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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感謝主！多謝大家對我的信任，以你們寶貴的一票支持本人出任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的
家長教師會主席和家長校董，回顧過去一年，實在有很多精彩的活動與難忘的時刻跟大家
分享。

家教會由六位教師委員和六位家長委員組成，一直以來，我們合作無間，為著學生、
教職員及家長的互動、溝通和活動作出努力，珠玉在前，我們希望保持過往水平，也同時希
望作出新的嘗試！

過往一年我們安排了20多個活動，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我真的十分感動。因為所有活動全賴校長、副校
長、教師、職員、家長和學生攜手合作，在汗水中、勞動中、歡笑中的合作關係中得以圓滿地完成！

看到學生的成長和笑面便是我們的原動力！我想藉此機會感
謝校長、副校長、教師、職員、家長委員和義工花了這麼多的心
思、時間和努力幫忙！沒有您們的支持，我們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得到！謝謝您們！

各位家長，歡迎您們成為我們家長義工的一份子！

家教會主席  陶麗娟女士
(3D 許晉銘家長)

年報 2017年11月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屹立於屯門區已踏入第四十五個年頭，而家長教
師會在主席及各家長委員的努力下成立了將近十年，已踏上成熟階段。正所謂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呂明才中學在這半世紀中，培育了不少年青人。

每年七月中的升中註冊日，家長們都陪同子女到本校訂造校服及購買新
書，還誠懇及主動地與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傾談，期望了解學校的實況。註
冊日後，我校舉辦兩次中一新生家長聚會。每次均有120雙專注的眼睛凝視著校

長、副校長及主任們的介紹；同時亦有120雙家長的耳朵留心聆聽牧師、社工及班主任的提醒與分享，完全體會中一
家長對子女的關心。

接近八月下旬，學生需回校檢查暑期作業及辦理學生証。當天，總有一群中一家長齊集校門外等候子女。我站
在門口觀察著，家長都愛問這問那，挺親切熱鬧。這群熱心的家長，將會是我們家長教師會主要成員。

九月中旬，我們舉辦了本學年第一次中一家長小組聚會，由訓導主任主講，二十多位家長出席參與；十月的
測驗周臨近，學與教主任又主持了兩次「統測快要來臨了」的講座，也有三十多位家長前來聽講。可見，家長
是何等愛惜子女。在繁忙的生活中，每當學校舉辦有意義的活動，家長均樂意撥冗參加。

九月下旬，家教會亦舉辦了家長義工午膳聚會，一羣家長輕鬆地與牧師、校長及老師們邊唱著「獅子山下」，
邊品嚐著午膳，既輕鬆又愉快！

我曾聽聞，中一家長出席學校活動率愈高，對學校的認同感就愈大。呂明才中學在家長教師會的支持下，所舉
辦的活動及講座等均獲得中一家長的好評。

各位家長，讓我們一同攜手為莘莘學子而努力！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 6:9

主 席 的話

校 長 的話

王定鵬校長



教師委員 鄭銘強副校長

過去兩年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
作，令我眼界大開，我們的家長委
員及義工中，有厨藝高手、皮革達
人、插花專家等等。更重要的是透
過家教會活動，我感受到家長們對
子女的關心及對學校發展的付出，
讓我十分感動。期待未來一年，繼
續透過家校合作，推動學校能朝着
更美好的方向發展。

教師委員 袁達威助理校長

相信每一位呂明才老師與家長都
有著同一願望，就是看見同學們健康
愉快地成長，並學有所成。引導同學
們踏上康莊大道，家校間之合作，可
謂缺一不可。欣喜看見不少家長積極
投入參與和推行家校活動，關心孩子
成長。盼望在未來日子，家校活動能
得到更多家長的支持。

家長也敬師

教師委員 鄧健霖老師

於家長教師會作教師委員是一件樂事，能
夠有機會接觸很多家長，去了解他們對學校
的看法，更能幫助到學生的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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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過蒲台島及東
龍島，都令家長及學生帶來新鮮感。今年我
們選擇了西貢鹽田仔村及橋咀島作親子旅行
地點，當天天公造美，有超過100位家長、老
師及學生參加，大家好享受沿途美景，有更
多互相認識的機會，大家能盡興而返。

愛扶持家長 小組

親子旅行西 貢橋 咀島

教師委員 鍾秀麗老師

本會自二零一五年起開設「呂明
才家長小組」，旨在透過小組聚會，
讓呂明才的家長們能夠彼此認識和分
享生活，互相連繫與支援。本年度，
家長小組更特設了不同的主題，例如
「與老師茶敍」、由協基會分享的
「管教心法」等，以幫助家長們更了
解子女的學習與成長需要。期待在
「呂明才家長小組」中遇見您！願上
帝祝福大家！



