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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荔天老師、家長們的支持和信任，本人連續第二年擔任家教會主席及獲

選為第三屆家長校董，能繼續為大家盡一分力。

　　時光飛逝，加入家教會不經不覺已經第四個年頭了。在過去幾年，參與家教

會的事務令我獲益良多。有幸認識會不少熱心家長，大家發揮自己所長，為孩子

們建立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一直以來，家教會秉承家校合作精神，使家長們深

深感受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作為家長，我也從心感謝學校對子女的培育。

　　學校與家教會緊密合作，每年為學生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開放日攤

位、親子興趣班、家長也敬師運動和親子旅行等等。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實有

賴各位老師、委員、家長義工們無私的付出，

為孩子們貢獻寶貴的時間和心思，實在不勝感

激。我謹代表家教會對各成員籌措奔波，致以

衷心謝意。

　　今年是家教會20週年紀念大日子，在此我

亦感謝歷屆主席、委員的努力，以及各位幹事

及助委的大力推動，令家教會得以繼續穩步發

展。期望大家繼續為家教會共同努力，讓家教

會發光發亮！

　　再次多謝各位家長的支持，祝願各位身體

健康，家庭美滿幸福快樂！

主席 賴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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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陰似箭，日月如梭，廿載匆匆，瞬目而過。二十年，也真不是個小數字。

    今年是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創會二十周年。細讀每位主席的名字，猶

如重溫段段歷史，由首任的余張麗珠女士，到陳慧蘭女士、朱坤成先生、馮妙

玲女士、周敏麗女士、譚江嬌女士、何少雄先生及現屆主席賴遠媚女士，加上

歷任校長黃秉坤先生、盧詠琴女士、莊紹文先生及本人，這麼多年，不同的主

席和委員，與不同的校長和老師在無數的會議和活動中合作無間，使當中各項

活動和計劃，一一順利落實。

　　學校的發展，除有賴老師的付出，亦需家長的無限支持，你們對老師，對

孩子的每一句鼓勵與每一分支持，正是我們工作中的心靈甘露。家校之間的關

係，猶如一雙筷子：只要彼此扶持，互勵互勉，孩子在你我

手中，定可生出令人欣羨的豐碩成果。

　　各位家長，倘若您對我們的教學方針和實施方法有任

何建議，請與本人、副校長或任何一位老師聯絡，我們很

樂意、也很希望聽到你們的聲音。但願大家同心、同德、

同行，讓荔天這個大家庭，成為培育幼苗的溫室，

讓同學們茁壯成長。



當然顧問：校監成啟明神父

當然顧問：劉廣業校長

職位 家長姓名 學生班別 職位 家長姓名 學生班別

主席 賴遠媚女士 5C

秘書組助理委員

何瑞恩女士 4A

副主席
楊際澎老師 　 梁笑蓮女士 1A

陳燕燕女士 4B 趙玉琴女士 1B

司庫 呂燕婷老師 　 李剛平先生 1D

稽核 黃美英女士 2B 曾　慧女士 1D

秘書

楊國智助理校長 　

聯絡組助理委員

勞慶惠女士 4A

陳佩儀女士 3C 郭淑嫻女士 2A

王玉琼女士 3D 畢香玲女士 3D

聯絡

賴子軒副校長 　 黃子惠女士 1B

馮天詠女士 6E 林明玉女士 1D

楊雅雙女士 6B

康樂組助理委員

黃海琪女士 2C

康樂

顧嘉儀老師 　 伍國華先生 1A

吳惠芳女士 2D 吳　琼女士 1B

吳　瑩女士 2D 李國聰先生 1D

褔利

余均慧老師 　

福利組助理委員

梁佩文女士 5C

林麗惠女士 6B/2B/1B 黃海燕女士 2C

譚淑霞女士 3B 梁麗勤女士 1D

宣傳

蘇智霖老師 　 李潤煥女士 1D

陸友傑先生 4C

宣傳組助理委員

陳曼雲女士 4C

陳彩屏女士 6B 周寶文女士 1B

幹事委員會發展組組長 黃國宗副校長 　
林少如女士 1B

鄧毅敏女士 1D

名譽會員
張麗珠女士 陳惠蘭女士 朱坤成先生 馮妙玲女士 周敏麗女士

譚江嬌女士 何少雄先生 陳惠文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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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二十周年專輯
　　韶光荏苒，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轉眼步入第二十個年頭。本校家教會規
模龐大，發展至今，多得歷屆主席、委員、家長義工及老師點滴成流，一步一步陪
着家教會成長。際此良機，也讓我們重溫家教會二十年來各珍貴片段，見證各位努
力經營的成果。

