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於2019年舉辦「第三屆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選舉」，目的為表揚
在家長教師會工作上具卓越成就，藉著選舉讓家長教師會分享成功經驗，推動家校合作的文化。

頒獎禮於2019年6月29日中午在教育局舉行，在參賽20隊之中本校家長教師會榮獲五個獎項：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感謝各家長踴躍參加各項家長活動及眾委員的勞力，本會連續三屆榮獲「最具領

導團隊才能大獎」及第一次榮獲「最具積極推動家長教育大獎」實屬難能可貴。

家校合作之星獎 家校橋樑合作之星榮譽獎 家校凝聚之星榮譽獎 最具領導團隊才能大獎 最積極推動家長大獎

（盧維中助理校長獲得） （李卓民主席獲得）

「東區卓越家長教師會選舉」

本校家長教師會連續三屆榮獲

「最具領導團隊才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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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一天遊  吉澳海鮮午餐、外觀鴨洲、荔枝窩
地質公園生態遊

  2018年10月1日是家長教師會一年一度的親子旅
行。這是我第二年參加，當天天氣很好，我們一家懷着

雀躍的心情出發。由於受到颱風山竹的破壞，吉澳和地質公

園到處都有很多塌樹，我們看見有很多熱心的義工幫手處理塌樹和垃圾。雖

然滿目瘡痍，看不到美麗的景色，但是我們都沒有抱怨。因為能跟自己的家

人和朋友一起遊玩，是一件感恩的事。最後，大家都懷着愉快的心情歸途。

2B 黎芯怡家長 孫淑媚女士

  本校於2018年12月1日舉行一年一度
繽紛校園開放日。當日人頭湧湧，節目

豐富，有家長專題講座，制服團隊步操

表演，攤位遊戲及美食義賣攤位等。希

望在未來日子，我可以繼續參與其中。

1D 黎心陶家長 黎大衛先生

親子

開放 日

旅行 新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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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豪博士

  感謝主！讓我可以在劉永生服侍主！我在香港大學學士、碩士和博士畢業，在北角循道學
校讀小學，衛理中學讀中學，在聯合醫院出世，並在教會成長。我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

會陳震夏中學，我十分感謝主，因我一直很想在教會學校服侍年青人，現在終於實踐夢想了！

劉永生中學的家長十分好，經常參與學校服務，願望我們彼此同心，因為齊心就事成！

    廿歲啦！生日快樂！祝賀劉永生中學二十周年校慶之喜！

    大家好！我是家教會主席李卓民。本人參與家教會的事務已超
過十五年，但在劉永生中學家教會的經歷最為深刻，何出此言？因
為我能深深體會到家校合作的意義。在參與家教會的會務當中，困
難是一定有的，畢竟各委員都是全職工作，只能夠在工餘時間參
與會務，若然不是學校給予無限的支援及老師大力的支持，每項活動都
難以順利進行。當然還需要家長們鼎力協助及參與，當中的關係密不可分。

    故此希望藉著這個機會向家長，學校，老師說聲多謝，沒有你們的支持和協助，再努力地籌辦
活動也是徒然！

    希望在往後的活動當中能再次見到大家，謝謝！

家長教師會主席
李卓民先生

主席的話

新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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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感謝家長義工過往一年無私地協助家長教師會眾多會務，家長教師會與家長團契於2019年1月
4日晚上合辦義工燒烤晚會。是次晚會約50位家長及老師出席，大家聯誼交流，樂也融融。

家長義工      晚會燒烤

敬師 日
  2019年9月10日是每年

一度的
敬師日

，當天
早上，

家長委
員們很

早便到
達學

校，為
老師們

送上花
茶茶

葉，以表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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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美食製作班－生煎包
  家長教師會於2019年5月25日舉辦生煎包製作班，由陳碧玲女
士執教。這次的生煎包製作班令我印象深刻，導師用心及風趣的教

導令過程非常順利。大家在一片歡笑聲中，學會了製作美味的生煎

包。希望日後家教會能多舉辦這類型的活動。

3D 蔡焯瑤家長 葉佳玉女士

  家長教師會於2018年10月3日舉辦頸巾編織班，由本會委員張秀女士執教。當
天我心情十分緊張，畢竟我是新手，真是無從入手呢！幸得編織班的導師耐心講解

並教導我們怎樣織高針和低針。在導師的悉心教導下，我終於學會織低針了。原來

編織是極需要耐性和細心的。在此多謝導師的細心指導，辛苦你了！

 1C 吳俊豪家長 陳毅君女士

編織班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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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 聚餐

