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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 

       2020-2021 年度周年大會暨第〸三屆常務委員選舉 
司 儀 :  朱得怡老師      

程 序 

 

 

 

 

 

 

 

 

 

 

 

 

 

 

 

 

 

 

 

 

 

 

請各家長往課室跟班主任會面及領取測驗周成績單，時間約 3 時 35 分至 4 時 25 分。 

（中三級家長，在「高中選科簡介」後，才到課室跟班主任會面及領取成績單。） 

 
 

課室點票老師 
101室   霍碧珊副校長（監票）      梁國璋老師（唱票）     黎慧施老師（點票）      
102 室  鄺德啟副校長（監票）     曾樂敏老師（唱票）    任加瑩老師（點票）  

 程序 講者  

1 委員及嘉賓進場 朱得怡老師 眾立 

2 播校歌 朱得怡老師 眾立 

3 祈禱 朱得怡老師 眾立 

4 校長報告 呂以敏校長 眾坐 

5 會務報告 賴乙星主席 眾坐 

6 財政報告 朱得怡老師 眾坐 

7 致送感謝狀 賴乙星主席 眾坐 

8 候選家長委員簡介 候選委員 眾坐 

9 主持家教會委員選舉及通過接納

一位義務核數家長 

賴乙星主席 眾坐 

10 

 

中一至中三級統測整體成績匯報 中一至中三級級主任 眾坐 

11 專題講座: 

孩子多面睇 認識性格強項  

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 

項目主任輔導心理學家 

丁偉聰先生 

 

丁偉聰先生 

眾坐 

12 宣佈家教委員選舉結果 賴乙星主席 

 

眾坐 

13 中三級高中選科簡介 郭麗萍老師 

黃華昌老師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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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校歌 

   蒙民偉中學，基督是宗，中華教會，道一風同， 

鑄人興學，揚愛教忠，五育齊進，兩經景從。 

真理啟發，人格陶融，絃歌和樂，詩禮雍容， 

如沾化雨，如坐春風，桃李競秀，頌主恩鴻。 

 

第〸二屆(2018-2020)家教會委員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義工 

3A 賴元鏘 賴乙星主席 

3A 張芯瑜 陳嘉慧副主席 

2A 梁駿琛 張少雲委員 

2A 楊稀懷 莫芷欣委員 

2B 吳逸曦 吳妙蓮委員 

2C 馮健樂 張玉芬委員 

4C 林  恩 林霧棠委員 

4D 陳曉晴 魏瑞萍委員 

6D 申展威 童敏燕委員 

 

2019-2020 年度優秀家長義工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義工 

3A 賴元鏘 李登林女士 

3A 戴樂晞 何碧輝女士 

2C 許晉熹 肖玉婷女士 

3B 張祉悠 吳穎琦女士 

2D 江珈希 符芳花女士 

2A 關品聰 林業芳女士 

3D 林沅蕎 林耀俊及周佩思夫婦 

4D 陳錦珅 陳清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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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長教師會 

第〸三屆常務委員候選委員簡介(2020-2022) 
 

編號 
 
 
 
 

1 

 

 

 

 

 

 
 

姓名：林業芳⼥⼠ 

⼦⼥就讀級別： F.2A 

職業：兼職活動助理 
 

對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期望 
參與義工活動使我體驗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希

望能夠加入家教會，貢獻自己一點力量，為大家服

務，讓孩子開心學習和成長。 
 
有關家教會的工作經驗 
l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教會家長義工 
l 現任聖公會基顯小學家教會執委 
 
社區或志願團體的服務經驗  
協助小學籌辦及推行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也曾擔任

故事媽媽，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編號 

 
 
 
 
 

2 

 

 

 

姓名 : 吳妙蓮⼥⼠ 

⼦⼥就讀級別 : F.2B 

職業 : 家庭主婦 
 

對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期望 
希望憑着多年家教會的工作經驗，成為家校溝通的重

要橋樑，成功達致家校合作，共同締造一個健康友愛

的校園。 
 
有關家教會的工作經驗 

l 曾任油塘基法小學家教會委員 
l 現任藍田聖保祿中學家教會主席 
l 現任蒙民偉書院家教會增補委員  

 
社區或志願團體的服務經驗  

l 曾多次擔任學校家長興趣班導師 
l 統籌及策劃多項親子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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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姓名 : 張⽟芬⼥⼠ 

⼦⼥就讀級別 : F.2C 

職業 : 家庭主婦 

 

對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期望 
十多年來的學校義工經驗，令我深深明白良好的家校

溝通合作，對大家子女正面的身心健康發展，以及對

學校能更順暢教學的重要性。藉此希望參與家教會委

員工作，為大家出一份綿力。 
 

有關家教會的工作經驗 

l 多年學校義工 
l 現任蒙民偉書院家教會增補委員 
 

社區或志願團體的服務經驗  

7年大厦法團委員 

 

編號 
 
 
 
 

 
4 

 

 

 