家教會成立及就職典禮，由時任校監劉玉亭神父主持，余張麗珠女士出任首屆主席。

學校各項慶典，家教會均參與其中，歡聚一堂。

應屆主席  賴遠媚女士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荔天家教會今年是20週年大日

子，回顧過去，有很多事情令我很感恩。其中最重要是家長們

參與家教會會議及活動的投入程度， 每一屆參選家教會幹事

候選人的數目多達30多人，實在令人鼓舞。期望各位家長繼

續支持家教會活動，持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第一至四屆主席  余張麗珠女士
　　時光飛逝，荔天家教會轉眼成立20年了﹗記得22年前，

時任校長黃秉坤先生邀請了中一至中三的家長參加學校家長關

注組，由此開展了校長、老師及家長的交流。翌年再有新家長

加入關注組，我們便開始籌備家教會了！當時我獲各位家長推

選為主席，驚訝之餘，更抱着戰戰競競的心態推動各項工作，

深怕有負各人期望。此後一段時間，我們選舉幹事，批核會

章，一番籌措，最終迎來家長教師會正式成立的大日子。

　　為了熟習家教會運作，我參加不同交流會去學習。後來我

們也積極籌辦各類家長工作坊、講座，幫助家長學習和子女溝

通和相處；我們也邀請過家庭醫生到來講解兒童疾病的預防和

治療，增進家長的醫學常識！

　　多年來家教會舉辦的活動，留下了很多的珍貴片段：我們

舉辦過聖誕節聯歡晚會，校董、校監、校長、老師等濟濟一

堂，在學校雨天操場筵開十一席，熱鬧得很；而每年的春季親

子遊也很受歡迎，最難忘的是其中一年大澳旅遊，天主俯聽了

我們的禱告，讓我們在天氣晴朗的情況出海「親親白海豚」。

當日見到很多白海豚在我們附近游來游去，約有十條BB海豚

還在船的兩邊和我們點頭和唱歌，各人興奮極了，很久它們才

離開；往後的日子，我們還成立了家長義工隊，協助午膳管

理、圖書館、制服團隊支援等。

　　小兒畢業後我便將主席一職交棒予另一位家長。很感激學

校的支持信任，讓我擔任籌委主席及4年的家教會主席。多年

來學校的配合、各位校長、特別是盧校長在校十一年的支持、

家長們的熱烈參與，使家教會會務蒸蒸日上，幹事委員也由當

初十幾人，發展至今天成為一個長期有三十多人參與的團隊，

令人鼓舞！

　　祝家教會會務蒸蒸日上，家校合作更和諧，子女和父母相

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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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家教會開會情況。

第三任校長 盧詠琴女士 
　　荔天家教會轉眼已步入二十周年。回想在荔天十一年的日子

中，最掛念的除了是一眾學生及老師外，便是一群熱心的家長。

荔天家教會規模的確十分大，每屆都有著超過三十位幹事及助

委，可見家長十分關心學校的事務、積極投入各項會務。家教會

能發展得這麼成熟，有著很多不同的因素，除了多年積累的經驗

外，各位主席的領導也是功不可沒。最叫學校感到高興的是每逢

學校舉辦活動，家教會都大力支持，如慈善拍賣、步行籌款、探

訪長者、帶領學生參加比賽、午膳管理以及在財政上支援學校各

項需要。正因為有著家教會全力的支持，才令荔天在過去的日子

得以不斷發展。

　　我深信荔天家教會憑藉二十年的經驗，各位幹事及成員定必

繼續支持學校的政策和措施，發揮家校合作的優良傳統，令荔天

再創高峰。

第一至十七屆副主席 胡漢生老師
　　不經不覺退休已兩年多，家教會亦快成立20年(99年6月27日成

立)。過去已歷任8位主席，曾舉辦的活動繁多，如講座、興趣班、

普通話班、午膳管理、春茗聯歡、親子旅行、經絡操、摺紙班、開

放日攤位、家長也敬師活動等。它對學校的支持不少，確實支援了

學校各項需要。而令我最難忘的事當然是家教會為我舉辦的榮休晚

宴。在此，要多謝歷任主席和幹事們對家教會的貢獻。看著它20年

的成長，尤如自己子女成長的感覺。希望家教會繼續健康地成長，

蓬勃發展，邁向更豐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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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家教會幹事為家教會及學校發展作出莫大貢獻。

