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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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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深水埗區校際才藝展光華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傑出家長義工嘉許禮

活動相片集

        光陰似箭，新的一年又開始，本人有幸成為第二十四屆家教會主席，在此感謝
校方、老師、家長、同學過往的鼎力支持，更多謝各委員盡心盡力推動家長教師會
的工作，使會務蒸蒸日上。本校家長教師會一直擔當著學校與家長之間溝通橋樑的
角色，積極推動「家校合作，共創美好校園」的理念。
    
       去年，家長教師會捐助多個獎學金，獎勵品學兼優的同學，還資助及舉辦不同
類型的課外活動，例如學生交流團、親子旅行、家長義工計劃、開心果月之標語創
作及攝影比賽、初中學業提升班、制服團體、社區服務等，讓老師、家長及同學積
極參與，有效地促進家校合作。

       此外，家教會全年亦舉辦了其他多姿多采的活動：
1.去年10月，家教會舉行了周年大會。
2.本年度，兩位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分別出席三次學校管理委員會會議 。
3.去年3月，康樂委員籌辦親子旅行，是次旅行的參加人數衆多，反應非常踴躍，                                                   
大家對南丫島生態遊十分滿意。每年我們的親子旅行都會參觀一所大學，今年參觀
的是理工大學，並邀請了校友程少明博士簡介會計及金融學科的課程特色。他還親
自帶領家長和學生參觀美輪美奐的校舍以及展覽了卓越科技產品的創新館，大家都
流連忘返。
4. 去年11月29日，家教會與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協辦了深水埗區中學巡禮，令
本區小學生及家長能更深入認識本校的辦學理念和教學特色。今年5月23日，家教
會積極參加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活動，如「深水埗區校際才藝展光華2015」，
學校的國術學會及舞蹈組的同學獲得了更多的表演機會。此外，經本會推薦後，5D
班林迪和4C班談雪盈同學成功獲選為「傑出服務學生」，以表揚他們對社區服務的
付出，本會家委龍桂燕女士和梁煥英女士也分別獲得由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頒
發的「傑出家長義工」殊榮，以表揚她們對家教會的貢獻。
5. 今年3月，家教會家長義工、老師和學生，一起參與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主
辦的「2014-15年度社區關懷」活動，為深水埗區人士作免費的醫療服務。
6. 中一午膳監察小組於年內多次隨機抽查午膳飯盒和作問卷調查，諮詢同學對午膳
飯盒質素的意見，以便作出監察和評估，確保午膳飯盒能達到食物安全、份量適當
和營養均衡為重的要求。
7. 編輯小組主編兩期家教會會訊，主題分別是「初中生的生涯規劃」及「爭氣」，
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8. 各熱心家委積極安排了各級別的黃昏家長茶聚，為家長提供聚首一堂的機會，並
分享親子心得。
 
       在擴濶同學視野方面，家教會資助及協辦了一系列的境外交流活動，包括前往
韓國、台灣及國內各地，參與人數共有260人，讓同學能走出教室，放眼世界，增
廣見聞。

　　家教會亦非常關注及支持中一制服團隊、學生奬勵計劃、健康校園測檢計劃、
校內女生支援計劃、中一新生迎新等活動，讓家長能鼓勵同學主動參與，融入精彩
的校園生活。

　　家校合作，任重而道遠。要做好每項工作和活動，實在有賴老師、家長委員及
家長義工的積極參與，才能順利完成。身為主席，我很高興見到過去一年學校在蔡
校長的帶領，老師和家長的團結合作下，同學能更努力學習、互助互勉、自強不息
！而新一屆家長執委會已正式成立，本人非常期待今年在新校長黃校長的帶領下，
九龍工業學校能再創佳績！

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嘉玲 (4B周諾瑤家長)

主席的話
        本人是今屆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本人於去屆已加入學校
管理委員會，經常參與家長教師會的會議，聽取各委員的意見
，並在校管會會議中反映家長的看法。為了可以更全面地接觸
各家長，聆聽他們的意見，所以本人決定參加今屆家長教師會
的工作。

        家長教師會是學生丶老師丶家長和學校的對話平台。本人
覺得學校的施政及辦學方針可改變學生的未來。學校為學生鋪
設青雲路，而家教會就變成一條橋樑，以學生的福祉為考慮點
，就學校的施政盡量提供意見。

