）

『收穫』更勝於美食
我在去年參加家教會製作麵包活動，看到家教會
成員和老師們在經過一天的工作後，仍然籌辦晚上的
活動，目的只是為了讓家長能在輕鬆的環境下交流和
分享，從而了解子女及學校的情況。我覺得老師都熱
心地教導學生，使我感到子女們都很幸福。因此，在
剛舉行的『話當年』親子盆菜宴活動
中，我帶同兒子擔任義工，此時
感到和兒子更加親近了，這收穫
確令人感到欣喜！
陳基耀先生
(2K陳亮言同學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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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樂敏
（中四）

謝佩溢
（中五）

許天琛
（中四）

葉麗玲
（中五）

黃嘉瑩
（中二）

陳智皓
（中三）

陳凱澄
（中四）

陳美霖
（中五）

分享園地(續)

到了我最期待的時
刻了，那便是大抽獎
時間！大家都格外興
奮，特別留意自己
手上的號碼，我一
直十分緊張，惟恐
不小心錯過了。怎
料幸運之神降臨我身
上，我中獎了！而且
是兩次中獎呢！而另一
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環節是
「收買佬」遊戲，幸好得到
我的班主任廖老師的提醒，我們才成功拿到
所需的物品，這遊戲令我明白到團結合作的
重要性！

與別不同的盆菜宴
回想起當天學校舉辦了一個親子盆菜宴
活動，當晚我校禮堂人山人海，參加者愉快
地交談和拍照，好不熱鬧。之後是鼓藝團表
演，團員穿上傳統中國服飾，豪邁地上台
奏樂。看著他們隨著音樂有節奏地擊鼓，真
的非常精彩，能夠在盆菜宴開始之前觀賞到
這麼精彩的表演，令這個晚上錦上添花。及
後，端上盆菜，大家都讚不絕口，我第一次
品嘗盆菜，所以顯得特別好奇，最終也沒有
失望。我一邊吃著盆菜，一邊欣賞溫柔美麗
的古箏團團員演奏樂曲，這真是一大享受
啊！

總括而言，我很享受這次的盆菜宴，這
是我中一校園生活中最深刻的經歷！
1C鄭家盈同學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我期望，在小女將來畢業後，也能夠繼
續為文理書院服務，貢獻自己的一點綿力。

這裡沒有宏大的
校舍，也沒有綠草
如茵的球場，有的
卻是充滿愛心、倦
倦不休和不辭勞苦
地為莘莘學子努力
的校長與老師們。

劉小玉女士
(6H林靄瑤同學家長)

盆菜宴
『初體驗』
這次是學
校首先舉辦親
子盆菜宴，與以
前的燒烤活動有
所不同。從這次的
活動中，可見家教會
的家長及教師委員準備
充足，豐富的節目讓家長和學生度過了熱鬧
和溫馨的晚上。

轉瞬間已過六
個年頭，女兒快要畢
業，而我快要告別文
理書院這個大家庭。記得
由第一次戰戰兢兢地參與開放日的義工，至
現在已擔任三年多的家長教師會委員，當初
陌生的感覺漸漸地散去，委員們都已熟絡起
來。
我有幸能參與校外與校內的活動，當中
包括擔任評判、頒獎嘉賓和美食導師等等。
過程中令我體會到合作的重要性，不要小看
每一個工作單位，彼此間相互關連的微妙關
係，結合而成就是每一次完美演出的元素。

盆菜宴中，最印象難忘的是精彩的餘慶
節目，帶動了整晚的氣氛，讓參加者樂在其
中。再者，這活動亦是一個讓家長互相交流
的平台。家長們亦可藉此加深了解子女的
校園生活。我期盼家教會多舉辦類似的大型
活動，讓家長、老師和同學的關係更邁進一
步。

感謝文理書院，讓小女在這個大家庭快
樂地學習與成長，更感謝張校長、余副校
長、本會正副主席、各老師與委員協助籌備
活動，還有許多的義工及家長們的協助，令
每次的活動也能辦得有聲有色。

歐笑英女士
(6N馮秀雯同學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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