本校家長積極進修及參與義工服務，成就屢獲肯定。

第五至八屆主席 陳惠蘭女士
　　擔任家教會主席，為荔天服務，是一段寶貴的經驗。當時本

人有幸認識了一眾家長，齊齊貢獻閒餘時間，戮力同心地為學校

盡一分綿力。

　　伴隨校長、師生、工友、家長的共同努力，荔天的校政、設

施均日漸完善，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這是眾人所樂見的。

願後來者繼往開來，讓我們荔天變得更好。

第十二至十三主席 周敏麗女士
　　恭賀荔天家長教師會成立二十週年，感謝每位熱心的義工家

長。我是第12屆和13屆主席周敏麗，我在任期間，推動很多義

務工作，也有提供校外義工訓練班的資訊，讓家長去學習新知

識，並以學到的知識服務荔天。我又通過舉辦活動，讓大家互相

加深認識，家長也樂於服務荔天，荔天家教會很榮幸獲得社會福

利署的服務金獎，對各位家長而言是很大的鼓勵。

　　家教會是聯繫老師、家長、同學溝通的橋樑，也是孕育家長

成長的地方，希望有更多新家長的參與，將家教會繼續發光發

亮。祝願荔天家教會會務蒸蒸日上！

第十至十一屆主席 馮妙玲女士
　　恭喜家教會20歲。時間飛逝，轉眼之間我的女兒在荔天畢業

將近10年，回想當年以戰戰兢兢的心情擔任主席之職，幸得當年

得到校方及各位委員同心協力，令家教會會務得以順利完成。家

教會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在處理會務過程中大家相處融洽，亦令

我學習了不少新事物。目睹家教會茁壯成長實在十分高興，在此

祝賀家教會會務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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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主席 何少雄先生 
　　「世界是個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李叔同。

2013年5月，盧詠琴校長調職港島區高主教書院，家教會為表由

衷謝意及不捨之情，自發設計製作了一個學校模型作為紀念品。

　　當時製作團隊裏既無建築師，亦無模型專家，大夥兒只憑滿

懷感激之情、鍥而不捨的心，發揮團隊精神，屢敗屢試，最後完

成任務。

　　我謹向每位曾經為荔天付出心力、時間的人士致敬！

第十四至十七屆主席 譚江嬌女士 
　　家教會20周年快到了，好榮幸再次以雙重身份參加這場盛

典。七月我也將履任香港都會扶輪社社長一職，相當感恩。能

在不同的領域服務是一種榮幸。在荔天擔當家教會主席四年，

大家並肩作戰，上下同心合力舉辦了好多活動。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擔任導師的「健康愉快經絡操」。借此機會要感謝我

的良師益友：洪校董、盧校長、莊校長、劉校長、黃副校、胡

Sir、簡Sir，還有各位前主席！在此祝PTA在楊Sir的帶領下再創

高峰！學生學業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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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家教會旅行

家長 章小慧
　　可以參加今次家教會親子旅行，我覺得很開心，因為看到

自己女兒可以和十幾位同班同學一起玩耍，覺得他們的友誼增

進了不少。我也感受到荔天的師生關係很密切。我最難忘的是

校長非常關心學生的健康，在午餐開始前，他祝願所有家長

和學生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並特別強調學生們需要多鍛鍊身

體，擁有健康的體魄，在學業上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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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鄧毅敏
　　2019年3月3日，家長教師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親子旅

