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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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1 號  
 

 

 PHONE:  (852) 2572-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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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reference: PTA 2014-2015/09 

 

各位家長、同學： 

教賢家長課程教賢家長課程教賢家長課程教賢家長課程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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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賢課程將在二月底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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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月二日或以前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劃線支票交回家長教師會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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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利利用短短四個週末的時間用短短四個週末的時間用短短四個週末的時間用短短四個週末的時間，，，，獲取受用無窮獲取受用無窮獲取受用無窮獲取受用無窮

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如有興趣參加的家長，請填妥所附表格，並在二零一五年二月二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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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偉謹啟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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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育培訓課程價值教育培訓課程價值教育培訓課程價值教育培訓課程    報名表格報名表格報名表格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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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請圈) 
 

����     只只只只報讀部分課堂者報讀部分課堂者報讀部分課堂者報讀部分課堂者，請在適當空位上加「�」 

父親   母親 ______  _____   28/2/2015  給孩子一張積極樂觀的人生地圖給孩子一張積極樂觀的人生地圖給孩子一張積極樂觀的人生地圖給孩子一張積極樂觀的人生地圖                    -羅乃萱女士羅乃萱女士羅乃萱女士羅乃萱女士    
       (2:30-5:00 pm  瑪利曼小學禮堂) ______  _____   7/3/2015 培養好孩子培養好孩子培養好孩子培養好孩子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香港國際教賢學院           (2:30-5:00 pm  香港華仁書院禮堂/學生活動中心) ______  _____   9/5/2015 可憐天可憐天可憐天可憐天下父母心下父母心下父母心下父母心    ────────兩代間的價值定位兩代間的價值定位兩代間的價值定位兩代間的價值定位            -黃玉書先生黃玉書先生黃玉書先生黃玉書先生    

                            (2:30-5:00 pm  瑪利曼中學禮堂) ______  _____   30/5/2015 成功溝通成功溝通成功溝通成功溝通    定型心態定型心態定型心態定型心態                            -黃茵女士黃茵女士黃茵女士黃茵女士    

     (2:30-5:00 pm  香港華仁書院禮堂/學生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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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讀整個課程報讀整個課程報讀整個課程報讀整個課程，請在適當空位上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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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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仁書院香港華仁書院香港華仁書院香港華仁書院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瑪利曼中學瑪利曼中學瑪利曼中學瑪利曼中學        瑪利曼小學瑪利曼小學瑪利曼小學瑪利曼小學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協辦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協辦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協辦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協辦        
價值教育培訓價值教育培訓價值教育培訓價值教育培訓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主題及內容主題及內容主題及內容主題及內容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28/ 2/ 2015 (Sat) 

2:30 – 5:00 p.m. 

Give our Children a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map 給孩子一張積極樂觀 的人生地圖 Ms. Shirley Loo  羅乃萱女士羅乃萱女士羅乃萱女士羅乃萱女士    
• Development Director of the Family Heartware Ltd. 家庭基建發展總監  
• Member of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 
• Non-official Member of the Family Council 家庭議會非官方委員 
• Ms Loo has dedicated in family and women’s education for many 

years.  Her concentrations ar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 

marriag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parenting, family moral 

education, etc.   羅女士乃資深親子及婦女教育工作者，近年喜探討現代人的婚姻關係、親子溝通與管教、家庭德育、城市人的壓力、女性成長等課題。 

瑪利曼 小學禮堂 

7/3/ 2015 (Sat) 

2:30 – 5:00 p.m. 

Bringing Up Good 

Children  培養好孩子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香港國際教賢學院    
• Founded in 1997, HKIIEL is a charitable institute.  It promotes 

moral values education and runs seminars, staff development 

courses for schools. 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的香港國際教賢學院是一個非牟利組織。其目標為推廣道德教育。曾多次為學校舉辦專題講座和專業發展培訓。 
香港華仁書院 

9/5/2015 (Sat) 

2:30 – 5:00 p.m. 

Devoted Parents –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Value 可憐天下父母心 ─ ─  兩代間的價值定位 
 

 

Mr. Thomas Wong 黃玉書先生黃玉書先生黃玉書先生黃玉書先生    
•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資深註冊社工 
• Had served The 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for 30 years 服務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30年 
• Mr. Wong has dedicated in individual and family growth and 

education for many years.  Lingnan University has invited Mr. 

Wong to be the Guest of Honour for seven consecutive years.  

After retirement, Mr. Wong is invited to host 婚姻加油站。 黃先生致力推動個人及家庭成長輔導及教育工作，並連續七年受邀為嶺南大學新生迎新日主禮嘉賓。黃先生從任職機構退休後，仍受邀主持婚姻加油站。 

瑪利曼 中學禮堂 
30/5/2015 (Sat) 

2:30 – 5:00 p.m. 

Winning Communications 

Mindset 成功溝通 定型心態 Ms. Dorothy Wong 黃茵女士黃茵女士黃茵女士黃茵女士    
• Corporate Trainer, Relationship Counselor and Executive Coach 企業培訓, 專業輔導及人際關係導師 
• Founder of Intimate Connection Centre Ltd. 姻美輔導中心創辦人 

• Ms Wong has conducted many Pers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and many custom tailored training for corporation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黃女士為不同性質的商業機構及社會服務機構設計及主講不同形式的企業培訓及親子關係講座。 
香港華仁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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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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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利曼中學禮堂，跑馬地藍塘道123號 

 瑪利曼小學禮堂，跑馬地大坑道336號    (所有場地均不設泊車) 名額：  每節上限二百五十人 (先到先得，會員優先) 報名方法： 請於二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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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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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華仁書院 - 家長教師會聯絡人: 

 本會家長大使 李太  8111-2018 

 黎福偉副校長   2572-2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