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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六世書院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通訊 (第一期) 

 

 

                                                     吳慧儀 (中二家長) 

 本屆家教會會員大會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

十一日完滿舉行。 當天順利通過上年家教會週

年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同時亦修改了家教會會

章中銀行戶口簽署及流動現金金額事宜。隨後，

由校長頒發十七和十八屆家教會委員之感謝狀

及委任狀後，大家小休片刻，一起開開心心享用

本會預備的精緻茶點。 

 小休過後，本會就各級家長有不同關注的事

項，舉行了交流會及專題講座。例如中一、中二

年級的交流會，是與班主任會面及分享學生升中

後校園點滴。另外亦有專題講座是為高中選科或

是為 DSE 而準備，例如中三年級是有關高中選

科講座；中四年級是生涯規劃講座；中五、中六年

級是新高中多元出路講座。 

   本會每年都舉行新高中多元出路講座，原因是

現今大學收生要求及計分方式不斷改變，所以本

會今年再次邀請了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

事 – 吳寶成先生蒞臨本校，為中五、中六年級分

析本港大學聯招及聯招以外學途徑的最新資料及

形勢，內容豐富充實，家長和同學都得益良多。 

 本會將會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及講座，

請大家踴躍參加，多謝大家！ 

  

吳寶成先生主講新高中多元出路講座 

學友社的陳衍宗先生分享– 生涯規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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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二十一日舉辦的家校交流會，使我看到囡囡在學校生活的部份照片、

啦啦隊練習的情況及中一成長營的活動概況。在等待與班主任面談前，更可

以與其他家長互相交流教導之不同方法，取長補短。最後，與班主任面談時，

真正了解到囡囡在學校的學習情況，上課是否專心及家長如何協助學生改進

等方法。這次活動對我來說是獲益良多，我一定會鼓勵其他家長抽空參加家

校交流會之活動。 

 蘇少霞 (中一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女兒今年已經中三了，快要迎接中四選科的另一階段，今次的主

題「審慎選科，迎戰高中」是一個我期待已久的講座。老師做了一個選科表，清

楚講解怎樣選擇 3X 或 2X 的組合。雖然可選修的科目很多，但心儀的科目不一

定能在同一個列表上，這些還是要留待女兒審慎選擇。 

今次的講座還有很多關於升讀大學的資訊及統計數字，內容十分豐富。 

 廖銳恆 (中三家長) 

 

升學組楊梓伶老師講解中三選科事宜 中三級升高中選科講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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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了解女兒是否適應中二學習生活，所以我參加了家

長教師家校交流會。會上大家先欣賞由老師製作的校園生

活花絮，當大家看到學生臉上的笑容亦不自覺笑起來。 

接著就是我們最期待的環節-直接與班主任對話，班主任與

我們詳談女兒在學校適應及學習問題，大家互相發問及討

論，令我感受到班主任十分愛錫學生，更令我不再擔心女

兒在校生活。 

 吳慧儀 (中二家長) 

 

 

 

  

 

  

 

 

 

 

  

中四級生涯規劃講座情況 

感謝學校在每年的家教會會員大會之後為每一年級的家

長、學生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女兒已經升上中四了，亦是

開始思考她完成高中學習後繼續升學的問題。今年學校邀請

了學友社的講者到校分享講座 – 生涯規劃。講座中，我認

識到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如何準備記錄高中階段學

習情況的「學生學習概覽」(SLP)、「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

就」(OEA)、「學校評估報告」(SRR)及聯招入學計分方法，

為升學做好準備。 

  陳艷寧 (中四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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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及中六級多元出路講座情況 

 I am the parent of aS.5 student.  I attended the Parents’ Day talk about tertiary study.  The 

school has invited a famous guest, Mr. Ng to give the talk.  He is an expert in delivering information 

about strategy and planning in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It is essential for me to attend the talk.  

Hereby, I understand how complex the JUPAS is.   

 From primary school to secondary school, it takes 6 years.  From junior form to senior form, it 

takes 3 years.  Now, it takes 2 and half years to enroll into the JUPAS system.  Time is pushing us to 

make a choice every 2 or 3 year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very accurate choice.  However, useful 

information helps us to make a good choice. 

