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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

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箴言 10 章
22 節 )

　　今個學年剛開始的時候，自殺的慘劇接踵而
來。有家長無法解決要面對的問題而攜同子女尋死；亦

有年輕人抵受不了功課壓力、新環境的適應而輕生。聽到
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難過。作為一位老師，我有責任要教導

同學面對逆境，以正面態度去解決問題。

　　家庭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要，家長用甚麼方法及態度去解決困
難是直接影响學生日後如何面對逆境。壓力是生活中無法避免的
一部份，主要是因為無法適應轉變而產生。當人面對轉變或困境
時，雖然未必能改變環境或控制事件的發生，但卻可以調節自我
心態。正所謂「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要培
養多角度的思考習慣，以正面及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切勿鑽牛角
尖，要明白辦法總比困難多，面對困境的時候，不妨多聽多講，
與朋友、家人及社工傾訴。

　　本校家教會定期會舉辦小組活動及講座，可多點參與，
認識其他家長，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共同建立關愛校

園。願耶和華賜福給你們，讓你們有着平安喜樂的心，
迎接每天的事情。

鄭銘強副校長

　　感謝主的恩典和帶領，我能有健
康的身體和時間在學校擔任家教會主席這職務，
為學校出一點力。

　　時間過得真快，在學校當主席都有好幾個年頭了！
在這段日子裡，我認識了很多家長，他們都願意與我分享自
己日常生活的點滴，從聆聽他們的心聲，自己也得著許多寶
貴的知識，令我最大的收穫是彼此之間更建立了一份友情，我
相信是神的祝福。

　　記得上年度的校長座談會，有家長建議本會開辦一些家長互
動小組，有見及此，今年本會成立了一個名為【愛，扶持】家長關
愛小組，目的是建立家長間的連繫，彼此發揮互助互愛、互相扶持
的精神。我亦很感謝學校的支持，鄭副校長願意在百忙中抽時間共
同參與、聆聽家長的分享；同時我亦邀請了劉子睿牧師在小組裡作
簡短分享，教導我們從聖經中領略處世之道，以及為組員祈禱祝
福。

　　我期望這個【愛、扶持】家長關愛小組，家長能發揮到以
愛來彼此守望。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以弗
所書 4:2)

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桂玲女士 (6B 吳羨蓉 )

辦法總比困難多  家 校 攜 手 齊 跨 過

主席
的話

副校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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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會合辦舊書買賣活動

玻璃曲奇
「6A品格教育」家長講座

第四屆常務委員會 
(2014-2016)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陳桂玲女士

副主席 盧燕珊女士 鄭銘強副校長

文書 謝秀珍老師

司庫 鍾秀麗老師

核數 陳麗娟女士

康樂 黎婉萍女士 冼淑芳老師

編輯 袁達威助理校長
鄧健霖老師

聯絡 張淑儀女士
劉麗施女士

2014-15 年度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概覽

月份 活動

九月
家長義工迎新會

興趣班 - 絲網花製作

九、十月 家長增值課程 - 家長電腦班

十、十一月 家長增值課程 - 家長茶聚

十一月

2013-14 年度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暨家長
教師會會章修訂

第四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暨就職典禮

協助陸運會評分、頒獎及打氣

十二月 學校開放日 - 家教會攤位

一月 興趣班 - 砵仔糕製作

一月至六月 「智慧人生」家長查經小組

一月 「招募興趣班義務導師」計劃

二月
興趣班 - 金元寶製作

協辦親子裁花樂 -「鳳仙花」 

三月

賀年糖果捐贈計劃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團年活動

「家長也敬師」

「6A 品格教育」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四月 開心「果」日

五月
「塔門」親子旅行

興趣班 - 玻璃曲奇製作

六月
興趣班 - 親子皮革製作
協辦校長茶座

七月

中二、三級舊書買賣活動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協辦中一迎新家長會

全年 招募家長義工、舊校服捐贈計劃

「家長也敬師」活動

西貢親子旅行大合照

西貢親子旅行

玻璃曲奇製作班

金元寶製作班

家長義工迎新會
家長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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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 吳細好女士 (6D 班 李栢豪 )

　　很高興能夠參加這家教會的「舊

書買賣」活動。

　　由收書、驗書、擺放書籍、賣書、

至點收金額……家長義工們均合作無

間，發揮最佳合作精神。在物價不斷

上漲的年代，這個活動真的可以幫助

有需要的學生，讓家長減輕購書費用

的壓力，亦可以為環保多出一分力。

希望各位家長繼續踴躍支持這項有意

義的活動。

家長委員 張淑儀女士 (3A 班 梁振豪 )