行。今次旅行行程緊湊，我們參觀了蛋卷工房、充滿異國風

情的紅磚屋、色彩繽紛的錦田壁畫村、富有歷史的圍村建

築「吉慶圍」及元朗鄉村俱樂部。這次旅行既促進師生及家

長之間的友誼，又讓大家提供享受大自然及感受戶外活動樂

趣，使我們可以放鬆心情，盡情享受歡樂的親子時光。非常

感謝家教會各成員悉心安排，令整個旅行順利舉行。



水運會及陸運會

開放日

家長 伍國華
　　今年荔天水運會的氣氛相當熾熱﹗欣喜小兒不

畏困難，竭盡全力完成賽，相當勇敢﹗成功是留給

有準備的人，希望他繼續努力練習，下次爭取更好

成績﹗

家長 吳瑩
　　在荔天的週年水運會上，我不但見到健兒們勇

於拚搏、力爭第一的英姿，也被啦啦隊和同學們震

耳欲聾、此起彼伏的歡呼聲所震撼。特別是最後進

行的「校長杯亅比賽，就是「身體力行」的完美示

範，全場師生一起為參加比我賽的老師們吶喊助

威，整個過程真是精彩絕倫，期待下屆的水運會。

家長 黃海琪
　　2018年10月16日是荔天一年一度的陸運會。

今年是我女兒第二年參加學校陸運會，亦連續兩年

參加了啦啦隊。給我最大的感觸是女兒在啦啦隊學

到了團結，因為女兒一向個性內歛，但看到她全情

投入訓練、表演、聲嘶力竭的鼓勵隊員，確令我喜

出望外。我深深感受到荔景天主教中學真是一個讓

學生發揮潛能、投入校園生活的好地方。

　　加入家長教師會，讓我有多一個途徑了解學校

的人和事， 讓我和女兒有著共同的話題，而且家

長義工的熱心、老師的熱誠，令家長更熱衷參與及

享受當中的過程，亦因著自己是荔天的一份子而感

到自豪。

　　在此冀望各位參加陸運會比賽的健兒明白「勝

不驕，敗不餒」的道理，最重要的並不是比賽的成

績，拼博的過程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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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密手，小心摺，大家過了一個愉快

的下午。陳佩儀女士為今次摺紙班擔任

導師，更悉心製作筆記予各位

參加者。

家教會親子芋圓製作班

新春摺紙班

家長 黃海燕 
　　我是家教會成員之一，今次參加整芋圓，好開心能多學

一樣東西，大家聚在一起談天搓芋圓，好味又好玩，多謝學

校和家教會，好開心的一次聚會。

家長 吳琼 
　　作為家長的我，來到本校教導大家怎樣烹飪芋圓，實

在十分榮幸，感謝學校能給予我大顯身手的機會，這次的

烹飪活動非常順利，看到每個家長和他們的孩子一起親手

做芋圓的畫面十分美好，連校長和老師都動手參與煮芋圓

了，大家對芋圓的味道讚不絕口。這次活動中，我衷心的

感受到學校給每個家長和孩子的溫暖和重視。

家長 陳佩儀 
　　今年很榮幸首次擔任家長興趣班導師，懷著緊張的心

情順利完成！當日氣氛熱鬧，大家都很投入製作利是封燈

籠，由於製作程序有點複雜，遇上有參加者不明白，其他

較快完成的家長都很熱心主動協助！最後，大家也開心地

帶著自己的作品回家！

家長 陳燕燕
　　今年是本人首次參加學校家教會舉辦的摺紙班，感覺

極好！開始時，家長導師陳佩儀耐心地教導我們如何做，

每個人都興奮地投入這熾熱的氣氛；早完成了新年掛飾作

品的家長，更會好熱心地幫忙其他還未完成的家長呢！楊

Sir既協助我們打點一切，又為我們家長拍照，他也很勤力

的照顧我們啊！摺紙對大家來說都是很大挑戰，但看到這

成果，感覺都是值得的！我們能夠超額完成，都是要感謝

導師細心的指導！衷心的謝謝！

準備材料的功夫也不少

同學也落手嘗試搓芋圓。

校長也一顯身手。

親子一同烹飪，增進感情。

一輪辛勞，共享成果！

吳琼女士擔任是次活動導師，勞苦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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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饉午餐

探訪長者日

明愛賣物會

家長 王玉琼 
　　學校善用午膳時間舉辦饑饉午

餐，令本校老師、學生以及家長們

身體力行體驗饑饉精神。在此衷心

感謝香港都會扶輪社及學校捐贈善

款贈予支票給予受惠機構「天主教

綠色傳人」。令我更深感受的是主

講嘉賓善心指引我們學懂感恩。

家長 梁麗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就

是在贍養孝敬自己的長輩時，不要忘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血

緣關係的老人，在撫養教育自己的小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

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今天，荔天一年一度的探訪長

者日就从孟子的這句話展開了。探訪長者不是第一次，但

帶著三個女兒做探訪還是第一次所以心情非常緊張，幸好

有位已有多年探訪經驗的老師帶領所以今天的探訪活動順

利結束。今天探訪了三位獨居婆婆，她們熱情又健談，話

語間能感受到她們以豁達的心境面對每一天，非常值得我

們學習。一開始的時候我三個女兒都很害羞不怎麼說話，

但後來看見婆婆、老師和我談得起勁就開始話題不斷了，

婆婆臉上不時流露出滿足的笑容，這不正正就是達到了我

們籍著交談傳遞敬老愛老的訊息，讓長者感受溫暖和關愛

之情嗎?今天的探訪活動令我再次牢記“言傳身教”四個

字。這就是我的分享，謝謝！

中六家長心聲
家長 陳彩屏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在家教會擔任六年委員，期擔任過不同職位，