 As a student, we have to work hard.  However, it is not realistic to be good in every subject.  So, 

how to allocate our time and effort in different subjects is our challenge in order to get into our desired 

stream in our higher learning.  I think I have to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JUPAS.   The 

guest encourages us to know more through the radio of RTHK. 

 Polly Choi (S.5 parent)

 

  

 

我雖然已經聽了四次有關高中的升學出路講座，但不同講者對我都有新得著。 

今次講者吳寶城先生的講座，內容十分豐富，資訊簡潔而實用。 

感謝學校及家教會為家長及學生的悉心安排，我再深入了解不同升學的多元出路，擴闊

了眼界，明白條條大路通羅馬，令我們安心迎接升學的新挑戰。 

最後祝各位中六同學入到心儀的學科。 

 林慧貞 (中六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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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很感恩，能成為今屆家教會主席及家長校董，實屬莫大的光

榮！謹此再次感謝各位包容本人不足之處，不吝賜教，我實在獲益良多，

萬分感激！ 

 回顧這三年的服務，家教會為更緊密聯繫師生及家長溝通，籌備了

不少精彩活動，當中有賴於各熱心義工家長，學生及老師的團結及支持，

才能得圓滿果效，你們的努力實在功不可沒。 

 今後，我會繼續與家教會眾委員合作，擔當及推動家校一心，支持和實踐學校

的辦學理念! 期待大家的參與，和我們一起，為我們的女兒及自己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 

 本人謹代表家長教師會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和睦。 願主祐平安! 

 家長教師會第十八屆主席 

 譚月明 (中四家長) 

 

 

 

 家長委員 老師委員 

主席 譚月明 / 

副主席 李惠芬 廖黃桂珍 

秘書 黎帶有 曾恩慈 

司庫 林慧貞 杜善媛 

教育 蔡璇玲 鄭翰卓 

出版 蔡來娣 潘玉珊 

康樂 吳慧儀、陳艷寧 鄭翰卓 

總務 蘇少霞、廖銳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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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everyone!  

I am a Science teacher, Ms. Rain LAI.  

I am happy that I have a chanc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you.  I like to 

explore the nature because it is the 

greatest treasure to humans.  I 

enjoy hiking and observing the life in 

nature.  I am glad to see different 

species at wild.  For example, when 

I hiked in Gunung Kinabalu,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some of the species, 

like pitcher plant, close to the track.  

Also, I visited Galapagos Island to 

see giant tortoises, sea lions, iguanas, 

blue feet booby, etc.  Even, I went 

to Tierra del Fuego of Chile to see 

King Penguins.  The animals at wild 

have more vigor than those in zoo.  

Apart from nature, I am interested in 

culture.  I am eager to know the 

customs of different races in the 

world.  So, I like to visit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speci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like Peru.  I find that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and mysteries in the world that I long to explore.  How about you? 

 

Teacher’s Name Class Teacher Subject Taught 

Ms. Rain LAI S.1B Biology, Chemistry and Integrated Science,  

Ms. Connie LAM S.1A English Language 

 

 

Ms. Rai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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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everyone!  Here’s Miss LAM.  I am grateful to have the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teach in Pope 

Paul VI College.  It is my first time to teach in a girl’s school.  After a few months of teaching here in 

Pope Paul, I found the girls here are generally polite, pleasant, obedient and vivacious.  

 

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student, a good friend of mine asked me to teach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in a secondary school after school.  She encouraged me to give teaching a try.  After a year, 

I found that teaching is an enjoyable job for me and I like teaching.  My journey as a teacher had 

begun.  

 

I remembered when I was a class teacher of a F.2 class in my 2nd year of teaching, students performed 

badly academically and some of them had behaviour problems.  After a year of teaching, they 

changed a lot.  When it came to the last day of teaching, they gave me a folder which consisted of 40 

pieces of reflections.  Every one of them wrote me something about how they felt after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for a year.  I had tears in my eyes when I was reading this.  I still keep this folder very 

well and it reminds me of how rewarding teaching is.  I understood that I had made a difference on 

them and they became mature.  They reminded me of my younger days and, more importantly, how 

my teachers passed on their knowledge to me and my classmates and how, in the process, they 

affected my life.  The last lesson with them was certainly a very memorable moment.  I hope I may 

become a respected teacher who can positively affect students' lives too. 