姓名 : 陳嘉慧⼥⼠ 

⼦⼥就讀級別 : F.3A 

職業 : 家庭主婦 

對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期望 
加強家校溝通，協助學校進行活動，反映客觀意 

見，讓家長加深認識子女的校園生活，建立良好學習

環境，提升個人素養。 
 

有關家教會的工作經驗 
l 曾任家教會副主席及常務委員，負責審批新校服

商及飯商選舉過程。 
l 現任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l 現任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理事 – 司庫 
 

社區或志願團體的服務經驗  
協助學校舉辦家長工作坊活動、步行籌款、戶外活

動、攝影及話劇組化妝和理髮等。 

編號 
 
 
 
 
 

 
  5 

姓名 : 賴⼄星先⽣ 

⼦⼥就讀級別 : F.3A 

職業 : 營運總監 

對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期望 
l 切實支持學校和家長合作，在五、六年間，引領

子女融入青年人的主流社會，健康快樂成長。 
l 雙向反映家長及學校的意見及需求。 
l 期望陪伴子女多跑一段路，至獨立自主的階段。 
 

有關家教會的工作經驗 
l 曾在小學任家教會委員及學校義工。 
l 現任正覺中學家長教師會委員及替代校董 
l 現任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及替代校董 

 

社區或志願團體的服務經驗 
曾任啟田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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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姓名 : 林霧棠先⽣ 

⼦⼥就讀級別 : F.4C 

職業 : 電腦 

 

對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期望 
l 讓家長了解學校更多，更知道怎樣和學校配合，

讓子女有更好的成長。 
l 讓學生有主動和快樂的學習氣氛。 
 
有關家教會及學校的工作經驗 
現任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委員 
 
社區或志願團體的服務經驗 
教兒童崇拜的工作 

 

編號 
 
 
 
 

 
 
 7 

 

 

姓名 : 魏瑞萍⼥⼠ 

⼦⼥就讀級別 : F.4D 

職業 : 家庭主婦 

 

對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期望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透過家校合作，促進學生的

全人發展，讓學生擁有愉快學習經歷和環境。 
 
有關家教會的工作經驗 
l 曾任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家長義工 
l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教會家長義工 
l 現任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委員 
 
社區或志願團體的服務經驗 
l 參與救世軍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屬下的家長組

織 「家友站」，協助並參與各類親職教育活動及

工作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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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2019-2020 年度關注事項檢討報告之撮要版 
 

簡介 

本校於 2019-2022 學年推行新一個三年計劃，透過不同科組及委員會，按學

生的需要及學校的發展基礎上，以「積極學習」及「正向教育」為發展方向，期

望達致「正向培育耀人生，科技學習揭新章」的願景，並定立以下的目標： 

(1) 持續鼓勵學生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 

(2) 透過發展電子學習以加強學習效能； 

(3) 培養及發展學生正向思維及性格強項。 

 

1. 2019/20年度關注事項 

（一）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學習者 

 (To nurture students to be motivated 

learners) 

自主學習是 21 世紀學生需要

具備的學習條件。總結以往推行自

主學習的經驗，在初中階段強調自

主學習三段學習模式——課前預

習、課堂學習及課後鞏固的學習策

略，強化學生的學習習慣，藉此裝

備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此外，本

校亦着重發展電子學習，運用不同

的電子學習平台及軟件，促進學習

效能。過去一年因受冠狀病毒的影

響，學生未能如常上課。本校透過

網上學習平台及適時運用學習軟

件，達致「停課不停學」。 

2 2019/20年度關注事項 

（二）推行正 向 教 育  (To foster 

positive education) 

世界環境複雜多變，學生面對

不同的挑戰及逆境，其身心靈健康

亦是本校關注的焦點。從學校層面，

本校透過建立正向教育的校園氛

圍，幫助學生有穩固的抗逆基礎。

從個人層面，本校焦點培養及發展

學生性格強項。本校計劃透過班主

任課、不同委員會的活動，提升個

人正面情緒。為達致以上計劃，本

年度邀請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

研究室為老師進行培訓。儘管突如

其來的疫情，老師培訓仍可按規劃

進行，期望 2020/21年度按照計劃，

從委員會工作推行學生活動。 

 

總結 

由於冠狀病毒疫情，學校不能進行實體課，兩個關注項目「積極學習」及「正

向教育」的策略均需要調整進度及推行模式。總結上年度經驗，期望有關的策略

可在今年度有效地推行。 

 

cd詳情參閱學校網頁 2020/21年度學校周年計劃書內容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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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2019-2020 年度)會務報告 
 

感謝學校的支持、信任、體諒和包容，也感謝各位家長支持家教會舉辦的不同

活動，加強家校的夥伴關係。由於社會運動及疫情緣故，所以·2018-2019 年度親子

旅行及周年大會未能如期舉行。 以下是本會過去一年所舉辦的其他活動及支持全校

師生的項目： 
 
1.  2019年 12月 「聖誕暖流」 

一年一度的「聖誕暖流」盛事，

家教會繼續開設深受同學歡迎的義

賣食物攤位。當天十多位義工家長，

攜手合作，為慈善出心出力。在美食

當前，同學吃得津津有味，家長們也

十分開心雀躍。最後，本會把籌得的

善款，共$4644，全數捐贈學校「緊

急援助基金」，以幫助學校有需要的

家庭，渡過難關。 
  

2.  2020年 1月水仙花培植班 

當天共有十多位家長及教師一

同製作水仙花頭，大家帶著已𠝹好

的水仙花球回家，待農曆新年期間，

花苞綻放，迎春接福。在此感謝本校

同工連嬋娟女士教導學員護理水仙

花頭的技巧。 

 

