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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天父一直教導和指引我，讓我在家教會裡所做的事情，均能帶有喜樂和以愛作流通管
子去祝福別人。

今年是我最後一次執筆撰寫感想，心裡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我十分珍惜在學校跟老師和家
長合作的時光，大家有說有笑地開會策劃活動，彼此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除此之外，還有
一班義工家長經常回校協助本會工作。在此，希望向大家說聲謝謝。

在本校當家長達六年，看到學校在校園設施、課程發展及靈性德育等，各個範疇都在斷革新和優化進步，為的
是盼望本校學生能在美好的校園環境下愉快學習。這實有賴校長、兩位副校長及老師們共同付出的努力，學校亦樂
意聆聽家長的意見。我很開心，女兒能在這所中學接受六年教育，她亦在校園愉快地成長。在此，想向老師們說
聲：「謝謝你」！

參與家長教師會，使我有更多機會接觸和了解學校。今年是家教會家長委員的改選年度，我衷心希望家長們加
入家教會，成為家校的橋樑。我期盼新一屆委員能落實聖經所說：「我們又應該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來10：24) 願主賜福每一個家庭。

家教會主席  陳桂玲女士

每天下班回家，吃過晚飯後，我都會忙於指導女兒完成功課或溫習默書及測驗。我和香港
大部份家長一樣，希望孩子能學有所成，投身專業，以致將來生活能有保障。

當這種心態看似很理所當然的時候，我會提醒自己不要變成時下的「怪獸家長」，不要只著
重女兒學業成績，而忽略了她在其他方面的需要。故此，我會安排時間與女兒做學習以外的事情，
例如我們會一起玩玩具、看圖書、做運動或看卡通等⋯⋯放假的日子，父女倆總喜愛結伴到街上逛
逛，尤其喜歡到寵物店和水族店看看小狗、小貓和魚兒，因為這是我們的共同嗜好。我和女兒有講不完的話題，我
們的相處仿如一對好朋友。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好好栽培我們的孩子，真是要付出不少心力。我知道每一位家長對孩子都抱有期
望，盼望孩子能茁壯成長。因此，作為老師的我把每一位學生都視為珍寶，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樣。家長教師會正好
是一個讓老師和家長彼此分享交流和合作的平台，相信家校若能彼此配合，對學生而言必然是一種福氣。盼望家校
工作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下，在未來的發展更見成效。

袁達威  助理校長

主席 的話

每天下班回家，吃過晚飯後，我都會忙於指導女兒完成功課或溫習默書及測驗。我和香港

助 理校 長 分享

家長教師會

在神的安排及帶領下，轉眼間，我加入了呂明才中學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已經有四個
年頭。在各家長及教師委員的群策群力下，家教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均得以順利完成。同
時，透過籌辦各項不同活動，各委員之間已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情誼。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共
渡更多美好及難忘的時光。 

在此，希望呂明才中學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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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們所殷切期盼的 !

家教會副主席  盧燕珊女士

副 主席 的話



冼淑芳老師

回憶起家長教師會在2013年與學生會合辦中二級舊書買賣活動，當年確實面對不少

困難。但為了減輕家長們的負擔，我們決定繼續舉辦。經過多次開會檢討及改善，不知

不覺間已舉辦了四年！而最感恩的，是我們由只舉辦中二級，現推行至中二、中三級，

直至上年再進一步舉辦中一至中三級舊書買賣活動，以幫助更多的家庭！當中，最令我

深刻的是活動當天看見家長義工、學生工作人員及老師分工合作和互相支持。一方面，

學生工作人員耐心地教導同學填寫賣書資料；另一方面，家長義工細心地點算及簽收書

籍，老師管理秩序，令整個流程十分順利。師生及家長上下一心，這個温馨難忘的畫面

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裡，相信這就是推動學校邁向成功的關鍵！衷心感謝各位家長！

F.5A 楊灝名 F.6C 楊灝恩家長  簡珍彩女士

首先，感謝學校組織了家教會，使家長
與學校能有一個很好的溝通及合作平台。我
已不是第一次參加家教會所舉辦的活動，尤
其是「親子旅行」，我曾多次參與。

當日天朗氣清，蒲台島風景怡人，師生
及家長們都放鬆心情，無不投入在大自然當
中。在景點拍照留念時，頓時覺得拉近了與
孩子們的距離！學生與老師們也一同玩樂，
特別在玩遊戲時，更見和諧溫馨!整個活動
安排得宜，食物美味，沿途更有富經驗的領
隊講解蒲台島的歷史及其特別之處。這次是
我第一次去蒲台島，我十分開心。其實，每
次均感受到家長義工及教師們用心的安排。
希望日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F.4C 陳子謙家長  余玉枝女士

