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家長晚會 
 

日 期：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地 點：禮堂 

時 間：晚上七時三十分至十時十五分 

程 序： 

1. 校長致歡迎辭         溫家傑校長 

2. 家長會主席致辭         廖雪梅女士 

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3. 介紹第三十二屆家長會幹事及新任家長會顧問    溫家傑校長  

4. 頒贈第三十一屆各項活動導師及家長網絡組感謝狀    溫家傑校長 

5. 專題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 
                  兒童體智及行為發展科兒科醫生 

              陳鳳英醫生 

6. 致送講員紀念品          溫家傑校長 

7. 分班研討 

班級 研討主題 地點 

1A - 1E 中一級家長與班主任討論同學適應中學生活問題 101-105 室 

2A - 2E 中二級家長與班主任討論同學學業及生活問題。 201-205 室 

4A - 4F 中四級家長從班主任認識「其他學習經歷及個人生涯規劃」 301-306 室 

5A - 4F 中五級家長與班主任討論同學學業及生活問題 401-406 室 

網上實時連結(中三、六家長適用)：   

程序 地點 

1          校長致歡迎詞 (晚上 7 時 30 分至 8 時正) 

在家家長請點擊右側連結：家長晚會 

會議 ID：915 9698 9286 

密碼：blmcss 

2-4      家長會會員大會  

5         專題講座 (晚上 8 時正至 9 時 15 分) 

6         致送講員紀念品 

7         分班研討 

           中三級家長專題講座：新高中選科簡介及學校支援 

請點擊下列連結參與講座： 

中三級家長專題講座 

會議 ID：920 9860 1867 

密碼：blmcss 

           中六級家長專題講座：新高中大學聯合招生計劃 

 

請點擊下列連結參與講座： 

中六級家長專題講座 

會議 ID：849 8793 6784 

密碼：blmcss 

備註： 

1. 當晚為第十屆家長校董選舉最後投票日，請家長攜同選票出席，並於晚上 8:30前，將選票投入家長校董選舉投票箱內。由於中三及中

六級家長毋需到校，請家長預先請子女代為把選票投入學校投票箱內。 

2. 本校未能提供車位，敬請家長留意。 

 

請家長於晚上 8:30前將選票放在禮堂門外的家長校董選舉投票箱內 

https://zoom.us/j/91596989286?pwd=b1RsVExsWHBnY1FqY2NNMkJZcGNpdz09
https://zoom.us/j/92098601867?pwd=V2N2WW93MHJvWnZJR1FpRnJQNTRMZz09
https://zoom.us/j/97200225818?pwd=RTNLMk52VGp1T3V3U0xyYkN0cUFJdz09


 

家長會會務報告(2020-2021) 
 

呂中家長會今年已踏入第三十一個年頭，會務一直穩步向前，除了上帝的恩典外，實有賴校

長、老師、各位職工及家長們的努力，才有今日的成果。在過去的日子，透過學校或家長會所舉

辦的活動，使學校與家長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讓彼此明白到家校合作是促進學校、家長和學生一

起成長的最好方法。 

 

第三十一屆家長會幹事名單如下： 

 

主席  廖雪梅女士 

第一副主席  黃漢忠先生 

第二副主席  孫淑嫻女士 

文書  詹樂雯女士 

財政  陸嘉儀女士 

聯絡  曾艷红女士 

呂中家書  詹麗花女士、楊輝葉先生 

家長會網頁  葉凱珊女士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代表  

黃漢忠先生、陸嘉儀女士 

特邀顧問 鄭祖澤校長、李炎明先生、劉舜卿女士、余榮輝先生、陳妙霞女士、 

李子榮先生、黃子球先生、崔鳳嗚女士、鄭惠玲女士、黃愛玲女士、 

容柏堅先生、劉美娟女士、鄭錦文先生、盧佩敏女士、林文珊女士、 

黃勝利先生、林植強副校長 

 

一. 一般會務 

1. 第三十一屆幹事會幹事選舉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五)順利完成。週年大會及是屆

幹事就職典禮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五)在學校禮堂舉行，並邀請余德淳博士以講

題「「伴你同行成長路」」與家長分享。是日出席家長超過八百人。 

2. 幹事黃漢忠先生和陸嘉儀女士代表本會出席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議，使本會家長有更

多機會接觸區內外不同學校，從而更瞭解區內外的教育問題及需要。 

3. 第一副主席黃漢忠先生及前副主席陳潔瑩女士被選為本校第九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代

表家長參與法團校董會事務。(附註：家長校董為兩年一任) 

4. 本年度籌募所得之經費為$64,820，多謝各位家長鼎力支持。 

5. 本年度獲家庭與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25,740，津貼全用作發展家長教育、親子活動

