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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2014-2015 年度 

「家長義工隊招募」、「家長興趣班」、「年糕製作班」及 

「家長工作坊」家長通告 

 

親愛的家長： 

一、家長義工隊招募 

 
大家好！多年以來，家長義工抽出寶貴時間，到學校為學生服務，讓我們的同學度過愉快充

實的學校生活，學生實在得益不淺，家長亦能增強對學校的歸屬感。本年度我們需要大家繼續支

持學校，本會希望你們加入義務家長隊伍。為便於日後聯絡及知道閣下參與工作之意願，請填妥

以下表格，並交由貴子弟帶回校交班主任彙收，本會不勝感激。（本年度家教會義工服務詳情請

參閱附件） 

 

二、家長興趣班 

 

為答謝各家長多年以來到學校為學生服務和對學校的支持，並讓各家長有展現才能的機會，

本校家教會舉辦不同種類的家長興趣班。下學期家長興趣班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及內容 收費 舉行日期及時間 名額 

串珠及曲奇製作班 全免 

3:30-5:00pm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家教會室(藍屋) 

15 人 

家長興趣班名額有限，服務學校的家長(家長委員和家長義工)優先取錄，餘下名額則由

本會委員抽籤決定。請各家長報名從速，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1562500，與丘筱盈老師聯

絡。 

 

2014-2015 下學期家長義工活動及家長興趣班詳情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名額 
22/1/2015 1:30-3:30 藍屋 家長義工試飯 無限 
22/1/2015 3:30-5:00 藍屋 家長興趣班 少於 15 人 
10/2/2015 10:30-4:30 家政室 賀年糕點食物準備 無限 
12/2/2015 1:30-3:30 藍屋 敬師日食物準備 無限 
12/2/2015 3:30-5:00 藍屋 家長興趣班 少於 15 人 
5/3/2015 12:15-1:30 藍屋 家長義工試飯 4-5 人 
5/3/2015 1:30-3:30 藍屋 圖書館包書活動 無限 
5/3/2015 3:30-5:00 藍屋 家長興趣班 少於 15 人 
19/3/2015 1:30-3:30 藍屋 圖書館包書活動 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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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015 3:30-5:00 藍屋 家長興趣班 少於 15 人 
26/3/2015 1:30-3:30 藍屋 圖書館包書活動 無限 
26/3/2015 3:30-5:00 藍屋 家長興趣班 少於 15 人 
1/4/2015 1:30-5:00 藍屋 感恩美食義賣準備 無限 
2/4/2015 12:15-4:30 藍屋 感恩美食義賣準備 無限 
16/4/2015 12:15-1:30 藍屋 圖書館包書活動 無限 
16/4/2015 1:30-3:30 藍屋 家教會會務處理 無限 
16/4/2015 3:30-5:00 藍屋 家長興趣班 少於 15 人 
4/2015(待定) 5:30-9:00 外出 聯幫會義工 無限 
16/4/2015 1:30-3:30 藍屋 圖書館包書活動 無限 
30/4/2015 1:30-3:30 藍屋 父母親節短訊評審及展板佈置 無限 
8/5/2015 4:30-6:00 家政室 父母親節禮物設計 無限 
14/5/2015 12:15-1:30 藍屋 家長義工試飯 4-5 人 
14/5/2015 1:30-3:30 藍屋 聯歡會及圖書館服務 無限 
10/7/2015 12:00-4:30 飯堂 舊書買賣活動 無限 

＊＊＊  以上活動時間和內容有可能微調，一切以 WHATSAPP 通訊為準。＊＊＊ 

                    ＊＊＊  請保留活動一覽表以作日後備忘  ＊＊＊ 

 

三、年糕製作班 

   
農曆新年將至，有否想過為摰愛和親朋，奉上親自炮製的賀年糕點，是何等的溫馨和滿足呢？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舉辦賀年糕點製作班，教授兩款賀年糕點︰年糕及蘿蔔糕。只收取$40 報名

費，每名參加者可得年糕及蘿蔔糕各 1盆(約 1斤重)，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1:30 至 5:30 

地點︰本校 3樓烹飪室 

費用︰$40 (包括所有材料費，不敷之數由家長教師會津貼) 

名額︰每班 25 名(費用將從學生證扣除，而所繳交的費用將不獲退還) 

(報名人數如超過 25 名，將以抽籤形式決定。少於五名將取消) 

 

  此興趣班需有數名義工協助購買製作材料，如有時間可協助請以回條示覆。如有任何查詢，歡迎

致電 3156 2500 與李文玲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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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工作坊 

 

你想孩子的生命充滿動力嗎?你想孩子在學業上全力以赴嗎? 