       過去一年，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家長的反應都非常踴
躍，本人希望各位家長來年能繼續支持我們的活動！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林國豪 (5B林鉅然家長)

副主席的話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1D郭嘉鳳 1E李偉浚 2C彭湘儿

2E李劻泓 3E尹家成 3E馬俊業

參觀明報出版社

中一家長茶聚

家委監察午膳飯盒質素

家委歡送蔡校長榮休
家委聚首一堂出席校友會周年晚宴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　席  林嘉玲女士  黃國輝校長
副主席  林國豪先生　　  余國健副校長
秘　書  蔡嘉欣女士　　  楊麗萍副校長
財　政  羅秀英女士　　  尹惠安老師
編　輯  黃詠彤女士　　  黃志明老師
　　　  龍桂燕女士　　  梁志偉老師
康　樂  劉愛蓮女士  陳笑卿老師
　　  
　　　  吳翠云女士  鍾麗萍老師　　  
午　膳  鍾細良女士  
　　　　  梁煥英女士
福　利  吳翠云女士  
          馮群施女士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 林嘉玲女士(2015-2017)
　　　　　　　　　　　   林國豪先生(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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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兒子就讀九龍工業學校，純粹是機緣巧合。由於家住東涌，原
本不想兒子跨區上學，但因為他爸爸看到一個港台電視特輯《百年樹
人》，於是他開始改變了原有的想法。
    
       兒子今年讀中二，去年我有幸進了家長教師會，讓我有更多的機
會瞭解兒子在學校的情況，有更多的機會和老師溝通。過去一年，我
看到老師對學生的悉心栽培，每年大考前學校會利用午飯時間為中一
的學生補習，名為「中一學長計劃」，顧名思義就是由中二以上的大
哥哥大姊姊為中一的同學補習。學校還有很多課餘活動，包括童軍、
救傷隊、禁毒先鋒隊等等，還有很多學會例如國術學會、攝影學會、
地理學會、普通話學會等等，真是應有盡有、非常豐富。兒子進了禁
毒先鋒隊，還有國術學會，正能量亦由此開始凝聚，希望他在學校能
繼續努力，各位同學也一起加油，把事情做到最好！我慶幸選擇了九
工。

家長教師會編輯 龍桂燕 (2E李偉浚家長)

    很高興新一年能夠繼續和龍女士一起擔任家委編輯的工作，也感謝
校長及各位家委的踴躍投稿，令今期會訊能順利出版。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會有不同的角色和責任。作為父母的責任是
照顧和養育子女；作為老師的責任是教導知識及培育學生成才；作為兒
女的責任是孝順父母及認真讀書；而在工作中，僱主和僱員也有不同的
角色和責任。然而責任感不是一天就能學成的，除了學校擔當著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外，家庭也是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學習場地。

       根據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德育及公民教育）張永雄的專題文章
所言，責任感有別於責任，責任可以是自發性爭取或別人委以完成的任
務。前者是自發的，而後者是外加的。責任感則是一種用心和能力去迎
接更多、更大的挑戰，同時，責任感的表現，也能贏取別人的信靠和更
多提昇自我及表現自己的機會。

       責任感的培養，取決於人們怎樣看待責任，以及個人的品格情操。
一個人身負責任並不等於他具有責任感，因他可以把工作馬虎了事。反
之，具責任感的人會事事上心，盡力而為，自發地把事情做到最好，期
望不負所託。責任雖然會予人壓力，但當責任完成了，就會帶來很大的
滿足感和成功感。故此培育責任感是學習的重要一環，不容忽略。

       要培養同學們的責任感，家長、學校及社會必須共同努力，締造一
個合適的環境，幫助他們培養應有的責任感。

       而家庭是培育子女責任感的首要地方。家長平日應給予機會，讓子
女學習自理，承擔家庭責任，也藉此教導他們應如何有效地分配時間。
今期會訊，校長及多位家委也分享了他們對培育責任感的觀點與心得，
希望大家能藉此機會交流意見，達致家校合作的理念。
      

家長教師會編輯 黃詠彤 (4A鄺頌然家長)

家委投稿 - 自我管理能力
    大家好！我是2C班陳家聰家長劉愛蓮。轉眼間一年的家委任命已完結，渡過了一個多月的暑假後，
同學已收拾放假的心情重返校園，而我和其他家長也和你們一樣，要迎接新的學期及新的家委工作。
     