5B 劉綺彤

一片丹心隨世古，

千音難頌師恩情。

5A 譚伊棋 

仁愛師恩情最深，

愛生如子心連心！

5C 梁樂晴

從師一日恩千載，

受益三生傳萬世。

1D 鄭穎杰

諄諄教誨銘於心，

感懷教益謝師恩。

1D 袁悅

敬情難盡須讚好，

師業偉大品德高。

2D 蘇宏豐

春風化雨，得汝稱讚，

莘莘學子，敬師表歟。

3B 盧詠妍

崎嶇艱辛齊衝過，

展翅高飛謝師恩。

5A 楊映雪

敬師愛生關愛顯，

善導勤學成就見。

冠軍 亞軍 季軍

敬師標語創作比賽

  家長教師會於2018年3月30日舉
辦敬師聚餐。我已經第二次參與敬師

聚餐了，但我感覺還是很新鮮！因為

今年很特別，茶道班的學生們介紹了

中國茶道和表演茶藝，並請老師喝

茶。香港的學生以行動表示對老師的

尊敬和感謝，與日本個別送禮不同。

在此多謝家長們的支持及贊助，聚餐

中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家長們親手製作

的，每一份食物都各有特色。大家都

過了一個開心歡喜的中午呢！

2B 謝美天家長 朝長由美女士

1819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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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暑假，我的孩子出生了。從此，我多了一個身
份  爸爸。

  看見孩子從出來的一刻，是瘦削弱小的，但他隨即扭動身
軀，努力地叫喊出來，呼吸著到這世上的第一口空氣，讓我感受到生

命的奇妙與堅強，心中的感動不斷湧流出來。

  這個月來，跟太太成為新手父母，每件照顧孩子的事都得好好學習和應用。我們不免疲
憊，也流淚過無數次；聽見孩子哇哇大哭，也會自責照顧得不好。感恩家人互相支持，主也

讓我們心中有平安，步步有恩典。縱然仍是忙亂，但讓我們更會享受

天倫之樂。

  「要教孩子走合宜的路，這樣他到老也不偏離。（箴言22：
6） 」深盼孩子在成長道路上，懂得緊握主的恩典，常存愛與盼
望。作為老師，更要有為父的心，與學生同行，引導他們在學業和

人生道路上，仰望上主的帶領。

李鈺山老師

  2019年3月16日是我和太太結婚
的日子。感謝在天父的保守下，我們

彼此學習，彼此勸勉及激勵，彼此成

長。預備結婚的過程中，同事、朋友

及弟兄姊妹等送上了不同的祝福和幫

助，由衷的感到很驚喜和感動。謝謝

天父及大家的祝福！

黃景業老師

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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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很貼心，為家長提供
買賣舊書的服務，除可節省金

錢及時間外，亦免除買錯舊書

的機會。

2A王立行家長 張然花女士舊
書

    學校為新一屆中一的家長和學生舉辦迎新日，日期是2019年8月17日週六下午，目的是希望新生和家長更多認識學校。本會和家長團契、本校教會柴灣堂藉著這機會向家長們介紹林林總總，多姿多采的活動。祝願新同學能在這充滿愛的環境下茁壯成長。

迎新日

買
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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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慶祝創校20年，於2019年6月14日舉行校慶感恩晚宴。適
逢創校鄭德富校長在本校服務20年，於2019年8月榮休，本校亦於當
晚惜別歡送，以表謝意。當晚節目豐富，包括：20週年回顧短片播
放、校長、校友、家長和老師感恩回顧分享、拍照、贈送紀念品等。

晚宴非常熱鬧，大家共聚歡談。

暨鄭校長榮休晚宴
20 週年校慶

當晚晚宴相片歡迎到本校網頁瀏覽

鄭德富（榮休校長）廿載感恩
  2019年6月14日，在學校20週年校慶紀念晚宴上，我懷著感恩，喜見共18屆的家長教師會
正副主席和眾家長委員盛意蒞臨。

  萬丈高樓從地起。從零開展的工作實不容易。19年前我與廖志剛老師和黃李淑英女士、李
趙靄明女士等多位家長用了一年時間密鑼緊鼓籌辦家長教師會，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每一串汗

