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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2019 「班主任與家長面談」 
 

程序 
 

2:30 – 3:30pm 中一至中五級班主任與家長面談  

(地點：課室) 

2:30 – 3:15pm 中六級班主任與家長面談  

(地點：課室) 

3:15 – 3:50pm 中六：升學講座 

(地點：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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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第十五屆家長會幹事名單(2019-21) 
 

主席 范麗蘭女士 

副主席 曾婉儀女士 

鄭偉玲女士 

財政 郭笑惠女士 

核數 李月串女士 

聯絡 阮鳳英女士  楊斯惠女士 

總務 張雅儀女士 

康樂 周金鳳女士  許慧嫻女士 

家長義工 路杰女士、何旺幼女士、鄭麗華女士、黄勝榕女士、

梁盈盈女士、何惠珍女士、曾燕芬女士、楊斯惠女士、

梁合華女士、顏瑞華女士、范麗蘭女士、郭笑惠女士、

吳美琴女士、阮鳳英女士、張雅儀女士 

文書 石愛萍老師 

副教師代表 陳妙娟老師 

教師代表 周劍萍老師 

  2019 年家長校董   ：許慧嫻女士 

2019 年家長(替代)校董 ：湛志凡先生 

 



 3



 4

1920 安柱中學家長會活動 

月份 活動項目 舉行日期 

全年 家長會辦公室服務、 

補習(安柱校友)導師名單庫(服務) 

全年服務 

 

19年 

9 月 

陸運會‧親子會盃 12/9/19 

第一期「清貧津貼」/靜淙助學金申請 9 月中旬 

法團校董(家長代表)補選 9 月下旬 

與中一家長茶聚 27/9/19 

*家長講座(I)：「如何陪伴子女適應中學生活」 

主講嘉賓：吳家豪校長及本校駐校社工許文傑先生 

27/9/19 

11 月 班主任與家長面談會 27/11/19 

舊校服回收領取服務  12 月上旬 

19 年 11 月

至 

20 年 1 月 

法團校董(家長代表)選舉 11 月下旬至 

1 月中旬 

20 年 

1 月 

*家長講座(II)：「正向管教 自主學習」 

主講嘉賓： 羅乃萱女士 

新一屆家長會就職典禮 (須完成選舉活動) 

17/1/20 

2月 第二期「清貧津貼」/靜淙助學金申請 

 

2 月上旬 

家長會義賣活動(其中一天為家長日) 

(扣除必要開支外，收入撥歸「清貧津貼」) 

14-15/2/20 

*家長講座(III)：中三級家長講座 

主講：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等 

28/2/20 

3 月 各級學業成績獎勵計劃 3 月上旬 

4 月 舊校服回收領取服務 4 月上旬 

*家長講座(IV)：(待定) 

主講嘉賓：(待定) 

24/4/20 

4 月 DIY 珠仔玫瑰花/康乃馨 25/4/20 

7月 《家長通訊》第 25期 7 月上旬 

家長會盃（傑出學生獎‧才藝） 10/7/20 

舊校服領取服務 (中一新生家長) 1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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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支援(本校家長會為家長提供下列全年服務) 
 

1.家長會網頁︰   https://www.cneccc.edu.hk/Parents/ 

  

2.家長會服務：  

 

a. 家長會辦公室 

地點︰A03 室(進入學校正門後，右手邊第二間房) 

 開放時間：逢星期二、三(中午 12:30 – 1:30) 

 

b. 校服回收、領取 

 

c. 補習(安柱校友)導師名單庫(可到家長會辦公室查詢) 

1 設立目的： 

秉承安柱學兄學姊照顧學弟學妹精神； 

為家長提供尋找家庭補習老師的渠道。 

2 家長可於辦公室開放時間內蒞臨，查閱本會之「補習(安柱校

友)導師名單庫」，為子弟尋找適當人選。 

3 由家長自行聯絡舊生，核實舊生學歷等個人資料，議定補習形

式、薪金等。 

4 本校不會涉及任何利益。 

 

d. 書籍、影音資源外借服務(可到家長會辦公室借閱) 

歡迎於家長會辦公室開放時間內蒞臨閱讀及借閱，主題與親子教育、烹

飪、健康飲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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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諮詢熱線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2423 036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學校社會工作部 

駐校社工：鄭巧儀姑娘  許文傑先生 

2857 7700 

香港遊樂場協會(上葵涌青少年綜合服務中心) 2424 3043 

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2423 5045 

香港小童群益會(賽馬會石蔭青少年綜合服務中心) 2481 3222 

社會福利署(荃葵青區) 

北青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南青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西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西葵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東葵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435 3938 

2435 0852 

2439 5429 

2421 4281 

2428 0967 

葵涌分會葵涌(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香港家庭福利會) 2426 9621 

社會福利署熱線服務 2343 2255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東荃灣)    2402 4669 

向晴軒熱線 (香港明愛) –家庭危機輔導、住宿(24 小時服務) 18288 

芷若園 (東華三院 – 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 182381 

單親家庭熱線 (香港家庭福利會) 2465 6868 

人間互助社聯熱線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187 8668 

明心窗 (香港青少年服務署，放榜熱線) 2334 1879 

關心一線 (香港青年協會) 2777 8899 

東華關懷熱線 (東華三院) 2548 0010 

安家舍 ── 哀親輔導、善終服務 2729 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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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資源 
 
 家長易學站(香港資訊教育城) 

http://www.hkedcity.net/parent/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http://www.parenteducation.org.hk/hkpea/  

 明愛家長教育學院(香港明愛家庭服務互聯網教育計劃) 

http://teenhome.hkcampus.net/parent/content_frame.htm 

 教育局(向家長提供的服務)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events-services/programs/index.html 

 家庭生活教育資料中心 

http://www.family-land.org/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http://www.chsc.hk/main.php?lang_id=2 

 

 明報教育網     

http://www.life.mingpao.com/cfm/parent1.cfm 

 明光社 

http://www.truth-light.org.hk/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http://www.cys.org.hk/ 

 中信月刊 

http://www.ccmhk.org.hk 

 

 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網上簡報       

http://334.edb.hkedcity.net/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有關大學聯招資訊)  

http://www.hkacmgm.org/jupas/jup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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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生涯規劃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edb/opencms/lifeplanning/home/?_locale=zh_

HK&__locale=zh_HK 

 教育局香港中六學生資訊專頁 

http://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index.php 

 學友社        

http://www.hyc.org.hk/news/index.php   

http://student.hk/ 

 明報校本生涯規劃網站  

http://cneccc.lifeplanning.com.hk/   

password: career1617 

 教育局職業資訊網站   

http://lpecareerinformation.com/   

 國際文化交流 

http://www.af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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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分工 
 

校長 吳家豪校長 

行政事務長 黃潔敏副校長 

學生事務長 潘慧筠助理校長 

教學事務長 戴志鋒老師 

訓導主任 黃家輝老師 

學生輔導主任 鄧耀鴻老師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麥鳳儀老師 

社區服務活動統籌主任 王美娟老師 

聯課活動主任 黃志嘉老師 

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 邱淑婉老師 

宗教活動主任 何寶珊老師 

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 石家喜老師 

學校社工 
鄭巧儀姑娘 
許文傑先生 

 

網址： http://www.cneccc.edu.hk/  電話：24230365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