我已連續三年參加貴校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旅
行」，每次都有很多老師參
與，可與老師在郊外傾談
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情況和進
度，實是非常特別的體驗。
剛剛這次孩子的班主任也有
出席，家教會安排我們同桌
共餐。班主任非常關心我的
孩子，不時從旁教導，我感
到非常親切。這種機會十分
難得，我在此感謝安排。

舊書買賣

親子旅行

F.3D林影柔家長  鍾倩兒女士

今年參加了家教會舉辦的「舊書買賣活
動」，這活動既能夠幫助有需要的學生，也
能為現今推崇環保的社會出一分力，活動極
具意義！我很欣賞家長義工和老師們這份熱
誠，由收集舊課本、整理及安排活動場地等
都不簡單！我能夠參與也感到高興，希望大
家繼續支持這個活動。

插花班
F.2D 許晉銘家長  陶麗娟女士

今年是我第一年當家長義工，第一項任務是教興趣班。思前想
後，就跟老師和家長分享我最喜歡的花藝技巧！由構思、試插、預備
講義，到買花材都花了一定的心思和時間！我還請了一天假，在早上
購買最新鮮的花材來做一個價廉物美的聖誕節插花！下課後，見到各
位家長和老師都十分滿意，我十分感恩和滿足！

第二項任務是舊書買賣，在家教會主席的悉心教導、講解流程和
提醒注意事項下，活動進行得十分順利！我很感動，學校擁有一班好
老師和家長，願意為學生付出心力！其中一位老師更自己出錢買了一
套書送給一個家境清貧的學生，我十分尊敬這位老師的高尚情操！今
年的義工經驗，令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在此，我向各位老師和家長致
敬！未來的五年，我會繼續支持家教會的活動！

鄧健霖老師

於家長教師會作教師委員侍奉
是一件樂事，多年來與家長的合作
已建立了信任及默契；看到家長願
意多花時間組織活動，實在感動。
環顧家教會活動中，我最喜歡參與
的是每年的親子旅行；我們之前去
過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讓學生對
將來有憧憬；我們到過西貢鹽田仔
村、荔枝窩及塔門，都令家長及學
生帶來新鮮感。今年我們選擇了香
港最南端的蒲台島及東龍島作親子
旅行地點，當天天公造美，有超過
100位家長、老師及學生參加，大家
享受沿途美景，有更多互相認識的
機會，大家能盡興而返。



校長茶座

義工迎新日

開心果日

「愛‧扶持」家長關愛小組

F.2A 鄭王文家長  王芳女士

很高興能參加2016年學校貴校舉辦的
「校長茶座」，這是我首次參加這活動。
通過這次的活動，讓我了解到學校，為了
教導學生，在背後付出了很多，也切實的
為改善學生各方面而下了不少苦功。我也
深深體會到老師的細心，我在這裡衷心感
謝校長和老師。我把孩子交到您們這裡，
放心了。

鍾秀麗老師

二零一五年十月開始，本會聯同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舉辦
「愛‧扶持」家長關愛小組。我們希望透過小組的聚會，與家長

們共同透過詩歌、信息、教
導子女經驗及生活的見證來彼此分享及支援。感謝青山聖彼得堂劉子睿牧師、陳桂媚
女士及本會主席辛勤地為我們小組作預備，我十分欣賞家長們於小組中積極的參與及
投入。她們願意敞開心懷，將個人的苦樂與我們分享。「愛‧扶持」不單是家長間和
學校的溝通橋樑，更願成為能體貼家長身、心、靈的流通管子。盼望我們每個學生家
庭都蒙上帝的祝福及恩佑。

過去一年，家教會能順利籌辦多項活動，實有賴校方的配合支持、家長們的熱
烈參與、家長義工的全力協助，以及本屆(第四屆)委員們盡心盡力的貢獻，讓我嚐盡
彼此「互相效力」的甘甜!因為有大家，一切才變得有意義!盼望來年家長們能踴躍加
入，成為家長委員或家長義工，一同為家校合作出一分力。

F.4D 胡穎添家長  

鄒麗梅女士

我是「水果日」的義
工，當時我覺得十分高興，
因為我能為呂明才服務，而
且我一直都很想嘗試。水果
日是一個帶給大家健康信息
的活動，十分有意義。我會
繼續參與有關工作，期望能
助人自助。