　　不知不覺間我加入呂明才家教會大家庭已

經一年啦，在家教會我學識了好多事情，亦參

加了許多家教會的活動， 初時擔心自己難以勝

任委員工作，後來大家互相協調、團結一致，

合作無間，非常開心！

　　在此多謝各位老師和家教會委員的合作和

鼓勵。謝謝！

家長義工 高金英女士 (5C 班 朱家裔 )　　貴校家長教師會主辦的親子旅行，我們已經連續參加兩年了。我覺得貴會安排妥善，老師十分親切，對家長同學非常關心。整個活動過程中，學生和家長亦可以實地體驗新事物，大家溝通非常融洽，沿途有說有笑，開心滿意。

　　藉此，希望貴會將來能夠延續這個活動，從而提高學生在校園以外學習的興趣，豐富知識的寶庫和人生經驗。
　　再次多謝貴會主席各師生及成員的辛勞。

家長義工 何美好女士 (4B 班 楊朗天 )

　　近期非常流行 DIY，我也希望能學
懂做一些獨特的手工，剛巧學校舉辦了
皮革班—製作鑰匙包，故我特意請了
半天大假來學的。

　　那天導師詳細地講解，由基本工學
起，我們要把鑰匙包一針一針的縫合，
最難忘同時又最困難的就是如果斷了
線，便要重新穿針，真是要花點耐性，
好不容易才完成。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
當天馮志遠老師亦有參與，想不到他教
學了得，做手工更是了不起，他很快便
完成手工，悄悄地溜走了。

　　今天收到了兒子的學校通訊，今期
亦有皮革班—散子包，可是由於我的
工作關係未能安排參與，唯寄望再有下
一次吧！

家長委員 劉麗施女士 (5B 班 何諾韻 )

　　轉瞬間，加入呂明才中學家長教師會作聯絡一職已經一年了。感恩神
的安排把我帶進這個大家庭。在過去一年裏，家長和老師合作無間。在這
裏我學習到很多從前沒有機會學到的事，好像家長教師會的會議，表面上
看似是一件平常事，但在會議上的每樣細節，對話等……也能令我學習不
少。從前我很怕主動接觸陌生人，更何況要我與他們溝通呢！但漸漸發覺
現在的我改變了不少，我現在很會主動與人溝通了。所以聯絡一職看似簡
單，其實也可令人改變啊……當然也是神作的工，哈利路亞！

副主席 盧燕珊女士（4C 班 陳樂文）　　過去一年有賴校長、副校長、老師們和各家長
委員及家長義工的鼎力支持，以致會務能順利發展，
特此向各位說聲「謝謝」！
　　家長教師會不但能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而
且能給予家長一個平台，與學校交流。在彼此互動
下衷誠合作，便能達致更理想的教育效果。　　在此希望各位家長能積極參與和支持家長教師
會所舉辦的活動，你們的支持和投入，能給我們很
大的正能量呢！

家長義工梁梅芳女士 (2C 班 歐冠軒 )　　上年，我參加了家長教師會的玻璃曲奇製作班。我很高興在這個活動中，認識了很多家長，一起造餅、一起傾談，加強了彼此的了解和聯繫。　　在製作曲奇餅過程中，我和其他家長非常合拍，我們很快完成，把曲奇餅帶回家享用，當冠軒稱讚曲奇很好吃時，我實在非常開心！

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心聲

家長義工 蔡棉娜女士 (3A 班 蔡一航 )

　　首先感謝呂明才學校，為家長們

安排多姿多采的活動，在過去一年，

我多次參加了家長教師會舉辦眾多活

動，尤以「開心果日」最為難忘。當

日，我和一班家長們親手派生果給同

學和各位老師，那種近距離的親切

感，令我感到非常溫暖。期望這個活

動能鼓勵學生養成食生果的良好習

慣。

家長義工 黎冬梅女士 (3C 班 林昀澔 )

　　感恩！今年我終於參加了兒子所屬中學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舉辦的親子

遊—「塔門」之旅。

　　天空海闊，感受師生及家長放鬆的心

情，晴雨間，覺得和孩子可以很是親近—

在他們青春叛逆的年齡實在難得！

　　菜餚簡單可口，校長、老師、家長和同

學的餘興節目卻叫人拍爛手掌。

　　在此感謝學校及家教會的通力合作令我

們擁有這次難忘而溫暖的「塔門」親子遊。

開心「果」日
與學生會合辦開心「果」日

家長委員製作壁佈

家長義工參與飯商試食會

家長委員 陳麗娟女士 (4A 班 楊永陞 )　　回想一年前，由一位家長義工當上家教會委員，真是戰戰競競，我總怕自己未能幫上忙。但在這一年間看到各義工、委員、老師及同學努力幫助下，每個活動都順利進行，且越見暢順，親身體會到合作精神是何等重要！來年希望與各老師、委員、義工及同學發揮家校合作精神，令學校發展更上一層樓。

