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281 QUEEN’S ROAD EAST, HONG KONG

香港華仁書院家長教師會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28 1號

PHONE: (852) 2572-2251
FAX: (852) 2572-9370
EMAIL: pta@wahyan.edu.hk

Our reference: PTA 2013-2014/08

各位家長、同學：
教賢家長課程2014
教賢家長課程
本會多年來一直與香港教賢學院合辦家長課程，深受各參加者的歡迎。本年度的
教賢課程將在三月開始，現誠邀各位參加，課程簡介如下：
宗旨：

向家長推廣人文價值教育，幫助家長培養子女正確價值觀，良好的態度
及行為。
形式：
四節培訓課程
費用：
每節五十元正；
若報讀整個課程只需一百五十正；如父母一同報讀，兩人只需共付三百
元；子女免費；
會員與非會員同價；本課程不接受任何退款申請(相關款項將捐助香港
教賢學院作發展之用)。
對象：
各級學生家長 ，歡迎子女一同出席
名額：
每節上限二百五十人 (先到先得，會員優先)
報名方法： 於二月十八日或以前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劃線支票交家長教師會置於
接待處之報名表格收集箱。((支票抬頭：
支票抬頭：Wah Yan College HK - PTA))
證書:
凡完成三個工作坊之學員, 可獲得由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頒發之證書
查詢：
本會家長大使 李太 8111-2018
黎福偉副校長
2572-2251
課程細節： 參閱所附簡介
我們在此誠意邀請各位參加這個課程，利
利用短短四個週末的時間，
用短短四個週末的時間，獲取受用無窮
的知識。如有興趣參加的家長，請填妥所附表格，並在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星期
的知識
二)或以前放進位於接待處的家長教師會報名表格收集箱。
期待你們的參與。
香港華仁書院
家長教師會會長
梁家強謹啟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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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育培訓課程 報名表格
家長姓名(父親):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學號):_______(

)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教師會會員:
只報讀部分課堂者，請在適當空位上加「」
報讀部分課堂者
父親
母親
如何建立子女正確價值觀
如何建立子女正確價值
觀
(
信仰在家庭中的核心價值

______ _____ 1/3/2014

______ _____ 29/3/2014

是/不是(請圈)

-洪松蔭先生
洪松蔭先生

2:30-5:00 pm 瑪利曼中學禮堂)

-陳黃淑珍女
陳黃淑珍女士
陳黃淑珍女士

(2:30-5:00 pm 瑪利曼中學禮堂)

______ _____ 17/5/2014 價值觀的闡明
(2:30-5:00 pm 香港華仁書院禮堂/學生活動中心)
______ _____ 24/5/2014 創意教育：
創意教育：家長的角色
(2:30-5:00 pm 香港華仁書院禮堂/學生活動中心)

-周徐立修女士
周徐立修女士
-方富成先生
方富成先生

本人/我們共參與 ______ 節課程 x $50 = ______________
* 每人報讀一節課程$50，如父母報讀同一節課程便作兩節計算
報讀整個課程，請在適當空位上加「」
報讀整個課程
本人希望報讀整個課程，只一位家長- HK$150
我們希望報讀整個課程，共兩位家長- HK$300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碼: HK$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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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仁書院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瑪利曼中學 瑪利曼小學
家長教師會 合辦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協辦

主題及內容

日期/時間

價值教育培訓課程
價值教育培訓課程

講者

洪松蔭先生)

1/3/2014 (Sat.)
2:30 - 5:00 p.m.

如何建立子女正確價值觀
如何建立子女正確價值觀 Mr. Hung Chung Yam (

29/3/2014 (Sat.)
2:30 - 5:00 p.m.

信仰在家庭中的核心價值 Mrs. Louise Chan (陳 淑珍女士
淑珍女士)

17/5/2014 (Sat.)
2:30 - 5:00 p.m.

價值觀的闡明

24/5/2015 (Sat.)
2:30 - 5:00 p.m.

創意教育:
創意教育:家長的角色

前香港單車奧運代表
2012年倫敦奧運會單車領隊
育一女一子
大女兒18歲香港大學文學院一年級
細兒子15歲,前華仁書院中二生全級第二名

•
•
•

黃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教區終身執事委員會委員
《身體神學》翻譯小組組員
1977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文憑
1982 美國安提約基雅大學文學碩士
1991 羅馬宗座傳信大學哲學學士
1995 羅馬宗座傳信大學神學學士
1998 羅馬宗座傳信大學神學碩士
多年參與講授信理神學、身體神學及價值教育

•
•
•
•
•
•
•
•
•

Mrs. Lisu Chow (周徐立修女士)

退休中學校長,學生輔導員及數學教師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教務委員會成員

•
•

Mr. Patrick Fong (方富成先生)
President & Creative Director, Can-Asian Advertising Ltd.
Canada
Strategist & creative consultant for multinational businesses
Winners & judges of numerous creative awards
Visiting lecturer a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entor for gifted programme teacher of HKIIEL

•
•
•
•

地點

瑪利曼中學
禮堂
瑪利曼中學
禮堂

香港華仁書院
禮堂/學生活動
中心
香港華仁書院
禮堂/學生活動
中心

課程簡介
宗旨：

向家長推廣人文價值教育，幫助家長以[身教]來培養子女正確價值觀，良好的態度及行為

形式：

四節工作坊

費用：

每人每節五十元正，如父母報讀同一節課程，作兩節計算

(

若報讀整個課程 四節)，每人只需一百五十元正；若父母一同報讀，兩人共需繳付三百元正。
子女免費
對象：

中小學各級家長，並歡迎子女一同出席

地點：

香港華仁書院禮堂 學生活動中心，皇后大道東

/

281號

123號

瑪利曼中學禮堂，跑馬地藍塘道
名額：
報名方法：

(所有場地均不設泊車)

每節上限二百五十人 (先到先得，會員優先)
請於二月十八日或以前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劃線支票擲回置於接待處的家長教師會報名表
格收集箱。

Wah Yan College HK - PTA)

(支票抬頭：
支票抬頭：
證書:

凡完成三個工作坊之學員, 可獲得由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頒發之證書

查詢：

香港華仁書院

-

本會家長大使

李太

黎福偉副校長

:

家長教師會聯絡人

8111-2018
2572-2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