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位 家長姓名 老師姓名

主席 葉謝惠玲　女士 ---

副主席 吳鄺華英　女士 李順程副校長

司庫 黃黃玉燕　女士 何穎怡老師

文書 楊吳蕙卿　女士 郭淑娟老師

陳符海浪　女士 徐增強老師

聯絡 陳張愛玲　女士 顏永強老師

郭侯東文　女士 劉國霖老師

活動 丁張淑雯　女士 黎志恆老師

宣傳 劉王素芬　女士 廖小蓮老師

總務 趙楊雪梅　女士
陸慶儀老師
陳美鳳老師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家長教師會

「周年大會暨第十屆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家長教師會周年大
會暨第十屆常務委員就職典禮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
日晚上假本校禮堂舉行。多得家長、教師及員工們的
參與，典禮已圓滿結束。是次活動，程序如下：

1.　楊校長致歡迎辭；

2.　第九屆主席鄧梁麗玉女士匯報常務委員會會務及
財政狀況； 

3.　通過第九屆常務委員會會務及財務報告；

4.　選出一位會員負責第十屆常務委員會之義務核數
工作；

5.　確認第十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6.　頒發感謝狀予第九屆委員/義務導師/義工及頒發
委任狀予第十屆委員；

7.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主席致辭，表達對來年工作的
期望並感謝各老師及家長對家教會的支持。

2010年1月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管教青少年的方針》

駐校社工王佩文姑娘

管教的目的

　　管教的目的是教導子女自律，協助子女獨

立地規劃生活，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由依賴父

母過渡至獨立自主，最終自立成人。

1.青少年期與兒童期的管教分別?

兩段時期的管教都應著重「自律」。

在兒童期時，子女因父母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

行為。父母的管教主要是讓子女明白行為規

範，讓他們有規可循。

但子女到了青少年期，隨著外界對他們的要求

和責任愈來愈多，以及為了適應生活上的各種

需要，子女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規範，而把這些

規範內化為個人處事的原則，作自我約束。這

段時期，子女特別重視自身的制約和決定，對

外來的制約較為抗拒。所以，父母管教時，要

著重引導子女作自我約束，而不是用命令約束

子女。

2.「自律」對青少年成長有甚麼重要性?

青少年若能「自律」，便懂得管束自己的行為

和情緒，行事為人恰到好處，有助將來適應社

會。

3.父母是否事事都要管?

父母根本沒有精力去管教子女每一項行為，應

恰當地選擇要管的事。例如涉及道德教育和安

全等事情，父母宜先與子女溝通及商討，然後

才管束子女。其次，父母應留意管教之後，能

否達到「自律」的目的。若能協助子女從中學

習自律，管教才有意義和效果。

原文出處：家長教育推行小組 (2004) 親職學習多面

體 家長教育手冊 中學篇，香港：教育統籌局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家長教師會

第九屆周年財政報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

$ $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盈餘 90557.96

第九屆會費收入 (716 人) 2864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經常津貼 4100.00

總收入 123297.96

支出：

(A) PTA津貼課程

　(1) 津貼中文科課程
　　　(戲劇拔尖課程) 1000

　(2) 津貼英文科課程
　　　(英語增潤班) 2380

　 (3) 5月家長晚會講座 2000

(B) 典禮費用

　(1) 第九屆就職典禮：茶點 1301

　(2) 贈送紀念品予畢業生 205

　(3) 購買果籃(陸運會之用) 218

　(4) 畢業禮花籃 200

(C) 會訊 2960

(D) PTA推廣活動

　(1) 元宵燈謎會 1128.4

(E) 油印及文用開支 1143

(G) 其他支出：

　(1) 購置同心軒書籍 703

　(2) 壁報 54.5

　(3) 印製會員證 420

　(4) 收據簿 450

　(5) 過膠片 112

　(6) 書券 3200

　(7) 飯盒試食 181.5

總支出 17656.40

現有盈餘 105641.56

同心軒

　　同心軒是專為家長而設的資源中心，也是家教
會委員及義工處理會務的地方。會員可於開放時間
內，到同心軒借閱書籍，亦可致電同心軒，與委員
及義工聯絡。
開放時間：逢星期三　早上10:00 – 下午12:30
電    話：2446 6769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得獎名單
(2008-2009)

