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家長教師會通訊 2012 年 11 月

地址 : 葵涌葵盛圍 397 號     電話 : 24208893    傳真 : 24205850  網址 : http://www.lamwoo.edu.hk

主席的話 吳錦輝先生

2011-2012 學年是全港中學最繁忙的一年，學校要同時面對最後一屆高考及第一屆新高中兩個關鍵的公開試，
相關的學生和家長也承受巨大壓力，老師不單要為他們預備考試，亦經常照顧同學的情緒，輔導同學以正面的態度
面對考試，各人都疲於奔命。

本人謹代表所有家長感謝老師在這年對同學的關懷和教導，陪伴他們走過這艱難的道路。我們也感謝梁麗琴
校長過去對林護中學的貢獻，為學校及學生爭取資源，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讓林護同學得以全面發展。謹此祝願
梁校長退休生活更見豐碩，亦期盼學校在陳加恩校長的帶領下，校務蒸蒸發展。

我們感恩，家長教師會得各委員的支持，共同推動會務發展，繼續與學校協作，加強家長與學校溝通，並支
持與學校的發展，共同面對教育的多項新猷，應對不斷改變的社會。

林護家長教師會是一個良好平台，已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及服務，為學校及家長添加活力。義工服務方面，
家長義工會協助學校推展活動及紓減學校的工作，如圖書館義工、協助監考及帶隊等；其次組織「家添茶座」及為
在職家長而設的「周六家添茶座」，提供各種各類的聯誼、交流及學習機會，讓家長在共同分享中建立情誼，在紓
緩中享受生活樂趣，在學習中成長，對教養子女有更多體會，增加個人歷練；還有舉行「中一家長晚會」，我們曾
邀請家長義工分享子女就讀中一的經歷，讓中一家長能更有效地與子女建立關係；此外，本會大力推動以親子活動
形式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傳揚愛心並組織家長團契，讓家長在靈命上有更多體驗，達己達人。最後，本學年
的敬師活動已於學生周會舉行，讓家長及同學得以共同參與，以承傳及表達敬師心意。

為使各家長能更了解本會概況及更有效達致家校交流，我們歡迎家長列席參與家長教師會執委會會議。就讓
我們彼此同心，為學校付出，建立子女熱心服務、感恩回饋的心志。

最後，家長如欲聯絡本會，或反映任何意見，請：

1. 致電本校聯絡麥卓生副校長

2. 致函家長教師會主席

3. 傳送電子郵件到本會電郵信箱：lamwoopta@gmail.com

第十三屆執委合照 主席致送紀念品予
榮休教師

家長們出席梁校長
榮休晚宴

家長義工主席於畢業禮頒發獎學金周年大會主講嘉賓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2012/2013) 執委會

委員姓名

家長
委員

主席 吳錦輝先生
副主席 何達明先生

司庫 郭黃健儀女士
文書 李麥佩琼女士
學術 麥黎麗娟女士
聯誼 宋胡慧玲女士
聯誼 鄧郭少芳女士
聯誼 陳林慧賢女士
總務 梁何志瑛女士
總務 陳宋衛紅女士

增選委員 王德祥先生
增選委員 張李妙媛女士
增選委員 黃林德戀女士
增選委員 冼世傑先生
增選委員 張徐詩詩女士
增選委員 蕭郭麗珍女士
增選委員 趙陳美蘭女士
增選委員 周雷玉潔女士
增選委員 梁謝六鳳女士
增選委員 葉李淑霞女士

