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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們陪同中五乙班的同學及老師，於
1 月 23 日 ( 四 ) 探訪鳳凰新村的護老院，同學先
表演雜耍轉碟，帶動氣氛，接著有介紹時下年青
人生活的環節及聖經短劇《浪子回頭》，最後是
獻唱《光輝歲月》及《獅子山下》等懷舊金曲。
表演後，學生與長者交談，問候他們在院舍的生
活，並送贈小禮物。活動希望學生身體力行獻出
關懷，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
廖偉強老師

姓名
職位
姓名
岑翠翎女士 首席副會長 周佩君女士
梁佩娟老師 助理秘書 麥家盈女士
黃耀昌老師 助理秘書 梁海盈老師
林楚翹女士 康樂福利 廖偉強老師
梁玉燕女士
委員
陳一平老師
陳家華老師
委員
吳創輝女士
李少英女士
委員
王清華女士
廖慧君女士
委員
孔麗華女士

編者的話
天主教伍華中學家長教師會已邁向第十六屆。本會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親子旅行、專題講座、
親子歷奇活動等，均受家長歡迎。值得表揚的是家長皆非常熱心為學校服務，例如協助學校推行「中
一中二留校午膳計畫」，每天午膳期間家長委員及義工協助派發午膳及照顧初中學生，充分發揮家校
合作的精神。每年家長教師會都積極協辦學校活動，包括學校陸運會、敬師活動、中一迎新，並贊助
各項活動。例如於開心果日贊助全校學生水果，鼓勵學生多吃水果。為鼓勵學生努力爭取優異的成績，
家長教師會贊助書券予各級成績優異生及進步獎。

親子歷奇遊樂活動

傳真 :27182543

過去數年，在校長、老師及家長的指導下，家長教師會漸漸成長。家長在學校發展的過程中開始
扮演一定的角色，家長的意見亦得到充份的反映。伍華的學生來自普通家庭，學校為學生創造了一個
純樸的學習環境，使伍華學生對事物有正確的價值觀。教育的成功，老師、家長及學生本身的投入也
是關鍵的因素。現今社會複雜多變，家長與學校攜手合作，才能把子女教育成材，配合時代的發展。
我們期望家長擴闊個人的知識領域，改善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加強與其他家長的聯繫，得以建立和諧
緊密的親子關係，並協助子女健康成長。家長教師會亦希望能邀請更多家長參與，進一步推廣家長教
育及促進家校溝通的機會。

各位家長：
我們感謝天主的眷顧，使學校沐浴在主的愛內；我們感
謝各位家長的信任和合作，讓孩子在我校茁壯成長，且在各
方面得到進步；我們感謝校友們的支持，使學校得到各種各
類的支援；我們感謝老師員工們的努力和付出，在不斷轉變
的社會洪流下緊守崗位，讓伍華的學生在各自的舞台上發光
發熱。
來年，伍華中學將步入第五十年。與此同時，我們亦會
開展不同的計畫。讓我們同努力、同慶祝、同感恩，並將學
校的成就，光榮於天上的父親。

我在家教會的日子 - 家長的話
兒子們日漸長大，次子已在天主教伍華中學就讀中五，長子早年也在伍華中學畢業了。雖
然各有各忙，但我們仍能保持融洽的溝通，當中的要訣，有一半歸功於我多年來參與不同的義
工活動，彼此增加了不少話題，還讓他們明白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建立了正面的價
值觀，我覺得這些對他們的成長至為重要。
今年我有幸被推選為家長教師會會長，自覺經驗及能力淺薄，確實是一項大挑戰，幸好結
識到一班專業的老師委員及熱心的家長委員，多得他們的協助，提供了很多寶貴及實用的意見，
解決了不少難題。在齊心合力的幫助下，令會務及活動都得以順利完成。 更要感謝的是一班家
長義工，在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協助我們，為學校及學生們出一分力，一起感受學生的歡
樂。過程當中，我發覺在各位身上所學到的，比付出的更多，得益不淺。感激！
岑翠翎（會長）

編輯：梁佩娟老師、黃耀昌老師、陳一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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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柏齡校長
二零一四年六月

願上主祝福我們伍華每一份子！

在此，特別感謝上屆家長教師會理事委員，他們為家長教師會奠定良好的基礎，促使家長教師會
的會務得以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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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 http://ngwahsec.school.net.hk/pta/

校 長 的 話

中五義工
服務學習計劃
長者院舍探訪服務日
陸運會

電話 :2383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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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接任學校的家長教師會副主席一職，在任初期由於對運作及責任並不熟悉，本人有
無從入手之感覺，但在校長、老師、主席及各委員的協助下，我可以盡快投入家教會的工作。
我在家教會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去年聖誕節舉辦的聖誕聯歡會，我們在事前做好了預備工作，
使聯歡會得以順利進行，對今次聯歡會的整體運作甚感滿意。
去年十一月，家長教師會舉辦了親子旅行，在事前我們準備了一些小禮物給有份參與的家
庭。當日我看到家長及同學們在旅行時玩得盡興，我亦十分開心。在本學年剩餘的時間中，我
會繼續努力，希望能為家長教師會及學校作出我最大的努力，將會務做得更好。