家長委員

黎婉萍女士 (2D 班 陳巧悅 )

　　我好開心能夠加入家長

教師會，因為這個機會讓我

有好多不同的機會去了解學

校。透過參與不同活動，我

結識了一班非常有愛心的家

長和老師，增加了我對學校

的歸屬感，亦豐富了我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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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委員 袁達威助理校長

　　透過「家長教師會」的工作，老師與家長有很多交流機會，
彼此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橋樑。每當學校舉辦活動和推行新政策時，更能得

到家長和同學們的支持和認同。

　　感謝每位家長委員在過去一年的付出。你們所舉辦的每一個活動，你們
的熱情和愛心，我們每一位師生都深深感受到。盼望在未來一年有更多

家長、老師和同學參與「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願天父賜
福你們每一個家庭。

教師委員 鍾秀麗老師

　　上年九月份，是我剛剛加
入家長教師會工作的日子。回想起

來，當時面對陌生的工作性質，確實有
點戰戰兢兢，幸得一班家長和教師委員的

扶持丶教導和包容，我們順利籌辦了不同的
家校活動、創造了許多難忘的回憶，建立了深

厚真摯的情誼。

　　感謝天父讓我有機會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
與你們同行，實在是我莫大的福氣啊！

　　在過去一年裏，陳桂玲主席和一班家長委員為學
校的無私奉獻，一直深深的打動着我。

　　從擔任家長義工到家教會主席，陳主席協助家教
會工作原來已達六年之久，她一直帶領家長和教師委
員為學校、為學生而盡心盡力籌辦各類活動。仍記得
有一次陳主席跟我分享，她心中的家教會並非只是籌
辦活動的組織，她希望透過活動，能與呂明才家長有
更多溝通的機會，藉此了解他們的需要，彼此守望和
扶持！

　　今年，陳主席的女兒就讀中六了，即代表今
年是她最後一年服務呂明才。陳主席，我們十
分不捨得您，容我謹此代表呂明才師生和家長
向您說一聲謝謝！

　　盼望我們一眾老師和家長委員繼
續攜手合作，承傳您的理念，家教

會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讓家校彼此結連，感情濃

厚。

砵仔糕製作班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教師委員心聲

王校長頒發感謝狀
予家長義務導師

家長致送親手製作的禮物
祝賀梁副校榮休之喜

王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家長義工

教師委員 冼淑芳老師

　　轉眼間，加入家長教師會已第八個年頭，很感恩可以見證着家長教
師會的成長及進步，與家長們共事是愉快的，尤其是一班熱心及愛學校的家長

呢！在過去一年裡，家長教師會舉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各項活動能順利舉行，
實在有賴各家長委員及教師委員付出的時間和汗水，也要感謝一班家長義工的幫忙

及家長們的參與，學校有你們真好！家長是學校的好伙伴，有了大家出一分
力，學校的活動變得更順暢、成功，學校亦能邁向更美好的發展！

教師委員 謝秀珍老師

　　本人很榮幸今年能夠成為呂明才家長教師會的教師委員。能夠
付出一份微小的力量，為本校家校會服務，我十分感恩。我深信家校合作，

每一位同學也會得益，因為他們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照顧。今年我很高興能夠認
識一群熱心服務、不求回報的家長義工，他們默默的耕耘和無私的付出，令我

十分感動。我深信每一位家長的付出和參與也是很重要，因此，我期望今
年所有家長們也能積極地支持和參與家校活動，一起為我們的

同學營造一個健康愉快的校園。

教師委員 鄧健霖老師

　　感謝自己這幾年有機會於家長教師會服待，很感恩給我遇上一班
熱心、主動、有才能的家長；這幾年間與他們一起籌劃了無數活動，一起推動

家長教育，一起商議不少的話題，我自己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牧養的技巧；好多
時候他們與學校的老師開會至很晚才離開學校，為的只是希望籌劃的活動可以

更加完美，使其他家長及子女可以得益，心中確是感動。期望於未來，
我們可以服務更多家長、老師及學生！

開放日家長教師會攤位 家長教師會活動壁佈

孔校董頒發委任狀予第四屆家長
教師會家長及教師委員

家長皮革
製作班

老師們合力製作砵仔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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