       第一項挑戰是投稿於第32期家教會會訊，題目：「自我管理能力」。這六個字對所有人來說都不難
讀及不難寫，但是要做到確實不是易事。相信每位在小時候都會有夢想或曾定下甚麼志願，但至今又有
幾多位可以夢想成真？其實要夢想成真確實同自我管理能力有莫大的關係。想成功做好每一件事情都要
有恆心及耐性，這都是自我管理能力的其中一部份，誰說可以一步登天？但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希望各位家長及同學日後做每一件事情都能自我管理得宜，相信要達到這目標或理想不是一件難事！
  

家委 劉愛蓮 (2C陳家聰家長) 

        自我管理能力，不同時期，有不同進度。
      
        嬰兒期，漫不經心。肚子餓了，尿濕了，只要哭閙一下，就有人來解決。
     
        幼稚園時期，從心所欲。有了意識，只有權利，似乎不太需要有義務，只需要學點規矩，就能
瞞天過海，順利過渡。

       小學時期，半推半就。想要有權利，原來也加送義務，也開始面對紀律，課外活動，選朋友，
打遊戲機，…父母為你訂立的時間表多不受歡迎，雖不太願意，但多數得跟著做。

       中學時期，自把自為。不能不負責任了，節目又多，時間不夠，父母那套也不敷應用，不能不
自訂時間表，訂好目標，設定倒數時限，分配好各項要完成的事項。這個時期，必須要做到的首要
任務，就是要培養好這個習慣，才能為將來面向社會作準備，這也是應付任何工作的基石，沒有建
立好這種心態，則難在社會上立足了。所以，同學們，必須掌握這段日子，好好訓練自已，成為一
個能自我管理的高手，那怕將來面對任何挑戰，也能應付自如。

 家委 梁煥英 (2E黃銘浲家長)

       懶惰是天性，通過自我管理可以讓自己從惰性中改善過來。何為管理？管理就是要規範人的行為，就是要克
服人的惰性。
     
       一般在學習和生活中，我們也有這樣的經驗，就是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時候，但發現過了很久還是沒有做；或
者覺得有力氣使不出來；或者總覺得生活是灰色和抑鬱的等等。生活好像總是被惰性纏繞，知道那不好，但又不
知道從何處入手來改變。

       首先要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其次要有良好的作息時間，對學習管理進行時間管理，在每個時段先做哪些學
科功課都要有很好的安排，列成時間表後自己可以按照計劃進行。學習計劃是不是製作得愈緊湊愈好呢？其實學
習計劃大可不必編排的非常緊湊，你需要預留一些玩樂的時間，在一段學習結束之後你可以放鬆，但是時間絕對
不能太長，最多20分鐘，這段休息時間不要玩電腦、不要看電視，否則其後心裏總是會產生不想再學習的感覺。
有時候覺得學習乏味，建議去看些動漫，有些動漫可以讓自己有充滿鬥志的感覺。最好也盡快找到自己的夢想，
有了夢想才有前進的動力。不過歸根到底學習是自己的事情，學習不是為了家長也不是為了其他人。只要你堅持
信念，一定能做得到的！

家委 吳翠云 (3C莊豐僑家長)

新家委介紹

       大家好！我是 1E 黃日熙的媽媽。十分榮幸能成為家教會
的委員，期望在黃校長及各委員的帶領下，家教會能為學校及
各位學生出一分力，共建美好的將來。

家委 馮群施 (1E黃日熙家長)

 《自我管理心得》
    

       閉目冥接真理光，有問需求靜思尋，真理不變概念多，任君行事
自食果。個人安全重生命，財物環保衛生次，愛家保國為後代，生活
和睦愉快享。
    
       日思閉目量日程，對照梳洗認自我，運動得宜筋骨鬆，問安吃飯
精神爽。緩急輕重分先後，機不可失勿誤期，資訊科研搜索問，後果
如何要知曉。概凡處事三思行，夢想理想策劃謀，行事檢討目標訂，
成敗得失毅志定。
    
       時間催促不留人，果斷決定勿多疑，凡事不過三規限，記性敏捷
需常練。運動強身身體壯，營養食物不可缺，功課備課勿費時，社交
友誼不可少。晚思得失用餐後，聊表心思任憑你，鬆筋梳洗牙刷淨，
對鏡問安睡夢去。

