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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集 

 

 

 

深水埗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頒獎禮 2017 

8/7/2017 

 

第一次中一午膳飯盒試食活動 

20/10/2017 

 

「2016/17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頒獎 

14/10/2017 

親子 3D 立體打印工作坊  

(與龍翔官立中學合辦) 

8/7/2017 

 

 

健康烹飪比賽 2017 

5/7/2017 

 

 

「2016/17 學年中一留校午膳計劃」 

良好表現獎頒獎 

29/9/2017 

 

中一家長茶聚暨健康校園講座 

29/9/2017 

 

家長教師會第一次會議 

14/10/2017 

編輯委員： 梁志偉老師(總編輯)、黃詠彤委員、黃海燕委員、陳頴姿小姐、梁桂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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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工業學校 

 

家長教師會 

第 36 期會訊 

2017 年 11 月 

職位 家長委員 學校委員 

主席 林嘉玲女士 

黃國輝校長 

楊麗萍副校長 

鄧慧敏副校長 

鍾麗萍老師 

陳笑卿老師 

張嘉怡老師 

傅子傑老師 

梁志偉老師 

余健峰老師 

副主席 馮群施女士 

秘書 龍桂燕女士 

財政 梁煥英女士 

編輯 
黃詠彤女士 

黃海燕女士 

康樂 
鍾細良女士 

劉菲女士 

午膳 
賴偉珍女士 

林漢輝先生 

福利 
林宏基先生 

岑鳯明女士 

梁煥英女士 (2017 - 2019) 

馮群施女士 (2017 - 2019) 

第二十六屆 

九龍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員會委員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 

  

 意思就是要求同學在中學階段及早瞄準自己的目標；為提升自己的品格要經

常檢點自己的行為，要先求品格再求知識；與老師及益友建立良好的連繫；做事

為學要勤勉；凡事要學曉追求優異，一絲不苟；要學懂發揮正能量，積極奮進，逆

境自強；為自己訂立可承受，能做得到的目標。  

 

 

 

 

 

 

  

 今年暑期的中一銜接課程已於八月廿一日至廿五日及九月五日舉行，其間新

同學表現良好。結業禮時大家都為自己未來的六年中學階段訂定自己的目標：有

的想各科進步，有的想學好英文，有的想學好數學，有的想做好功課，有的想追

回失落的成績，有些想在新學校結交多些好朋友等。他們的良好意願令一眾老師

都覺得十分鼓舞，大家都熱切協助同學們繼續燃燒這一團火。在此我希望家長能

在學年初期多和子女溝通，了解他們的想法，幫助子女於新學年構建新希望和目

標。家長亦可以鼓勵或獎勵，協助子女點燃他們心中的一團火。  

 本學年學校學術事務組舉辦「做好功課獎勵計劃」，目的是希望同學做齊功課、

做好功課（包括功課要整齊不馬虎、不抄襲）及準時交功課。計劃於整學年分四階

段進行，每階段均有獎勵予達標的同學。在此我也希望各位家長予以配合，經常檢

查子女的手冊及家課表現，督促子女做好功課，預備好每次默書或測驗，並適時給

予子女恰當讚賞和鼓勵，與學校科任老師保持良好溝通，如有需要，可尋求適切支

援。本人深信在學校和家長的努力下，子女的成績必進步可期。  

 

黃國輝校長 

校長分享 

  

▲本校學生為自己未來的六年中學階段訂下目標 

 在 9 月 1 日開學日的致詞中， 

我贈與同學的七個英文字母：「A」

（Aim 瞄準）、 「B」（Behave 檢

點）、「C」（Connect 連繫）、「D」

（Diligence 勤勉）、 「E」（Excellent

優異）、 「F」（Strive Forward 奮

進）和「G」（Achievable Goal 做得

到的目標）。  



   

 

 

  

