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鏡頭下的呂明才
要教育一個孩子成長需要長期的努力和堅持！感恩過去的一

個學年，見証了我的兒子有大大的進步和成長，他很幸運地獲

得「尊師重道好少年優異獎」。身為全職媽媽的我親自見証他

的責任感越來越強，真的十分自豪！他出席不少學校活動和擔任拍攝工作，也幫助大家拍攝花

絮。Jason自小便喜歡從鏡頭內看世界、來發掘每個人、每一件物件和每個景物的另外一面。

從鏡頭下，我發現校長、各位老師及教職員不單有專業的學科知識去指導學生，更重要他們都

有一顆發掘孩子潛能的心，好讓學生能發揮他們的才華。今學年Jason更成為媒體組的主席，

他有更多機會服務別人。家教會的委員全力支持學校於全人發展的方向，希望做到家教合一、

同心帶領我們的孩子成長！

家教會主席  陶麗娟女士  5A許晉銘家長

轉眼已經到第六年了，小女和我都快要離開呂明才這個大家庭，回想初初踏入校門，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有很多擔心和不安，但好開心遇到一班很有愛的老師，在你們陪伴

下，我們很快就適應了，有幸得到你們邀請加入家教會，令我有很多機會接觸和了解學

校，當中給我好多經歷，令我成長不少。在這六年中，我認識了很多很好的家長和老師，

你們很包容，實在感謝。最後祝學校桃李滿門，老師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家教會副主席  黎婉萍女士  6C陳巧悅家長

倚靠主，經歷神的恩典！
加入呂明才中學這個大家庭快一年了，已和大家經歷了兩個陸運會，每一次都經歷神的恩典，感

受良多！

剛上任不久，就迎來了第一次陸運會，仍記得陸運會前夕的星期六、日都豪雨連連，晚上還懸掛

紅色暴雨信號。然而靠著神的恩典，接著兩天的陸運會能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下完滿完成，並有同學突破歷屆紀錄，創新

佳績。今年的陸運會因著社會事件令市面交通面臨不明朗因素：前一晚有23個地鐵站封閉、西鐵全線停駛，半夜天文台

更發出黃色暴雨信號，幸而我們再一次經歷神的恩典，兩天前往會場的交通大致如常，並有良好的天氣，參賽健兒得以

順利完成賽事，亦有創下新紀錄的賽果。

運動場上的精彩片段，我還歷歷在目：啦啦隊和運動員上下一心，你唱我和的熱鬧場面，甚是溫馨動人；又見家長

們到場觀賞實事，為比賽中的子女打氣，增進親子關係，所有人歡聚在一起，真叫人感到呂明才是一個大家庭！我提醒

同學在比賽中：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勝不驕，敗不

餒。正如我們的人生都是充滿了競賽，只要盡全力並

用心去完成就是了，不用太計較勝負。這樣，我們能

在人生的旅程中成長，能力與智慧亦與此提升；過程

中，我們最重要的學習是倚靠神並經歷與神同行的實

在。主佑大家！

胡少娟校長

主 席 的 話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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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委員 冼淑芳助理校長

呂明才家長小組已舉辦第三年了，這是

一個頗受歡迎的活動，學校會按着不同年級學生家

長的需要，為家長小組設計不同的主題，並邀請學校的

主任或老師主講和分享，一方面可以加強家校溝通，另一方

面可以幫助家長培育子女成長。我剛主講的題目是「統測快要

來臨了」，今年特別多家長參加，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看見家長們

一張張專心聆聽的面孔及表現出對子女的愛！更難能可貴的是講

座後與家長們交談，大家分享教養子女時的困難及心得，家長們

也給予學校寶貴的意見；時間需短，但真的很珍惜與家長們

共渡的時光，期待與大家下次活動再聚。

教師委員 袁達威助理校長

作為現今父母，身兼多職，既要辛

勞工作，照顧家庭；同時間又要為子女安排各

式各樣課餘活動，陪伴左右，真是少一點氣力也應

付不來。喜見本校家長無論有多忙碌，總是記掛著兒女

的學習情況，積極投入家校活動，關心子女成長，實在令

人感動。深信家長們一點一滴的付出，必能成就出一個又

一個既良善，又能幹的未來社會棟樑。盼望在未來一年有

更多家長參與「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願天父賜

福您們每一個家庭。

家長小組

開心果日

校長茶座

親中 子文 旅大 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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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委員 鄧健霖老師

有機會與一班家長共事
是祝福，他們願意犧牲

自己

私人時間作其他家長與學
校間溝通的橋樑、辦活動

給其他

家長、給學校意見，學校
才可進步。於很多家長活

動中，

如家教會旅行，自己與
家長有更多接觸的機會

，更是珍

惜。往後的日子，希望可
與家長齊心努力，為我們

的下一

代建造一個更美好的校園
，願榮耀歸與神！



家長委員 陳婉儀女士  5A簡宇蔓家
長

不經不覺在家長教師會擔任委員工
作已三個年頭

了，實在深感榮幸。在這三年間家
長及教師委員們合

作無間，相處融洽。在過往日子裡
我們舉辦了不少活

動，特別是親子旅行、開心水果日
和舊書買賣活動，

我見到各委員們辦事認真，務求盡
善盡美，這些都

給予我深刻的印象。此外家教會每
年都會安排不同的

家長講座，就著教育兒女，親子溝
通等歷久常新的課

題，不斷地增進知識及加強家長之
間的交流。這實在

是家長和同學們的福。更需要感謝
的是家長義工們，

有了他們的協助，令每個活動都能順
利完成。 　　

在此祝福家校合作不斷進步，家長
、老師們一同

為學生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成長環境。

教師委員 謝秀珍老師
過去一年，家教會一如以往舉行各式各樣

的活動，吸引家長參加，包括月餅班、家長小組
及家長工作坊等等。每次在活動上見到家長，他
們總是熱情投入，令我十分感動。另外，學校多
項的家長活動都得到不少家長義工的協助，令活
動更精彩，更有意義。各位家長們，如果你們有
空的話，一定要來支持家教會活動，有你們的支
持和參與，我們的努力才更有動力。我期盼在不
同的活動中見到每一位家長，到時見！