1.升讀大學獎學金(2007-2008)
　7A林秀珍   7B梁家浩   7B陳俊文

2.傑出學生
　1B王俊豪　2C朱嘉妤　3B許家睿　4C許世

3.全校傑出學生
　6A何仲君

4.才藝獎
　3B吳諾允(體育)  4D彭紫雯(舞蹈)  6B蕭嘉豪(音樂)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城路20號　　　　　FAX：2447 8242　　　　　　E-MAIL：sphkyspta@yahoo.com.hk



第十屆家長委員心聲

主席　葉謝惠玲　女士

　　很榮幸能繼續成為家教會委員，可以再一次跟
委員一起為學校及家教會服務，這實在是一次難得
的機會。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樣，踴躍參加家教會的
活動。

副主席  吳鄺華英　女士

　　多謝各位支持，讓我能成功連任。我是一位半
職活動助理，兒子正在學校念中二。自參與學校的
家教會後，我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一同為
學校及學生服務，十分愉快。我希望來年能繼續為
家長、學校及同學盡一點綿力。

文書  楊吳蕙卿　女士

　　我是去屆家教會委員，很榮幸今年可以再次當
選。我的興趣是做手工藝，我也很樂意到同心軒與家
長分享做手工藝的心得。我希望憑著過往的經驗，盡
力協助學校發展，並為家教會貢獻一點力量。

司庫  黃黃玉燕　女士

　　很高興能夠加入家教會，為大家出一分力。過
去一年，我對學校的了解加深了，與學校和老師的
相處緊密了，與兒子的溝通也深入了，這真是當家
教會委員的一種意外收穫。

文書  陳符海浪　女士

　　很榮幸能當選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文書。作為一
個家庭主婦，能多用一些時間去了解學校和子女在
學校的情況，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多謝大家
給予我這個認識學校的好機會，謝謝！

聯絡  陳張愛玲　女士

　　很榮幸得到各位老師和家長的信任，成為新一屆
家教會委員，並擔任聯絡的工作。未來的日子，我會
跟各位委員及義工一起互相合作，希望我們能做到家
校合一，攜手共進。

聯絡  郭侯東文　女士

　　家長教師會是學校、老師與家長互相溝通的橋
樑之一，我很開心能夠加入這個大家庭，讓我能夠
多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還可以認識更多家
長朋友，互相學習。

活動  丁張淑雯　女士

　　我是一位全職家庭主婦，除了照顧家庭外，平
日我也喜歡游泳、打羽毛球和唱歌。閒時，我會跟
朋友茶敘，假日則與家人逛街和茗茶，享受家庭
樂。成為家教會委員後，我希望可以撥出時間，為
大家作出貢獻。

宣傳  劉王素芬　女士

　　我從事電子工作十多年，現任組長，在公司負責
推廣改善計劃。我很喜歡編織、唱歌和烹飪。這次參
加家教會，目的是幫助同學在新學制下愉快學習、健
康成長，最後能達到他們的理想。

總務  趙楊雪梅　女士

　　本學年有幸再一次出任家長教師會委員，我會
好好珍惜這次機會。我期望今年的家教會，可以配
合學校的發展，為學生安排更多的學習活動，讓他
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願所有學生都有一段愉快的
中學生活。

家長委員於中一新生註冊日向家長介紹會務 家長委員、義工及老師到午膳供應商的廠房參觀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活動一覽
日期 活動

11 / 2008 　周年會員大會

12 / 2008 – 5 / 2009 　中一至中二「星期六數學增潤班」

2 / 2009 - 5 / 2009 　中一至中三「星期六英語增潤班」

2 / 2009 - 3 / 2009 　中二及中三「中文戲劇拔尖課程」

2 / 2009 　元宵燈謎會

2 / 2009 - 3 / 2009 　製作「環保愛心編織筆筒」送贈各位中五及中七畢業生

6 / 2009 　家長烹飪興趣班

4 / 2009 　「和諧家庭在天水圍」賣旗活動

家長擔任圖書館義工，
定期來校協助處理圖書館事務

「家長烹飪興趣班」──茶果製作

家長委員及義工一同為去屆中五及中七同學，
製作「環保愛心編織筆筒」

展示不同的手工藝作品

於農曆新年舉辦「元宵燈謎會」活動

於家長日設置同心軒資源展示閣，
並供家長即埸借閱親子教育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