 家長教師會是家校合作的重要一環，能夠成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重

要溝通橋樑，並且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加強家長和學校的聯繫。通過家

教會更了解孩子在校園裡的學習情況， 有了對學校正確的認識， 增進親

子關係，更有能力給予孩子適切的關懷和培育。  

  過去的學年， 家長教師會資助及舉辦了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 包括

捐助獎學金， 獎勵品學兼優的同學，又舉辦學生交流團、 親子旅行、 義

賣籌款、家長教育講座和社區服務等，讓老師、家長及同學齊齊參與， 

促進家校合作。家教會全年舉辦了多項多姿多彩的活動， 我們可以通過

本會網頁認知各項大事及活動概況。  

 

 

 

 我特別要指出，本會配合校政，家校合作，推廣 STEM 教育。 首先，

我們為學校籌募電子學習經費，添置平板電腦及 Apple TV 等學習工具

以迎合現今的電子資訊科技世界。本會與社會服務組合辦「義賣籌款」

活動，是次活動取得各方熱烈的支持， 校長、 家長、老師和校友熱心捐

出多項義賣物品，家庭電器、飾物、手袋、擺設，應有盡有。此活動既

符合環保原則，又可幫助我們的孩子，意義非凡。  

  此外，本會積極支持同學參與 STEM 活動及比賽。在今年 5 月及 7

月， 本會與龍翔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合辦親子「3D 立體打印」講座及工

作坊， 我們邀請了香港工程師學會劉銘豪工程師任主講嘉賓。 是次活動

是學校推廣家長教育活動之一， 透過活動讓家長和學生親身體驗及操作

立體打印，認識 3D 立體打印技術及其最新的發展， 促進家長及學生親

子互動學習的氣氛。  今年 10 月本校同學參加在科學園舉辦的中學太陽

能車設計比賽，獲得「最具創意科技獎」和「最準時完成獎」。 

  STEM 教育是九龍工業學校的強項，  家教會會是學校有力的支持

者。  

  

 

 

 

 

 

 

  

 

 

 

 

 

 

 感謝各熱心家委積極安排多次黃昏家長茶聚及講座，包括「中一家

長茶聚」、「初中家長茶聚」、「高中家長茶聚」、「危機應變講座」、

「健康校園講座」、「如何協助子女生涯規劃講座」及「關懷學生精神

及心理健康講座」，為家長提供聚首一堂的機會，互相支持及鼓勵，凝

聚更大的家長支援網絡。 透過家校交流活動，讓家長能多了解孩子的個

性，  多關顧孩子的成長，促進親子關係。 

  家教會一直支持學校致力栽培同學擁有廣濶的視野及關心世界的

襟懷，本會資助及協辦了一系列的境外交流活動，地點包括內地、臺灣

及韓國，  參與人數共 97 人。這些交流團不但擴闊學生視野，加深學生

對祖國的認識及對外地風土人情的了解， 還為他們提供學習普通話和英

語的機會，提高他們兩文三語的能力，裝備自己，迎接人生的機遇！  

   校友愛護師弟師妹，支持母校，參與我們舉辦的活動，共同為學生創

造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家校合作，任重而道遠。各家委無私付出，勞苦功高，令各大小活

動得以圓滿完成。 林國豪副主席擔任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委員代表長達

四年， 把家長的心聲及意見帶進會議内， 又主動為師生家長安排不同的

活動，包括每年參觀政府飛行服務隊基地、舉辦家長委員培訓活動等， 

是一位殊有貢獻的家委！今年他兒子中六畢業了，他也功成身退。   

 本人感謝各位家長、學生積極參與本會的活動，相信家校合作的精

神是持續不息，並將有新的成績。STEM 教育需要學習和創新，本人期

望九龍工業學校的 STEM 教育再創新猷，校譽日隆。  

 

 

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嘉玲女士 

 

 

主席的話 

http://www.kts.edu.hk/pta/ 

 

  

 

 

 

 

                    

 

 

 

 

 

 

 

 