3.  2月出版家教會會訊 

       透過會訊，讓大家重溫過去一

年家教會各項活動的花絮。 

    

4.  5月敬師活動 

感謝各位老師一直以來的辛

勞和關愛，家教會為老師們送上

毛巾熊小禮物，還派發敬師卡給

每位同學填寫，以表達家長及學

生的衷心謝意。 

 

 

5.  7月學生舊校服送贈活動 

為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充

分物盡其用，本會繼續舉辦一年

一度的校服回收活動，並於新生

註冊日，轉贈給有需要的家長及

學生，反應良好。 
 

6.  8月中一迎新家長會 

講座共分為三個主題，分

別是「中一家長如何幫助子女學

習英文」、「中一中文科新課程

的要求」及「中一課程的要

求」。是次講座約 120 位家長出

席，反應良好，讓中一家長對學

校的課程和中一新生的需要，有

更清楚的了解。                      

 
7.  家校合作—－送贈防疫用品 

鑒於疫情嚴峻，家教會先後

於五月及九月，議決捐出約三萬

四千元給學校購買防疫物品，為

同學營造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

境，出一分綿力。 

 

8. 送小禮物給全校同學 

       九月復課，本會為全校同學送

上 A6牛仔簿文具袋，以及為中一

級同學送上密碼鎖，讓同學感受到

家教會給同學的支持及關心。  
 

本人再次謹代表家教會感謝大家對本會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會繼續努力建立

正面積極的家校合作關係，共同攜手教育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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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2019-2020 年度)財政報告 
  

  
項目 詳情 收入 支出 

上年度結餘  115,756.38  

家長、教師會員會費 ($40 x 778) 31,120  

教育局特別津貼  10,000  

聖誕暖流 材料費  1,918.6 

SMS 傳送支出 (由教育局資助) 6,500 6,500 

會訊印刷 (由教育局資助) 5,200 5,200 

家長活動 水仙栽種班（花頭+用具）  620 

家長生命教育講座(教育局資助) 1,500 1,500 

敬師活動 手工材料  446.1 

文具   48.9 

PTA 義工背心   913 

學生獎學金 年終品學兼優獎書券  4,656 

今年度利息收入 (30/11/2019) 33.93  

(31/5/2020) 0.7  

學生禮物 福袋(730個)  13,140 

 防疫裝備  18,777 

 中一密碼鎖頭  647 

戶口結餘   115,744.41  

共計  170,111.01 170,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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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題目：孩子多面睇 認識性格強項 

講者：城市⼤學正向教育研究室項⺫主任輔導⼼理學家丁偉聰先⽣ 

講座筆記及其他參考資料 

性格強項列表 

 

認識⼦⼥性格強項簡報 

 

 

「品格的形成」Know Your 

Character Strengths CHINESE 
 

 
 

孩⼦能⼒，先天決定？ 

 

 

講座問卷調查 

請每位家⾧幫忙填寫網上問卷，讓我

們更了解⼤家的需要及回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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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會見家長地點 
 

級別 地點 班主任 、科任老師 

中一級 

 

1A 101 

1B 102 

1C 103 

1D 104 

級主任  司徒樂欣老師 

劉麗媚老師、張惠愉老師 

李育麟老師、方文蘭老師 

姚嘉鑫老師、霍美儀老師 

黃賢萍老師、黎博文老師 

 

中二級 

 

2A 201 

2B 202 

2C 203 

2D 204 

級主任  吳騰耀老師 

葉珈豪老師、尹家恩老師 

黃永全老師、陳淑媚老師 

江  穎老師、胡嘉燕老師 

符文星老師、王  波老師 

 

中三級 

 

3A 301 

3B 302 

3C 303 

3D 304 

級主任  曾慧萍老師 

 黃秀英老師、劉美瑩老師 

張偉良老師、黃華昌老師 

曾素玲老師、鄭偉儀老師 

韋  翔老師、楊鳳玲老師 

 

中四級 

 

4A 105 

4B 106 

4C 107 

4D 205 

級主任  吳偉康老師 

吳偉康老師（級主任） 

陳達華老師 

馮嘉偉老師 

王兆輝老師 

 

中五級 

 

5A 206 

5B 207 

5C 305 

5D 306 

級主任  鍾淑婷老師 

李謙禮老師 

陳綺瑩老師 

周慧君老師 

麥思浩老師 

 

中六級 

 

 

6A 403 

6B 404 

6C 405 

6D 307 

級主任  朱得怡老師 

勞景德老師 

李兆榮老師 

楊慧玲、黃火帶老師 

葉麗珊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