及聯校活動。 

6. 家長會舊校服義賣為家長會助學金籌款，所有籌得款項已全數捐贈學校，支援有經濟困難

的家庭。 



二. 家長教育 

1.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辦「中一家長迎新日」，主題為「家長如何適應子女進入初中

生活」，由温家傑校長分享，並提示家長有效的管教方式，家長深感校長的分享能啟發他

們幫助子女適應中學生活。 

2.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辦「中一家長座談會」，主題為「當孩子升上中一時」，由資

深社工張惠貞女士透過網上平台分享有關中一同學的成長情況，並提示家長有效的管教

方式。 

3. 二零二零年十月及二零二一年三月分別舉辦了 4次「家長工作坊」，主題為「生命教練」，

由資深社工羅淑芬博士主講。是次工作坊以小組及視像會議形式進行，分初中及高中兩

組。除了講解生命教練基本理念，並分析新生代所面對的挑戰，配合「非暴力溝通」技

巧，讓家長明白年青人，掌握與年青人溝通的方法，以發揮父母成為導引年青子女的教

練角色，幫助年青子女成長，面對人生的挑戰。 

4.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舉辦中一至中三「家長專題講座」，主題為「情緒與溝通」，本

會很榮幸得到突破輔導中心資深社工及心理輔導員陳文鏢先生應邀作出分享。由於新冠

肺炎原故，講座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讓家長可以安心在網上學習，讓家長認識如何改

善親子關係，彼此互訴心聲。 

5.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日舉辦「家長專題工作坊」，主題為「打機還是契機」，本會很榮幸

再次得到突破輔導中心資深社工及心理輔導員陳文鏢先生應邀，並聯同五位資深社工作

出分享，又帶領家長小組分享。由於新冠肺炎原故，講座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讓家長

認識如何處理孩子上網成癮的方法，並提升親子溝通技巧。 

6.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辦中三級「認識新高中學科」講座，目的是讓家長和同學一

起了解新高中各選修科目的課程及特色，並透過學兄學姊分享選科心得，引導學生作出

明智的選科抉擇。是次家長講座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 

7. 二零二一年五月七日舉辦中四及中五級家長晚會，主題為「如何一起走過高中的日子」。

當晚本會很榮幸邀請到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先生及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升學就業輔

導組王秀珍主任，以視像會議形式分享升讀本港及海外大學的情況。 

三. 增強溝通 

1. 今年出版兩期《呂中家書》。 

2. 為增強與家長的溝通及聯絡，家長會已設有網頁，將有關家長會的資訊即時上網，讓家長

能配合學校發展。本會網址: http://pta354.wixsite.com/mysite  本會電郵:pta@blmcss.edu.hk 

3.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九日在學校舉行一年一度的「家長網絡義工迎新會」，有 80 位家長和老

師參加。當日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氣氛愉快，參加義工十分享受整個活動安排。 

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由浸信會聯會主辦的「第 26屆步行籌款」，共籌得$59,900。 

5. 本年度家長網絡組架構更具規模，網絡義工超過 150 多位，參與代課家長約 20 位。 

6. 為給呂中教職員及中六學生打氣，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特別預備曲奇小禮物給全體

老師及中六學生。此活動深受老師及中六學生讚賞，並充份體現呂中校園的關愛氣氛，可

見證家長對呂中的關愛。 



7. 主領兩次學生早會：上學期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家長會主席廖雪梅女士分享

「社會大學」，鼓勵學生活出精彩人生。下學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是次早會由家長

會主席及副主席以「同心同根」為學生及老師送上真摯的祝福與鼓勵。同時家長會更為校

長、各位老師及工友們送上愛心水果，在繁忙的教務中為他們打氣！ 

8.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舉辦「家校合作交流會」，由校長、副校長及家長會幹事帶領參加

者探討子女在學校的學習問題及了解學校近年的發展路向，讓家長與校方坦誠交流。 

 

四. 第三十二屆家長會幹事名單如下： 

 

主席  廖雪梅女士 

第一副主席  孫淑嫻女士  

第二副主席  楊輝葉先生 

文書  葉凱珊女士 

財政  陸嘉儀女士、林文珊女士 

聯絡  曾艷红女士 

呂中家書  詹麗花女士、黄凱迪女士 

家長會網頁  詹樂雯女士、何洪德先生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代表  

林文珊女士、陸嘉儀女士 

特邀顧問 鄭祖澤校長、李炎明先生、劉舜卿女士、余榮輝先生、陳妙霞女士、  

李子榮先生、黃子球先生、崔鳳嗚女士、鄭惠玲女士、黃愛玲女士、 

容柏堅先生、劉美娟女士、鄭錦文先生、盧佩敏女士、林文珊女士、  

黃勝利先生、林植強副校長、黃漢忠先生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第三十一屆(2020-2021)家長會財政報告 

