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 4)                                                                15-16 年度家長通告\費用\76d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日」及「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 - 2016」家長通告 

 

敬啟者： 
 
一.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日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上學期考試已完畢，各科成績亦已整理妥當，本校謹定於本年       
二月廿七日 (星期六) 為家長日，藉此增加家長對  貴子女在學校的情況及對本校的瞭解，現將

家長日資料臚列如下： 
 
1.  家長陪同子女與班主任面談時間，台端請於               到課室面見班主任。 

 
2.  本校藉是日家長蒞臨的機會舉辦家長活動及講座，歡迎家長參加。 

 
A. 中四 (新高中課程) 選科及應用學習講座 

時間：上午 11:30 至 下午 12:15 
地點：禮堂 
目的：本講座使家長對新高中學制的架構、學生選科程序及有關應用學習課程有進一

步了解。 
講者：教務行政委員會及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老師 
對象：中三級的家長、中四級有意報讀應用學習課程之同學及家長，歡迎其他級別的

家長參加。 
 

B. 孩子不迷「網」 
時間：上午 10:15 至 上午 11:15 
地點：禮堂 
目的：本講座讓家長了解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徵狀及不健康使用網絡的禍害，重點認識

預防及處理網絡成癮的方法及要訣。 
講者：施少鳳姑娘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全健中心註冊社工) 
對象：中一至中六級家長 
 

C. 家長座談會  (討論學業及學校行政) 
時 間：上午 9:30 至 上午 10:15  
地 點：地下「學 Teen 堂」 
負責人：黃秀蓮校長、郭世民副校長及陳俊平副校長 
 

D. 新高中升學諮詢站 
時 間：上午 9:00 至 中午 12:00 

下午 2:00 至 下午 3:30  
地 點：禮堂 
負責人：教務行政委員會及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老師 
對 象：中三至中六級的家長，歡迎其他級別的家長參加 
備 註：歡迎家長於上述時間隨時參與 

 
3. 若家長需約見本校教務行政委員會、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訓輔委員會老師或社工等，

可於回條選擇時間或另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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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 - 2016 

為提昇中四級學生策劃義工服務的能力和增加他們參與社區的機會，以及配合新高中課程

「其他學習經驗」的要求，本校將與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合作，於 3 月至 7 月期

間為全級中四學生舉行「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 - 2016」。學生可透過此計劃學習策劃義工

服務的技巧外，他們亦有機會探訪不同的服務機構和接觸不同的弱勢社群，及參與籌辦以關注

弱勢社群需要為主題的大型社區教育活動。整項計劃之活動，除校內之全方位課程活動外，亦

包括探訪及社區教育活動，有關詳情臚列如下： 

探訪資料： 
機構名稱 探訪日期* 探訪班別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新界綜合服務中心 

09/04 (六) 09:30 - 11:30 4A 全班 
16/04 (六) 09:30 - 12:30 4A 第一組 
23/04 (六) 09:30 - 12:30 4A 第二組 
30/04 (六) 10:00 - 12:30 4A 第三組 

香港耀能協會天耀工場及宿舍 (天水圍) 

09/04 (六) 14:00 - 16:30 4B 全班 
16/04 (六) 14:00 - 16:30 4B 第一組 
23/04 (六) 14:00 - 16:30 4B 第二組 
30/04 (六) 14:00 - 16:30 4B 第三組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 (天澤) 

09/04 (六) 13:30 - 16:30 4C 全班 
16/04 (六) 13:30 - 16:30 4C 第一組 
23/04 (六) 13:30 - 16:30 4C 第二組 
30/04 (六) 13:30 - 16:30 4C 第三組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有限公司 
18/03 (五) 14:30 - 16:00 4D 全班 
09/04 (六) 09:30 - 17:00 4D 全班 
30/04 (六) 09:30 - 17:00 4D 全班 

明愛樂勤學校 

09/04 (六) 13:30 - 16:00 4E 全班 
16/04 (六) 13:30 - 16:00 4E 第一組 
23/04 (六) 13:30 - 16:00 4E 第二組 
30/04 (六) 13:30 - 16:00 4E 第三組 

社區教育嘉年華資料 
社區教育嘉年華日期 參與班別 地點 

07/07 (四) 10:00 – 18:00 中四全級學生 天水圍社區 

活動費用：$400 (包括課程費用及物資等) 
(備註：所有學生均可申請校方及有關機構提供的活動費用津貼，只需付港幣$40。符

合領取綜援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的同學，可獲豁免全部費用。) 
 

 敬希  貴家長留意上述事項，並簽署及將回條於翌日交給班主任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詢者，

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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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一.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日 
 
    本人已知悉有關「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日」通告內容。本人的決定如下：(請以選擇) 
 

1) □ 本人 擬出席  以下活動 / 講座： 
 

場次 時間 活動／講座 
請填上 
參加人數 

A 上午 11:30 至 下午 12:15 中四 (新高中課程) 選科及應用學習講座  
B 上午 10:15 至 上午 11:15 孩子不迷「網」   
C 上午 9:30 至 上午 10:15 家長座談會   

D-1 上午 9:00 至 中午 12:00 
新高中升學諮詢站  

 
D-2 下午 2:00 至 下午 3:30  

 
□ 本人 不擬出席  上述活動 / 講座。 

 
2) □ 本人擬選擇下列時間 約見      

□ 教務 (約見時間：□ 上午 9:00    □ 上午 10:00   □ 上午 11:00   □ 下午 2:00 ) 
□ 升輔 (約見時間：□ 上午 9:00    □ 上午 10:00   □ 上午 11:00   □ 下午 2:00 ) 
□ 訓輔 (約見時間：□ 上午 9:00    □ 上午 10:00   □ 上午 11:00   □ 下午 2:00 ) 
□ 社工 (約見時間：上午／下午      ) 

本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 不需約見   貴校教務 / 升輔 / 訓輔委員會老師或社工。 
 
二.  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 – 2016 

本人已知悉有關「社區教育服務先鋒計劃 2015 - 2016」通告內容，並同意繳交有關費用：(以

選擇) 
□ 本人申請校方及有關機構的津貼，需繳費用$40*。 
□ 本人符合領取綜援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獲豁免此活動全部費用。 
□ 本人不需要申請任何津貼，需繳費用為$400*。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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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截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或之前，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

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學生，將由學校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6  年  2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