今年小兒升讀中一，希望藉著參加家長教師會的工作，讓我可以多瞭解學校的運作，並得
知小兒在中學的生活情況，讓彼此之間多些溝通，並減少隔膜。在這短短的數個月，我在家長
教師會內可看到天主教伍華中學的老師和家長都是非常積極、群策群力地推動每一項活動，就
是因為大家的投入，活動都舉行得有聲有色。希望來年仍能夠繼續跟老師和委員一起共同延續、
推動及支持家長教師會，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使我們的孩子能夠渡過充實的校園生活。

2013-2014 年 度 家 長 教 師 會 活 動

麥家盈（助理秘書）

周佩君（副會長）

大家好 ! 我是 1D 班的家長林楚翹，有幸在今年能參與家教會委員一職，讓我能夠加深對
本校的認識，過去幾年我曾是天主教伍華小學的家長教師會委員之一，所以對於這個地方覺得
份外親切。時間過得真快，眨眼間一個學期已經差不多完結，回顧這年來各委員合作無間，分
工完成各項不同的活動和會議，今年亦讓我參與了陸運會、親子日營和親子旅行等活動，除了
令我舒展身心外，也為我和兒子在活動中親近多一點，希望日後將這份經歷帶給每一位家長。

今年是我首年加入天主教伍華中學的家長教師會。近年來，大多數學校都很看重家校的溝
通和合作，藉此增進彼此的互相瞭解，家長也能加深認識學校的文化。期望達致教學相長的效
果，無疑這是促使我加入的原因。這段日子以來參與了各項不同的活動；有校內的如：黃昏的
迎新燒烤會、水果日、家長講座；校外的有親子郊遊等。在活動中，我感受到家長委員充分地
發揮着團結互助的精神，而最令人欣賞的是一班甚有愛心的家長義工，她們不辭勞苦，風雨無
間地到校幫忙初中生開飯，在此我要借機會向她們致以敬意！相信友愛互助的家長們會孕育及
培養良好的下一代。很高興能夠加入這個大家庭，也期望小兒能在此展開愉快學習的旅程！

林楚翹（司庫）

吳創輝（委員）

我十分開心能夠加入天主教伍華中學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我可以和一
班姊妹去親子旅行，當義工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還記得有次去馬屎洲行山，雖然行山的過程
辛苦，但有一班家長陪伴，不知不覺一起行到了終點，所以我十分慶幸能加入家長教師會，讓
我能夠認識很多家長，擴闊了我的社交圈子。

PTA is a voluntary organization composed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who are willing to facilitate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I first joined PTA as a volunteer, assisting S1 & S2 students having lunch at school. It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chool. After working as a volunteer for a year, I felt honoured to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parents sharing a common goal, and the friendship formed was the
most treasurable.

孔麗華（委員）

我很榮幸能加入家教會，並參與家校活動，藉著各項活動，本人感受到親子相處的喜悅、
幸福和歸屬感，這些實在有賴全體老師及家長教師會各位委員携手合作的團隊精神。學校、教
師及家長維繫著緊密的溝通，師生關係融洽，達到家校心連心。本人體驗到老師那種竭盡愛心
支援學生、對學生循循善誘、樹立學生尊師重道的良好精神。
希望日後家長教師會能舉辦更多康樂活動，藉著這些活動，能促進親子關係及擴闊生活體
驗，令學生在品德、學業及身心全面健康發展！

PTA focuses on events providing enjoyment for our children and offering support to the school and teachers.
The events also allow families to interact an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As parents, life is busy, but there are
always opportunities to get involved in PTA events and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calendar year. The time and
effort put into the group is more as a committee member, but I think it’s worthwhile.
I am so happy to be in this big family. It is all about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with a lot of joy. It is a wonderful
feeling and experience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parents whose aims and objectives are the same as YOURS!
By Alice Leung(Recreation Welfare Ofﬁcer)

李少英（委員）
今年已是我第二次擔任家長教師會的幹事，在這三年內，我見証着天主教伍華中學和家長
教師會顯著的進步。
學校方面，在劉校長及眾老師的帶領下，課程安排變得更加靈活。學校關心家長的需要，
撥出了更多資源以改善家長教師會資源中心的環境，好讓家長義工回校時有一個更舒適的環境
為學校服務。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可以在這裡舉辦更多的家長工作坊，從而令家長更了解學校
的運作。
家長教師會方面，今年的家長幹事合作無間，她們不單貢獻自己寶貴的時間來協助學校和
同學，而且還參與了培訓課程，了解更多家教會的職責和權益。我希望來年有更多家長積極參
與我們的會務，令家校關係更和諧、更美滿。

親子旅行

「認識九型人格及分

享子女相處之道」家

長講座

我在家教會的日子 - 老師的話
本校家長教師會在這個學年舉辦了不少不同類型的親子活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境內
親子旅行。親子旅行既可增加家長與子女親近接觸的機會，也能夠使本校家長互相認識，促進
友誼。事實上，藉着旅行活動，不但可拓闊視野，更可使家長與老師在大自然的環境和輕鬆的
氣氛下，暢談學生學習情況與校園生活點滴，從而加深彼此的認識和了解。也可為家庭提供了
第二個彼此了解的渠道，亦使家長與老師在輕鬆的氣氛下聚會，加強彼此的聯繫和認識。
陳一平老師

廖慧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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