 

 

 

 

 

 

 

 

 

 

 

 

 

 
Miss Conni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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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校交流會 2017  

 為了增加家校溝通，促進家庭與學校的關係，與及幫助家長了

解女兒在學校的生活，認識她們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本會自 2014

年開始，在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之後，舉行全校的家長老師交流會。 

 「家校交流會 2017」就不同級別家長和學生的需要，安排不同

主題，希望藉此讓家長了解子女學習需要，幫助她們及早規劃人生。

今年家長及學生的反應十分熱烈，報名人數接近 650 人，彼此就關

心的議題作充分交流，家校融洽。 

2. 高中多元出路講座 

 本會在周年會員大會後，邀請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先生

為中五至中六家長和同學主持「高中多元出路」講座，講題為「前途在我

手，踏上青雲路」。出席人數超過 200 人，家長和學生都表示獲益良多。 

 

3. 「生涯規劃」講座 

 「生涯規劃」是從 WHY、WHAT、HOW 出發，提示中四同學探索為何要

生涯規劃？何謂生涯規劃？家長如何協助子女規劃並實行？講座也會簡述大學

聯招，以及介紹聯招以外本地的升學途徑，家長如何協助子女選擇適合的升學

出路。本會邀請學友社陳衍宗社工主持講座，內容實用，講者生動，出席者得

益不少。 

4. 家校同心齊送暖 

 本會將於 2018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六)上午為石籬區的長者送上新春

禮物包，希望藉此提供親子機會，讓家長與年青人共同實踐仁愛與服務

的校訓，以啟發年青人關注香港的老人問題，並反省自身行為。 

 是項活動需要大約 40 位家長義工參與，請踴躍支持。詳情請留意本

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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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製作新年小食 

 本會秉承校訓「仁愛與服務」的精神，每年在農曆新年之前，由家長義

工全力製作賀年小食，饋贈有需要的家庭。日期預計是 2018 年 1 月中旬，

家長如欲擔任義工，請聯絡廖太或馬姑娘。 

 

 

6. 家長講座 

 本會正邀請婦女基金會在 2018 年 1 月 21 日 (星期日) 下午 3:30 – 5:00

蒞臨本校主持講座，講題是「正向家長教育」，歡迎各位家長出席。詳情請

留意本會通告。 

 

7. 健康雙週 

 為配合本校「健康校園」的主題，家教會支援學生健康

領袖在 2018 年 4 月至 5 月舉辦一連串與健康相關的活動，包

括水果日及烹飪比賽，歡迎各位家長擔當義工。如欲參與，

請聨絡本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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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發展計劃  (2015-16 至  2017-18) 

 

1.  建設福音校園，推動心靈教育  

 

2.  培養求知好問精神，積極追尋學習真義  

 

3.  凝聚教師團隊力量，支援學生健康成長  

 

學校關注事項  (2017-18) 

 

1. 啟迪學生尋覓人生意義，追求真理，敬主愛人 

 

2. 建立學生深思好問、慎思明辨的態度 

 

3. 透過身教言教，培養學生建構共融文化 

 

 生命教育的內涵包含三項環環相扣的目標：(1) 終極關懷的省思，包含人生意義的探索， 

對生命終向課題的省思，了解宗教信仰的意義等，引領學生建構自己的人生觀。 

(2) 培養學生倫理思考及反省能力，在價值多元化的社會中，學習「慎思明辨、擇善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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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生命中之重大倫理議題。(3)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不止於知的層次，而是能融會貫通到 

人的身心靈，內化為學生的生命智慧、人生觀與倫理價值觀，以統整其知情意行，提升其生命境界。 

 學校透過宗教與倫理培育及所有學科教育，並配合其他學習經歷，如義工服務體驗、閱讀 

活動、戶外考察、「生命．歷情」體驗、電影欣賞等，加強探究人生命中最核心的議題，促進 

學生深化其人生觀，內化其價值觀，統整知情意行，提升人格與靈性，在澆灌培育中昇華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注重倫理思考與反省，啟發學生的意識和自覺，在和諧的氛圍中追求真理，在力行中求