     截至 11/10/2021  

  項目 HKD   

收入 上屆盈餘 盈餘 3,941.71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津貼 政府津貼 25,740.00   

  家長會籌款 捐款 64,820.00   

  學生援助基金 校服義賣 1 8,489.00   

    校服義賣 2 10,760.00   

    校服義賣 3 5,320.00   

  銀行利息   0.08   

    總收入 119,070.79 $119,070.79 

          

支出 家校合作活動(II a)$10,000     

  1.家長晚會暨週年大會 1.講員費 9,000.00   

   2.雜物 614.00   

    3.紀念品 693.00   

  2.生命教練培訓班 3.講員費(10 月) 5,000.00   

  3.生命教練培訓班 4.講員費(3 月) 5,000.00 $20,307.00 

          

  家校合作活動(IIb)$10,000       

  1.中一至中三家長專題講座 1.講員費 2,700.00   

  2.中一至中五家長專題講座 2.講員費 7,000.00   

  

3. 中四至中五  

  「如何一起走過高中的日子」 3.講員費 4,300.00 $14,000.00 

          

  家長敬師活動 4.生果(上學期) 1,500.00   

    5.生果(下學期) 1,120.00 $2,620.00 

  獎學金 獎學金$6000 6,000.00 $6,000.00 

  助學金 校服義賣 1 8,489.00   

    校服義賣 2 10,760.00   

    校服義賣 3 5,320.00 $24,569.00 

  沙田家長教師聯誼會 1.會費 300.00 $300.00 

  呂中家書 呂中家書印刷費 I 12,600.00 $12,600.00 

  呂中家書 呂中家書印刷費 II 9,760.00 $9,760.00 

  家長義工 中六關愛行動 1,548.00 $1,548.00 

          

    總開支 91,704.00 $91,704.00 

          

    總盈餘 27,366.79 $27,366.79 

          

本年盈餘         

      27,366.79 $27,366.79 



 

 

 

 

 

 

 

 

家長義工名單 

曾金緣 葉凱珊 梁婉思 曾慧霞 鄧汝平 關雪琼 陳  琳 

林少君 張惠儀 莫詠儀 謝秀娥 林雅欣 何美華 林嘉燕 

何靜賢 劉愛斯 吳少若 張慧敏 吳文毅 張楚鳳 黃壬媚 

馬淑儀 黃婉蓉 王敏琳 王嘉汶 余  梅 余美蘭 李詠賢 

鍾  青 吳彩萍 李少珊 何桂琴 范秋鳳 饒春連 彭詠儀 

梁嫣瑜 何碧儀 王曉霞 鄭佳玲 黃惠儀 林  如 俞寶茹 

林珊珊 楊燕齊 詹麗花 余綺媚 黃雅萍 吳國儀 杜麗珍 

周燕莊 余雅瑩 蔡  媛 廖  偉 鄭雪恩 江洋洋 敖美玉 

周曉利 何澤恩 張明香 曾詠詩 李善喜 吳  曼 李美霖 

李麗儀 梁佩妍 黃寶鳳 曾艷紅 連雲燕 雷小容 呂雪梅 

何嘉恩 鄭瑞琴 陳潔華 吳凱詩 林文珊 楊  婷 施聰聰 

葉碧琪 李紅琼 劉潔儀 彭小燕 孫淑嫻 蔡道嫻 陳加來 

林玉金 陸嘉儀 鄧麗清 黃虹虹 朱佩華 李芷茵 郭燕華 

霍欣明 馬秀竹 廖衛珍 伍詠鑾 李慧敏 袁穎珊 梁新梅 

黃華珍 楊  瑾 蘇鳳珠 范凱欣 黃永碧 胡鳳英 郭永慧 

李麗盈 陳倩影 李愛珠 陳美施 廖雪梅 羅群梅 司徒彩珠 

李翠華 羅卓玲 易啟紅 黃祖兒 張美蓮 王靜鈿 郭小鳳 

徐燕芬 農雪華 吳英娣 譚惠芳 吳芷君 李佩嫦 黎美儀 

王佩楚 李桂生 潘淑儀 曾美玉 楊雪芬 鍾慧敏 李淑添 

趙靜儀 何少玲 黎瑞霞 湯吳翠鳳 劉美娟 劉麗貞 李鳳嬌 

謝桂珍 李碧琪 黃漢忠 王露絲  (排名不分先後) 

我們也謹向不記名的義工家長獻上衷心感謝，他們的參與使呂中家長會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2020-202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家長會 

特別鳴謝 

在過去一年中，我們十分感謝一群熱心的家長，為呂中家長會擔當

義工，協助學校多項工作及活動，再次感謝各位家長義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