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
2021-2022 年度周年大會

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三〸分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禮堂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〸三屆周年大會
程序

負責人

1

委員及嘉賓進場

郭麗萍老師

眾立

2

播校歌

郭麗萍老師

眾立

3

祈禱

黎俊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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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育麟老師

眾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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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專題講座:
淺談九型人格看孩子內心世界

梁衞釗先生
九型人格型號判斷中心首席顧問、
《我是幾號—九型人格全面學》作者

眾坐

9

中三級高中選科簡介

郭麗萍老師
黃華昌老師

眾坐

周年大會結束後，各家長前往課室跟班主任會面及領取測驗周
成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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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M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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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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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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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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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20-21 學年，延續三段
學習模式至高中階段。此外，本校亦着
重發展電子學習，運用不同的電子學
習平台及軟件於教學上，並參與不同
的計劃，例如：2021 年 5 月開始了
BYOD(自攜裝置)計劃，藉以促進學習
效能。過去一年因受冠狀病毒疫情的
影響，學生未能如常上課。本校透過網
上學習平台，適時運用學習軟件及網
上課堂，達致「停課不停學」。

2.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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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邀請香港城市大學正向
教育研究室持續為老師進行培訓。
2020-21 學年計劃加強委員會的工作，
推行有關正向教育的學生活動，但因
疫情緣故，活動推行模式需要改變及
調節。期望來年疫情緩和，以面授形
式推行正向教育及有關活動。

總結

由於冠狀病毒疫情，學校不能全面進行實體課堂及常規的校園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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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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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會務報告
感謝學校的信任和支持，以及眾家長一直對家教會的支持。以下是本會過去
一年主要舉辦的活動：

1. 10 月中一家長講座
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總幹
事陳穗老師為大家分享「開發孩子的
樣性」，讓家長對發展子女的特質有
更多的了解。

5.

家長委員親自為大家編輯家
教會會訊，讓大家一起回顧過一年
的活動花絮。
6.

2. 11 月家教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三屆

7. 5 月「禪繞畫親子體驗工作坊」及
「芳香手作親子工作坊」
家長與子女一起參加另類的
減壓工作坊，既舒壓，又可以與子
女一起體驗學習的樂趣。結束前，
還來個即影即有的拍照留念，樂
趣無窮。
8.

3. 2 月「親子易徑家長小組」
與基督教家庭服務處匯愛家
長資源中心合辦「親子易徑家長小
組」工作坊。疫情下，只能以 ZOOM
的形式開組，但無礙積極好學的家
長。 透過四節的學習及實習，以
「知行易徑」的理論，了解子女不
同問題背後的需要，並運用不同策
略及技巧回應，以減低子女行為問
題所帶來的困擾。

5 月敬師活動

家教會特意為全校老師及教
職員送上木製紙紙巾盒，聊表感
謝之情。

(2020-2022)常務委員選舉

上屆三位家長委員再度連任，
另外再增添三位新委員，感激他們
真誠及無私的付出。此外，本年度
加插學生親自製作感恩短片及心意
卡，聊表對父母的感激之情。出席
的家長，無不甜在心頭。當天還邀
請了城市大學丁偉聰心理學家，跟
眾家長分享「孩子多面睇．認識性
格強項」主題，鼓勵家長多以正向
教育的角度看待子女的成長。

3 月出版家教會會訊

7 月學生舊校服送贈活動

本年度收集得來的舊校服比
去年多，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捐
出舊校服。中一同學在新生註冊
日領取，其他級別的同學在指定
開放時間領取。
9.

8 月中一迎新家長會

在老師的詳盡講解後，眾中
一家長對學校的課程和子女的需
要，認識更深。分組時段，各家
長委員還親自傳授過來人經驗。

4. 3 月 「藝術治療工作坊」

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工作坊，讓參加者親身體驗藝術治
療如何幫助認識自己及抒發情緒，
並應用在青少年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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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校同學學生照拍照服務
本年度學生十元一打拍照服
務，不再只限於中一級同學，推
廣至全校同學，讓每一級同學均
可受惠，活動很受歡迎。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
2020-2021 年度財政報告
3/11/2020-31/08/2021
項目

詳情

HK $收入

HK $支出

115,744.41

上年度結餘
（3/11/2020）
家長會員會費

($40 x 729 位)

29,160.00

教師會員會費

($40 x 56 位)

2,240.00

敬師活動（手工材料）

1,083.50

SMS 短訊支出

6,000.00

學生獎學金

4,656.00

2020-2021

年終品學兼優獎書券
(24 位同學)

本年度利息收入

(30/11/2020)

0.65

(31/05/2021)

0.71

總收入/總支出

*戶口結餘至 31/08/2021 HK$ 135,406.27

147,145.77

11,739.50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家長教師會
2020-2021 年度財政報告（教育局資助）
項目

詳情

HK $支出

SMS 短訊支出

3,000.00

會訊印刷

3,997.00

會印（原子印）

164.00

家教會橫額

498.00

家長活動

即影即有相機及相紙

中一家長講座講員費

1,500.00

易徑家長小組

2,400.00

禪繞親子山工作坊（兩次）

4,400.00

芳香手作親子工作坊（兩次）

7,100.00
1,353.00

AGM 心意卡

228.00

IMC 選舉活動
（信封）

98.70

舊衣送贈活動—
單杆伸縮衣架
家長日 LABEL
總支出

108.00
78.00
24,924.70

班主任會見家長地點
級別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地點

班主任 、科任老師

1A 101

級主任 黃賢萍老師
符文星老師、廖玉芳老師

1B 102
1C 103
1D 104

李育麟老師、黎慧施老師
劉麗媚老師、郭美雲老師
張惠愉老師、黃華昌老師

2A 201
2B 202
2C 203
2D 204

級主任 方文蘭老師
黃永全老師、方文蘭老師
胡嘉燕老師、鍾汶倩老師
王柏穎老師、曾樂敏老師
邵佳婕老師、黎博文老師

3A 301
3B 302
3C 303
3D 304

級主任 尹家恩老師
黃秀英老師、楊慧玲老師
朱振邦老師、馮嘉偉老師
曾素玲老師、尹子謙老師
韋 翔老師、王 波老師

4A 105
4B 106
4C 107
4D 205

級主任 吳偉康老師
鄭偉儀老師、陳達華老師
李兆榮老師、劉美瑩老師
葉麗珊老師、郭建亨老師
陳淑媚老師、黎俊勇老師

5A 206
5B 207
5C 305
5D 306

級主任 李曄熹老師
司徒樂欣老師、黃紹康老師
姚嘉鑫老師、郭麗萍老師
葉珈豪老師
霍美儀老師、黃火帶老師

6A 403
6B 404
6C 405
6D 307

曾慧萍級主任
李謙禮老師、李汎汶老師
陳綺瑩老師、楊鳳玲老師
周慧君老師
麥思浩老師

本會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