真、求善、求美，潛移默化中融入敬主、愛人、善己、惜物的全人培育。 

 要使學生養成積極探索、勤於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要把她們培養成能肩

負起建設重任的棟樑之材，就必須使她們積極主動的樹立起自主學習的意識，

具備良好的自主學習能力，正像宋代文學家朱熹在《觀書有感》中寫到：「問

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自主學習能力便是學子永不枯竭的知識泉

源。 

     

 教學策略方面，學校將加強學生深思好問的精神，培養她們慎思明辨的態度，並配合電子 

學習，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及學習效能。 

 

 今年，學務組繼續帶領六個學習領域的老師與教育局合作進行「課堂研究」，特別針對如何建

立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例如課前預習、課堂筆記摘錄、課後筆記整理，期望能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六個學習領域八個學科涵涉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科學

教育(綜合科學、生物)、科技教育(普通電腦)、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綜合人文、中國歷史)。   

 

 目標明確，志向高遠是自主學習的動力。近年的教育改革

強調多元出路，培養學生作好規劃準備尤其重要。今年，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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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邀請及外聘專業機構到校教授生涯規劃、大學聯招選科策略、面試策略等，讓高中學生對自己

今後的學習前途和人生道路有美好的憧憬，並有實現理想的策略和責任感。至於升學及就業輔導，

更是重要。本校會舉行各種輔導活動，包括家長教育，以協助了解多元出路。 

 自主學習還需輔以恆心、毅力，才能實踐心中所想。學校亦

會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讓學生學會逆境自強、堅毅上進。學生的

學習能力往往限制於他們對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我們應該讓 

學生明白任何人都有能力解決人生的難題，父母和師長更在乎她

們勇於嘗試及堅持不懈的態度。 

 抗逆力是人類的一種潛能，是面對危機或困難的適應力，能減低逆境帶來的損害。當遇到 

困難時，一個擁有抗逆力的人，不單能跨越困難，更能從中學習成長，活得更堅強。抗逆力包括三

大要素：效能感、歸屬感及樂觀感。效能感是指能與人溝通、明白他人感受、有解決問題能力及懂

得自控、自省。歸屬感建基於照顧、支持的關係，對自己有積極的高期望和積極參與活動的動機。

樂觀感是相信未來是光明的、有盼望的。樂觀態度與目標感有一定的關係，包括計劃未來、定立目

標、成長學習、動機及堅持性。 

 

 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青少年不單要面對學習和生活節奏帶來的挑戰，還要適應家庭結構及

人際關係的改變。有見及此，學校重視發展學生訓輔工作，以幫助學生全人發展。有效的學生訓

輔服務可加強學生的歸屬感，協助他們掌握解決問題的技巧和作出明智的決定，成為有責任感的

人。每年學期初，為了幫助中一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成長營的歷奇訓練都是以逆境自強、堅毅上進為訓練重點。 

今年本校亦挑選了廿一位熱誠的中一學生擔任天晴行動學生大使， 

他們會接受八個月的活動訓練，日後負責協助推廣多元化和具創意的正向思維活動，相信對 

學生的全人發展亦有幫助。此外，近百名學生領袖獲安排接受歷奇輔導，讓她們領略群體合作的

重要性外，更積極學習如何訂立目標、克服困難、反思改進，培育她們成為具責任感、獨立自主、

擁抱挑戰的領袖。 

 

 青少年的成長路充滿挑戰，需要老師及家長不斷的提醒與鼓勵。如何能沉著應戰，化危為機，

這股韌力就是抗逆力，讓人們戰勝逆境，迎難而上。如何強化孩子的抗逆力，家長有責。家長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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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鼓勵孩子，建立她們的自信，並教導她們與人相處之道，幫助孩子面對壓力、學習有效管理情緒，

分析及運用解難的方法，並在有需要時主動尋求協助。家長的身教重於言教，家長應該身體力行作

子女的好榜樣。只要家校通力合作，為下一代建立關愛的成長環境，給予他們合適的鍛煉，必能加

強學生面對困難、挫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