F.2A 區逸怡家長  馬玉玲女士

上年的「家長義工迎新日」就如昨天一樣，時光飛快。當天，我與各位新爸媽
一樣只是參與，不用擔任甚麼義務。其他義工也會幫忙弄食物，而老師及校長也不
例外。在這裡，讓我看到人人各盡其職，而且也感到人人平等，有權利也有義務。

說到義務，似乎代表一種犧牲。但是，其實我並不認同。犧牲的定義是放棄一
些東西，而換取另一種更重要的東西，例如你要放棄一些私人的時間、人力及物力

去參與義務工作，但你得到的可能比你付出的多。在這裡，你可認識到
與你並肩的家長，沒有一位家長是喜歡單打獨鬥的。各人發揮所長為學
校及孩子做一些事，也可透過服務，使自己更投入校園。

各位新任義工成員，我們一起努力，並肩不一定作戰，只要手牽
手，肩並肩，我們就有力量。正如路是人行出來的，我們的榜樣，我們
的孩子也會看到。

F.2A 黃愷澄家長  葉文思女士

今次參加「校長茶座」活
動，我看到貴校校長的教育熱
誠及有教無類的愛心，使我十
分感動。對是次座談會令我獲
益良多，尤其對將來在教導和
鼓勵女兒學習及待人處世方
面，均獲益良多。聽過校長的
一席話，我心情豁然開朗！很
感謝家教會安排這次聚會，作
為家長的我，一定會配合學校
的教育理念和發展方針。



謝秀珍老師

今年已是第二年加入家長教師會這大家庭，
家長和教師們已成了好友。一起為會內不同的活
動而努力，一同分享喜悅，一起迎接挑戰。這種
親密的關係，讓我們在教養學生中得到一份無形
的力量。新的學年，我期盼有更多家長參與本會
各項的活動，為我們的學生營造一個更愉快的校
園。

「如何面對子女談戀愛」家長工作坊 「家長也敬師」

中一級午膳供應商試飯會

皮革製作班

協助陸運會評分、頒獎及打氣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康恩園「畫出生命動力」
共融壁畫義工服務

鄭銘強副校長

首年當上副校長便能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與家長們合作，實是我
的福氣。感謝主，讓我認識一班很有心及很愛學校的家長。在過去一年裡，
無論是常務委員會會議或是參與家教會活動，總是充滿歡樂的笑聲，就像一
家人齊心為各人的需要和發展一同努力。在此，感謝家長們在不同的渠道、
給予學校很多寶貴的意見，讓我們更明白家長的需要，改善學校的工作；家
長們對學校活動的參與和支持，是推動學校發展的原動力。期盼透過家校合
作，學校能朝着更美好的方向邁進！

中一級午膳供應商試飯會中一級午膳供應商試飯會

月份 活動

1. 九月 家長義工迎新會

2. 九月 「招募興趣班義務導師」計劃

3. 十月 興趣班 – 卡通軟糖、芝麻卷製作班

4. 十月至
五月

「愛‧扶持」家長關愛小組

5. 十一月 興趣班 –皮革製作班

6. 十一月 2014-15年度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7. 十一月 2015-2016家長校董選舉

8. 十一月 「舊校服慈善義賣」

9. 十二月 興趣班 –聖誕花藝班

10. 十二月 學校開放日 - 家教會攤位

11. 一月 興趣班 -戟絨潮流賀年揮春手工班

12. 一月 協辦「回到爸媽選科擇業時」家長講座

13. 二月 協助陸運會評分、頒獎及打氣

14. 二月 協辦「親子裁花樂」

15. 二月 賀年禮品捐贈計劃

16. 三月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團年活動

17. 三月 「家長也敬師」及創意敬師卡比賽

18. 三、
四月

「如何面對子女談戀愛」家長工作坊

19. 四月 「南丫島、蒲台島」親子旅行

20. 五月 康恩園「畫出生命動力」共融壁畫義工服務

21. 五月 開心「果」日

22. 五月 參與「中一級午膳供應商試飯會」

23. 六月 協辦校長茶座

24. 七月 初中級舊書買賣活動

25. 七月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26. 七月 協辦中一新生註冊日及迎新家長會

27. 全年 招募家長義工、舊校服捐贈計劃

2015-16年度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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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常務委員會 (2014-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