究竟家長怎樣說和做，才能提升孩子的生命動力和學習動機?從而

提升孩子的學業成績? 
在現代家庭中，親子關係管理出現很多問題，孩子是家庭關注的中心，如何教育孩子，成了頭疼的問

題。許多家長感慨孩子難教：如學習不主動、性格內向、膽小、不聽家長的話，他們似乎總是存在這

樣或那樣的問題。其實，培養孩子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而理解孩子成長的規律，走進孩子的內心

才是把握教育的關鍵。 

傳統的家庭教育方法失效，家長需要不斷提昇技巧，引導孩子認識自己，養成自動自發、積極主動的

學習態度、發揮上天賜予的才華，找到生命中的位置。讓孩子們在成長與學習過程中，面對挫折時能

提升「挫折容忍力」。 
 
講座詳情如下： 
 

13/2/2015  (五)：家長工作坊二<認識你的孩子> 
06/03/2015 (五)：家長工作坊三 <成為２１世紀的父母> 

20/03/2015 (五)：家長工作坊四 <教養孩子的要素：應該怎麼說？> 

17/04/2015 (五)：家長工作坊五 <掌握恰當的力度：應該怎麼做？> 

08/05/2015 (五)：家長工作坊六 <助孩子成功秘訣：管教為何無效？> 
 
日期：2015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7:30 至 9:30 

地點︰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2 樓 205-206 室 

費用︰每次$20 (出席滿 4 次講座，可獲半額退款，出席六次可獲全額退款。) 

      (有關費用將從學生証中扣除) 

名額︰80 名 
 
 

請於 2015 年 1 月 28 日或之前填妥以下回條並交回班主任。 
 
 
敬祝 

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家長教師會謹啟 
              二零一五年一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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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2015 家長工作坊講員介紹 

何黃秀麗 Ms Ada Wong 

 

資深心理輔導員 

適用語言：粵語及國語 

 

輔導學院客席講師 

專業輔導碩士 (ONU-USA) 

NLP 培訓師 (NFNLP) 

美國註冊催眠治療師 (IMDHA) 

太平洋沙維雅家庭治療證書 

MBTI 16 種性格分析師 

註冊專業培訓導師證書 

 

 

何太具多項專業資格，包括專業輔導碩士、NLP 培訓師、美國註冊催眠治療師、太平洋沙維雅家庭治

療證書、MBTI 16 種性格分析師、T-JTA 性格測驗執行師證書、情緒取向治療證書註冊專業培訓導師

證書。她善於在輔導中揉合不同理論，有多年個人、婚姻及家庭輔導等經驗，並有豐富的臨床經驗。 

 

何太看到香港社會的需要，毅然放下原有的律師行管理工作，決心成為全時間輔導員，以家庭輔導、

婚前輔導、個人成長及情緒管理為研習目標，透過輔導建立生命。多年來進修不同相關課程，包括情

緒取向治療、家事調解、心靈醫治、人格分析、九型人格及 NLP 等課程。 

 

現於香港某些學院任職臨床督導助理及客席講師〔包括個人成長、性格及情緒管理等課程〕及於中港

兩地不同機構主講公開講座及課程〔如《九型人格》《人際關係與溝通》《情緒與成長》《衝突處理》

《個人成長課程》等〕。 

 

何太專長於個人情緒、戀愛與婚姻和家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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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閱讀有關「家長義工隊招募」、「家長興趣班」、「年糕製作班」及「家長工作坊」事宜，

本人明白家長興趣班篩選機制：委員與義工優先取錄，餘下名額則抽籤決定。 ＃一經報名，活

動費用即從學生證中扣除，恕不退款。 
 

  本人決定參加以下項目: (請以表示) 

一、本人決定    □  參加   家教會義工，並同意家教會以WHATSAPP通知義工活動詳情。 

      

本人的專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繪畫、印刷、校對、打字、普通話、手工、遊戲、維持秩序、運動等。) 
 

二、本人決定    □  參加   家長興趣班，並同意家教會以WHATSAPP通知家長興趣班詳情。 

    □  未克參加家長興趣班活動 

                          

三、本人決定    □  參加   糕點製作班，並同意繳付$40活動費用。* 
    □  未克參加活動 

        * □  可協助購買材料，與李文玲老師聯絡，電話 3156 2500 

    四、本人        □  有興趣參加 家長工作坊，並同意繳付$20 講座費用。* 
                                               

                    □  沒有興趣參加家長工作坊。 
 

        請以三十字描述一下你現在面對最大的親子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 

     過繳費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1 手續費。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家長教師會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有 WHATSAPP 通訊     (請以表示) 

日期: 2015 年 1 月    日 

13/2/2015 (五)：家長工作坊二<認識你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