教師委員 冼淑芳助理校長

家長教師會每年都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活
動，每個活動能順利舉行，除了家長委員及教
師委員的悉心策劃外，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班
熱心的家長義工團隊，有的幫忙買水果為開心
果日作準備；有的在舊書買賣活動幫忙點算及
簽收書籍；有的幫忙製作壁報、活動當值或做
聯絡工作；尤其在每年的家長義工迎新會裡，
舊家長義工會帶來自製的小食與新家長義工及
老師分享，每次見到家長義工回到學校幫手，
心裡很感動，家長們的出心出力，讓我感受到
她們對學校的愛，衷心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的
付出！很喜歡與家長們合作，常常充滿歡樂及
正能量，家長也常與我傾談子女的成長，分享
喜與憂，呂明才真是一個大家庭啊！希望日後
有更多家長義工加入這大家庭，一起努力，互
助互愛，為子女共建美好校園！

家長義工 蔡棉娜女士 (5C蔡一航家長)

大家好，我是蔡一航的祖母，一航今年已
就讀中五。做義工是我一直以來的興趣，我感
覺做義工可以幫助老師減輕負擔，令老師更專
注教導每一個學生，這是一件很開心樂意的
事！希望每一位家長如果有時間的話，能盡量
參與。

家長委員 陳婉儀女士 (3B簡宇蔓家長)

孩子是我們的天空，作為家長我希
望能與孩子一起成長，共同學習。本
人本著一顆熱誠的心，上年有幸加入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家教會，在
過去一年，令我深深感受到家教會就
是一個能與學校互相溝通，家長們互
相學習的好地方，亦是一個非常好的
家校合作平台，讓家長們一起發揮小
宇宙，更了解學校，能與子女一同找
出人生目標，為子女搭好一個橋樑基
礎，完成中學課程，邁向美好明天。

教師委員 謝秀珍老師

今年已是我第三年加入家長教師會的
大家庭，家長和教師們已經成了十分熟識
的好友，因為大家每年也一起籌備每一個
活動，如家長烹飪班、家教會親子旅行和
水果日等，他們無私的貢獻令老師十分感
動。所以，各位家長們，如果你們有空的
話，一定要來支持我們呀！有你們的支持
和參與，我們的努力才更有動力。新的學
年，新的開始，我期盼在不同的活動中見
到你們，約定你！

賀年禮品捐贈計劃扭汽球班

家長工作坊-培養年青人抗逆力

家長義工迎新

校長茶座

步行籌款



中一午膳供應商試食會 協助陸運會

玻璃曲奇製作班
家教會會員大會

開心果日

舊書買賣

家長義工 余玉枝女士 (5C 陳子謙家長)

本人每年都有參加學校舉辦的水果
日，活動由家教會主席、委員和義工負
責分工買水果。往年，我們多購買提
子、香蕉蘋果等多款易處理的水果，今
年增添了西瓜和木瓜，處理西瓜和木瓜

有些麻煩，經過處理後我們將切開
的水果放於杯中，希望令大家吃得
更方便，最後很受老師和同學們歡
迎，當天大家都吃得很開心；希望
家教會將來有更多新嘗試。

2016-17年度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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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氣球

4. 九至十二月 「愛•扶持」家長關愛小組

5. 十一月 協助陸運會評分、頒獎及打氣

6. 十一月 2015-16年度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7. 十二月 學校開放日-家教會攤位

8. 二月 2016-2017家長校董選舉

9. 二月 協辦「親子裁花樂」

10. 二月 賀年禮品捐贈計劃

11. 三月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團年活動

12. 三月 「家長也敬師」及創意敬師卡比賽

13. 三月 「培育年青人抗逆力」家長工作坊

14. 四月 「快樂的我」周記寫作獎勵計劃2017

15. 四月 「西貢破邊洲、橋咀島」親子旅行

16. 五月 開心「果」日

17. 五至六月 參與「中一級午膳供應商試飯會」

18. 六月 興趣班–玻璃曲奇製作班

19. 六月 協辦校長茶座

20. 七月 初中級舊書買賣活動

21. 七月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22. 七月 協辦中一新生註冊日及迎新家長會

23. 全年 招募家長義工、舊校服捐贈計劃

第五屆常務委員會 (2016-2018)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   席 陶麗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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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玉玲女士 (16-17)
余月斯女士 (17-18)

康   樂 黎婉萍女士 冼淑芳助理校長

編   輯 袁達威助理校長、鄧健霖老師

聯   絡 張淑儀女士、陳婉儀女士

 

家長義工 王燕女士 (3B 林雪瑩家長)

我很慶幸能成為呂明才家教會
的一份子，令我可以參與到平時沒
有機會的活動及體驗。在這次參與
舊書買賣活動當中，我很開心能與
教師、家長、同學有良好、奇妙的
互動，令我有重返校園的感覺。

這活動我真是感到很有意義及環保，可以令同學們有效管理自已
的書籍，當中也希望能讓同學們感受到金錢是得來不易的道理。此外
也可以為地球付出一分綿力，保護環境、保護樹木。這活動真是具有
非常好的意義，本人覺得其他學校都能舉辦同類活動就好了。

家長委員陳婉萍女士 
(4C 陳巧儀家長)

加入了家教會這個
大家庭之後，有好多
機會接觸到學校和同
學們的家長，也有不
少機會和其他老師家
長交流（例如扭波，
製作玻璃曲奇，呂明

才月餅等），我從中也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也認識到很多朋
友，很高興可以成為家教會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