鄺頌然家長 

                  黃詠彤女士 

 香港教育局將 STEM 套用到香港教育上

只是短短兩年多時間， 九龍工業學校與時並

進，  更可以說是將 STEM 融入校園的先驅， 

早年已增設 3D 打印和推廣機械人設計等活

動， 引領和提升同學們動手設計、  解難等技

能， 也增加同學們對學習的興趣，而學校開

辦的工作坊更見家長們積極參與！  

 新一年， 希望更多家長能參與學校舉辦

的活動， 與同學們一起成長，  一起見證同學

們努力的成果！  

編輯的話 

黃日熙家長 

馮群施女士 

林勻麒家長 

林宏基先生 

 STEM 是代表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

學各英文譯寫的首字母縮略詞。 

 STEM 這詞語對我來說很陌生， 因為

在我中學的時期並沒有！因時代的轉變，

現在我們的孩子正正就是需要 STEM 教

育。 

 STEM 教育有助孩子發揮創意和潛

能， 讓他們尋找自我潛力， 確定未來發展

的方向。 

 學校全力推動 STEM 教育，令我們的

孩子更加容易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有清

晰的目標。 

 我對九龍工業學校有信心，在已有的

基礎上， STEM 教育的發展必定有可觀之

處。 希望政府提供更多資源， 配合長遠國

家發展， 那使得我們的孩子更容易配合這

個全球的教育趨勢。 

家委的話 

 「創新是概念，  實踐是工程，

美化的表達是視藝。」這是我過往所

認知的。 STEM (科學、技術丶工程

和數學)强調學習知識和鍛鍊技能， 

也提倡創新。 創新科技和創新產品

二者關係密切， 希望大家能領悟當

中道理。當有新科技出現時 (例如光

纖)，便有相應的創新產品出現。 我

們未必能成為創新科技的先驅者，  

但我們可以多思考， 多學習， 新一

代也可以在學校接受 STEM 教育，  

這樣我們都有機會成為發明家了！  

 有 一 次 在 弄 DIY 鎖 匙 扣 牌

時，  有人問我：「為何在紙內開

窿  ﹖」我 即 時 直 接 了 當 回 答 ：

「人 家 沒 做 而 我 做 了，  這 是 創

新。」  

 猶記得攝影界前輩說：「在

外國人評選攝影作品，  首要考慮

創新的因素。在風景相片一項，  

相片所展現的風景給人新鮮的感

覺， 那相片便會被優先選中， 因

此拍名山大川如黃山一類照片容

易獲獎。跟風者便湧到黃山拍照。 

相多了，  何來新鮮感呢？」  

 

● 「學生傑出服務」 —  6 C  吳琪琪、5 D  彭湘儿  

● 「傑出家長義工」 —   林國豪副主席、龍桂燕委員  

● 2E   洪若嫣                

● 2E   梁銳聰 

● 3E   陳桂鋆 

「2016/17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2016/17 學年中一留校午膳計劃」良好表現獎名單 

● 2D 魏國潤 

● 2D 陸頌賢   

● 2D 張煜欽 

● 2E 金東昱 

● 2E 黎賢達 

● 2E 賴俊熹 

● 2E 馬爍堎 

● 3E   曾献晋 

● 4D   吳泉兵 

● 4D   黃佩甄 

● 2E 招潁希 

● 2E 梁俊文 

● 2E 梁銳聰 

● 2E 莫嘉欣 

● 2E 王菁菁 

● 2E 王永德 

● 2E 洪若嫣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頒獎禮 2017」 

● 2A 葉國豪 

● 2A 許樹人 

● 2C 陳旭俊 

● 2C 卓晓涵 

● 2D 許愷然 

● 2D 簡哈妮 

● 2D 林寶欣 

 STEM 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

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四門學科英文首

字母的縮寫， 其中科學在於認識世界，解釋自然界的客

觀規律；技術和工程則是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改造

世界， 實現對自然界的控制和利用的夢想，解決社會發

展過程中遇到的難題；數學則作為技術與工程學科的基

礎工具。  

 STEM 是一種新的教育理念， STEM 除了科普教育， 

更重視學生解決問題和動手的能力，香港學生普遍在學

術上的能力強， 但動手設計、 實際解決問題相關技能較

弱。 

 由此可見， 生活中發生的大多數問題需要應用

多種學科的知識來共同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