教師
委員

副主席 麥卓生副校長
司庫 黃永添老師
文書 曾盈盈老師
聯誼 陳志偉老師
學術 歐惠珍老師
總務 鄧慧芝老師

學校社工 翁綺雯姑娘
顧問 陳加恩校長

第十四屆執委合照

        $
收入
會費 47,950.00
暑假英文班盈餘 10,789.50
利息 7.30
籌款 : 四川服務團 26,411.50
總收入 85,158.30

支出
捐款 : 四川服務團 26,974.00
資助領袖訓練活動 9,000.00
資助學生活動 1,000.00
家長也敬師活動 1,398.60
資助家教會旅行 2,810.00
品行進步獎 1,500.00
贊助學校音樂會 1,500.00
捐款 : 聖公會荊冕堂 3,000.00
退休教職員紀念品 1,770.00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2,000.00
雜項開支 212.50
執委會開會茶點 250.10
總支出 51,415.20

本屆盈餘 33,743.10 
上屆結餘 58,630.33
2011-12 年度總結餘 92,373.43

會計 : 審計

黃永添老師 郭黃健儀女士

$
收入  
上屆結餘          124.50 
教育局家校合作計劃撥款 14,418.00 
總收入 14,542.50 
 
支出
紀念品 459.60 
家長教師會會訊 / 護訊紙張 14,200.00 
什項 1,284.70 
總支出 15,944.30
2011/12 年度總赤字 (1,401.80)

      會計 :    審計

趙玉華小姐 黃永添老師

教育局家校合作計劃財政報告

2011-2012 年度家教會財政報告

本校范少偉老師
(左起 )、林彤謙

同學、

黃賴菊麗女士獲
提名葵青區家長

教師會

聯會舉辦「熱心
家長、傑出教職

員、飛

躍進步學生獎」。



項目 日期
1 舉行第十二屆（2010/11）執委會會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9/9/11
14/10/11
13/1/12
29/3/12
30/5/12

2 中一家長聯繫活動 11/11/11
3 週年會員大會暨家長講座  講題： 「運動與健康的謬誤」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雷雄德博士 2/12/11
4 「家」添茶座 迎新活動 6/10/11 

羽毛球大戰 20/10/11 
親子義工服務 13/11/11 
健康資訊分享 1/12/11 
新春團拜 2/2/12
家添中醫站 23/2/12 
羽毛球大戰 8/3/12 
認識食物營養標籤 ( 一 ) 22/3/12 
認識食物營養標籤 ( 二 ) 29/3/12 
探訪獨居長者 12/5/12
曲奇餅工作坊 31/5/12
家長也敬師 ( 製作曲奇餅 ) 27-28/6/12

5 周六家長講座 青少年上網文化講座 28/2/12
『正向呼吸』家長工作坊 17/3/12
『自力治療』家長工作坊 19/5/12

6 親子聯誼活動 - 「西貢海鮮宴春日地質生態體驗樂悠遊」 11/3/12
7 林護家長團契 (13 次 ) 星期五上午
8 家長義工協助帶領學生參觀活動、於圖書館當值及考試監考 全年
9 校服回收行動 全年

10 出席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議 全年
11 出版家長教師會會訊 11/11
12 為四川義工團籌款 回收校服 26/11/12

「一人一利是」活動 2-3/2/12
母親節禮物義賣 7,10/5/12
衣物義賣 7/12

家長團契

『家長也敬師』愛心曲奇餅
陳校長於「家」添茶座之迎新活動 親子義工探訪獨居長者

新春團拜
符慧敏醫生與家長講解
「認識食物營養標籤」

第 十 三 屆 執 委 會
（2011/12）工作報告



家長義工們為幫助「四川義工服務團」籌募經費，舉辦了多項籌款活動，共籌得兩萬多元。

『自力治療』家長工作坊

成衣義賣 母親節禮物義賣 回收校服義賣 一人一利是

『正向呼吸』家長工作坊 親子聯誼大旅行

2012 家長教師會品德飛躍獎得獎同學 :

池君燕、何芷茵、李英鈴、何昊軒、葉尚旻、劉卓穎、鄧嘉詠、
徐雪盈、岑穎妍、于嘉雯、李海琳、鄭鴻翌、周思源、林可盈。

羽毛球同樂日 中醫講座
主席致送榮休紀念品

予梁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