  家長義工 鄭俊傑先生 3A鄭倚雯家長 

轉眼間，當了家長義工已差
不多兩年半了！ 

還記得第一次參與的活動是
《家長也敬師》，義工們需要親
手製作曲奇餅送給各位教師。或
許「爸爸們」普遍較少參與學校

義工工作，因此「我」好像特別受到校長、老師們及家
教會委員們的重視和照顧，令我印象深刻。

剛過去的陸運會協助工作亦令我印象難忘，除了協
助頒獎、擔任啦啦隊的評判、觀看學生們比賽以及與家
長和老師們聊天外，還增加了與女兒的互動，彼此渡過
了兩天愉快的陸運會！

參與義工工作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收穫，就是與女兒
的關係有很大分別！相比起女兒剛升中時，我與女兒溝
通的話題和時間也多了，大大增進了我們父女之情，也
令我們彼此了解更多，未來我一定會投放更多時間到校
參與家長義工的工作！

VTC_課程解碼

家長也敬師

家長工作坊

家長義工迎新

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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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第六屆常務委員會 (2018-2020)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陶麗娟女士

副主席 黎婉萍女士 冼淑芳助理校長

文書 謝秀珍老師

司庫 袁謂成老師

核數 余月斯女士

康樂 廖仲賢先生 鍾秀麗老師

編輯 袁達威助理校長、鄧健霖老師

聯絡 陳美琴女士、陳婉儀女士

家長委員 余月斯女士  4B黃
焯鈴家長

時光飛逝，我的女兒已由初
中升到高中了。

這三年的事，就似是在昨天
發生的，令人回味。

我是工作狂，無論在工作上
又或者在學校活動，

我都是盡我能力做好。過去
這個學年，我參與了

很多學校活動，學校開放日
、水果日、舊書買賣

等⋯⋯作為家長及家教會委
員之一，我會積極參

與活動，透過參與不同活動
，認識不同的人和

事，可以學會更多。感謝學
校及家教會各位工作

人員的辛勞。謝謝你們！

家長委員 陳美琴女士  3D陳卓泰家長

學校是孩子第二個家，十分榮幸加入家長教師會這
個大家庭，讓我能夠為學生學校出一分力，共同創造一個
優質校園。過去一年我積極地參加了校內很多有意義的活
動，如：月餅製作班、水果日、開放日、午膳試食會、舊
校服回收、舊書買賣⋯⋯在籌備活動中，讓我認識了一班
優秀又友善的家長義工，大家都願意無私奉獻時間，盡心
盡力地把任務做好，當中感受到老師的勞心勞力，使我對
學校有一份使命感，我相信我對學校的投入，會令我的小
孩更投入這間學校。  

教師委員 鍾秀麗老師
在我腦海裡令人動容的畫面十分多！除

了有家長委員和義工們落力和投入的場景，還
有一群同路的家長互相認識、分享、扶持的片
段，更有家長分享因自己走進孩子校園生活而
增加了溝通話題的笑臉⋯⋯

因為有您們，老師們感受到教養孩子的路
上並不孤單！ 

因為有您們，孩子的第二個家變得更歡
樂、更溫暖！感謝您們！

家長校董選舉

舊書買賣

月餅製作班

最佳進步獎

中一面試日

協助陸運會工作

日期 活動

2018年9月

呂明才家長小組 - 《中一家長迎新會》

家長義工迎新會

「招募興趣班義務導師」計劃

興趣班 – 月餅製作班

2018年11月 出版家長教師會年報

2018年11月
家長日、舊校服慈善義賣、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

大會、家長教師會選舉

2018年12月 學校開放日 - 家教會攤位

2019年1月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團年活動

2019年2月
協辦「親子栽花樂」

呂明才家長小組 – 
家長增值課程：《伴你成長》

2019年2月 家長日、家長校董選舉

2019年3月 陸運會 - 協助陸運會評分、頒獎及打氣

2019年3月

呂明才家長小組 – 
《VTC課程解碼》專上學院參觀 

《尋找生命的色彩》家長工作坊 -
主講：陳兆焯校長 

2019年5月

《香港中文大學、沙頭角農莊》親子旅行

健康飲食校園推廣：開心「果」日

「家長也敬師」及創意敬師卡比賽

呂明才家長小組 – 
家長增值課程：《青少年網絡危機》

2019年
5月/ 6月

參與「中一級午膳供應商試飯會」

2019年6月 協辦校長茶座

2019年7月

初中級舊書買賣活動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協助文憑試放榜家長晚會

協辦中一迎新家長會

2018-2019年度 家長教師會活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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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校服慈 義賣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