家委 林宏基 (1D林勻麒家長)

《鍛煉自我管理能力以提升責任感——生涯規劃成功的關鍵》

     「又要檢查手冊……當我哋小學生咁……」
     「欠交功課五次要記缺點……」
     「遲到五次又要記缺點……」
     「唔記得穿條皮帶又要記名……」
     「九點半返到學校，又當曠課，又要通知家長……」
     「上堂望望手機之嘛，又話要沒收，咪同老師撐囉……」
     「功課做錯又要改正，真煩！」

       也許部份家長在家中聽過同學上述的牢騷，其實學校實施這麼多的措
施背後的動機就是要鍛煉同學的自我管理能力，從而提升未來職場社會裏
僱主對僱員的一個很重要的素質要求：責任感。

       生涯規劃教育是學校未來三年首要關注事項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在這
三年的學校生活裏，在不同時段協助同學認識自己、鍛煉自己、學習好管
理自己、幫助同學開闊眼界及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最後成為社會
的棟樑而不是包袱。

       鍛煉自我管理的範疇其實包括多方面，例如：時間管理、「學習」管
理、情緒管理、行為管理、目標管理、健康管理、財富管理等。

       學校要求大家準時返校、準時交功課，遲到或遲交功課要受責，就是
要同學管理好自己的作息時間及勇於承擔責任。「學習」管理其實可以很
簡單，做練習時先易後難、帶備所需文具及課本上課、上課時筆不離手、
遇有重點時立刻筆錄、有不懂時就請教老師或學長，很多學習上的困難就
自然能迎刃而解了。要大家將家課、溫習重點及通告寫在手冊上就是要訓
練同學好好管理自己的課業及學習進度。

       情緒管理方面，當面對不如意事而情緒有起伏時，不妨深呼吸及即時
反思一下：「值得嗎？」冷靜下來後，你會發覺很多問題其實都不難解決
。

       至於行為管理，學校要求同學有禮守規，對校服及儀容的要求嚴格，
不正是現今職場對員工的服務態度、制服及儀容有要求的寫照嗎？速食店
的員工不也是制服整齊兼束好頭髮嗎？有沒有注意到所有巴士司機工作時
都掛有職員證？哪有銀行職員將頭髮染成金金黃黃的？有沒有見過銀行男
職員或酒店大堂男經理穿戴耳環或有標奇立異的髮型呢？煤氣公司學徒訓
練計劃就清楚寫明學員不得紋身及染髮。哪有用戶願意讓一個金毛紋身漢
進入自己的家裏維修煤氣爐呢？由此可見社會對同學的要求比學校還多，
標準還要更嚴格。將來作為一間公司的僱員，你就有責任準時上班、有責
任準時提交業績報告、有責任取得別人信任、有責任維護公司利益和團隊
形象、有責任控制自己情緒免得失顧客影響公司聲譽、有責任提供優良服
務、有責任遵守公司的員工守則等等。

       目標管理方面，學校希望同學明白學生的責任就是好好學習，家長不
妨鼓勵子女為自己就改進學業成績方面訂定短、中及長期目標。目標不宜
太難達到，否則會被挫折拖垮，小步子走就可以了，有了自信心後不妨再
進取一些。
 
       至於管理自己的健康，參與校園測檢計劃、認真上每一節體育課、多
做運動，對自己的健康負責，也是一個不錯的起步點。總括而言，及早培
養同學良好的責任感是學校的重要任務，具體方法就是從提升自我管理能
力開始。

       在學校，老師透過手冊檢查、校服檢查、出席考勤、課業檢視、獎勵
計劃、早會短講等培育守規盡責的未來主人翁。希望家長在家中也能予以
配合，經常檢查子女的手冊、提點同學每天帶備課本文具上課、校服要整
齊、行事要謹慎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若有一天你發覺你子女的手冊清楚列
明每天要做的功課、哪天要測驗或默書、懂得跟進數學課業的改正、每早
無須催促便可離家返校、主動向你呈上家長信並解釋它的內容、因頭髮長
而主動要求你付錢理髮、自願參與賣旗活動、因測驗成績不理想而懂得向
你傾訴及反思時，請不要驚訝，恭喜你！因你的子女已學懂自我管理，責
任感有所提升，為未來職場的要求已作好準備。

校長 黃國輝

校長的話

編者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