見證學校在校長及老師們的努力下不斷改變，提升正能量，令每位學生擁

有健康及愉快的校園生活，使一切都充滿著生氣，綻放著愉快學習的花

朵！在此也多謝家教會每位成員和一群熱情的義工對學校的付出！

家長 馮天詠
　　本人在小女中二時開始加入荔天家教會這個大家庭。透過一些籌備和

聯絡工作，讓我有機會認識不同年級的家長，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份珍貴

的友誼。小女快將畢業，本人也在家教會跟著畢業，真感到有點依依不

捨。希望各位委員、助委及義工繼續努力，發揮家校合一的精神！

家長 楊雅雙
　　不知不覺已經加入了家教會五年，轉眼間女兒已經要畢業了。家教會

是一個重要的渠道，讓我更了解子女和學校的情況。過去幾年參加了家教

會多姿多彩的事務和活動，我感到十分充實和難忘！祝福應屆畢業生前程

似錦，各位生活愉快。祝福荔天桃李成林！

不少家長抽空參與饑饉午餐活動。

本會主席賴遠媚女士代表本會
參與啟動儀式

家長熱烈參與探訪長者日活動。

本會主席賴遠媚女士贈送支票予受惠機構
「天主教綠識傳人」。

家長 林明玉
　　今年我和小孩的第一次參加長者探訪活動，一行四

人探訪了三位長者。

　　最使我深深感受的是其中一位年屆83歲的獨居婆

婆，子女一年也沒有來探望她一次，仍然要每日拾紙皮

及報紙賺數十元維生，處境淒涼。婆婆哭訴自己是文

盲，盲嫁啞嫁給個嗜賭食烟飲酒，而且不顧家的丈夫，

生活飽受折磨，苦不堪言。只是短短數十分鐘和婆婆的

相處，感覺她身世坎坷和艱苦的經歷應該是一言難盡。

一位獨苦伶仃的老婆婆，使我們心裡感到很難受和心

酸。這個人間悲劇，讓我們知道良好的品格和孝順父母

非常重要，有些事情不能只靠逆來順受，我們要活出自

己豐盛和感恩的生命。

　　最後，希望今次受訪的老人家們身體健康，愉快渡

過餘生。 1110 活動很有意義，讓學生靜下來感受食物。

今年我校的攤位在明愛賣物會中勇奪「貨品擺設比賽」冠軍及「遊戲
設計」季軍。家長義工的參與令活動更成功。

本會名譽會員余張麗珠女士親臨現場支持。 攤位遊戲的製作相當精美。



第二十五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活動預告
l 中一新生輔導日將於8月下旬舉行，讓中一家長能盡快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生活。活動當天亦設有

家長與班主任會面時間，讓各位家長能清楚了解子女在校情況。

l 本會將於10月下旬舉行第20屆家教會周年大會暨第21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歡迎各位家長熱烈參
與，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家教會贊助活動

本會主席頒獎予得獎同學，以茲鼓勵。

本會贊助購書卷獎勵計劃，鼓勵學生閱讀，提升
學校閱讀風氣。

本會贊助購書卷獎勵計劃，鼓勵學生閱讀，

提升學校閱讀風氣。

PB12

　　由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星島日報及香港教育城主辦的「第二十五屆家

長也敬師運動」中，本校得最多家長致送敬師

卡的老師名單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韓妙根老師、朱嘉瑜老師、鍾嘉琦老師、

李佩嘉老師、林敏珊老師、王嘉進老師、

黃慧珊老師、蘇文絲老師、甄建華老師、

楊際澎老師

致送最多敬師卡的班級為：

1D   2A   3A   4D   5A   6B

1.  本會在每年畢業禮及結業禮也贊助「最

佳成績獎」及「最佳進步獎」兩個獎

項，以鼓勵同學努力向上。

2.  為鼓勵同學熱心參與義工服務，本年度

家教會贊助校內同學參加義工服務所需

支出，合共$5000。

3. 為表達家長對學生閱讀活動的支持，本

會今年撥款$4500予學校「閱讀推廣及

圖書館管理委員會」，推行「購書券獎

勵計劃」，鼓勵學生於學校書展中購書

閱讀，成效卓著。

4. 為鼓勵學生學習與長者相處，及深入了

解長者的生活狀況，本會贊助長者探訪

日車費，讓更多學生向區內長者送上關

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