水換每一個成就，各家長寶貴的一分力，累積起來便能披荊斬棘成立了家長教師會，且是一個

有良好基礎的家長教師會；創辦過程中眾人既勞苦又興奮，一切情境，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黃李淑英女士和李趙靄明女士及後分別擔任第一屆主席和副主席，我深深感謝她們。）

  堆沙可成塔，積水可成河。家長教師會能
有現今的規模，在親子教育、親子旅行、家長

興趣班、會刊出版、敬師聚餐、校政參與等有

可觀的果效，實在多得歷屆的正副主席、委員

和家長義工們，以及盧維中與多位負責老師多

年以來勞心勞力的貢獻。

  廿載過去了。展望將來，家長和老師繼續攜
手促進家長教師會會務，使學生、家長和校方一

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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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茶聚

  歲月流逝，本校創校校長鄭德富校長將於今
年8月榮休。為答謝鄭校長過去二十年的貢獻，
以及歡迎新校長林達豪校長加入本校這個大家

庭，家長教師會及家長團契於2019年7月13日合
辦午餐茶聚。當天筵開二十席，分別有鄭校長及

林校長分享、家長互相認識、飲茶拍照等活動。

歡送鄭校長榮休
	 及歡迎新校長林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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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長團契與中華傳道
會柴灣堂一向合作無間，尤其在

傳福音事工上。每年都有學生和家長

因我們的事工而接受了福音，今年有三位

家長在柴灣堂栽培下，於2019年9月8日受浸加
入了教會。他們分別是張秀姊妹（因學校輔導員陳

幗靜姑娘的關心接受福音），及陳錦生弟兄及其妻子

梁桂貞姊妹（本校家長團契火鍋晚會中接

受福音）。這喜悅的事情鼓勵了教會

的肢體及學校老師，盼望我們能

繼續合作傳揚福音和為上主

的託咐而努力！

本校三位家長受浸

家長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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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 姓名

主席 李卓民先生

副主席
葉佳玉女士

盧維中助理校長

秘書
孫淑媚女士

霍韋莉老師

司庫 周思慧老師

核數 朝長由美女士

活動
推廣

鄺美燕女士

郭燕玲女士

張秀女士

聯絡

陳毅君女士

黎大衞先生

陳麗嫻老師

陳潔鈴 Celia Chan
Kwok King Yee 劉振邦
Akita Wong 劉家祥
王岸軍 劉愛瑜
周桂容女士 Anna Wong
蔡育培 鄭家軒
余雅炎 蘇宏豐
高琳琳 張然花
陳永庚 吳錦輝
梁國會 麥善基
胡美玉 張梓勤

贊助會訊名單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地址：香港柴灣新廈街 323 號　電話：2715 6333　傳真：2556 9126　網址：http://www.lws.edu.hk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會

第十八屆週年財政報告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18年12月至19年11月

承上結餘 $74,040.10 

收入

活動收費

家長興趣班物資收費 480.00 
親子旅行收費  32,700.00 
敬師聚餐家長贊助 5960.00 
舊書買賣行政費收入  175.00 
歡送鄭校長及歡迎林校長午餐茶聚收費  13,270.00 

52585.00 
會費  11,700.00 
教育局旅行津貼  10,000.00 
教育局會訊津貼  9,000.00 
教育局恆常津貼  5,633.00 

資助及贊助:
會訊贊助(家長)  11,530.00 
校慶攤位義賣收入  2,773.50 
會務經費籌款  4,782.00 

利息  44.42 
108,047.92 

總收入 182,088.02 

支出

活動費用

敬師聚餐 5058.60
興趣班支出 680.00
親子旅行支出 47480.00
家長義工BBQ支出 1303.00
歡送鄭校長及歡迎林校長午餐茶聚支出 18526.40
其他 365.00

73413.00
贊助2 0週年校
慶家教會環保袋

19500.00

敬師日禮物 666.00
會訊 9450.00
東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會費
300.00

家長教師會成績

優異獎獎學金
17400.00

總支出 120,729.00
盈餘 61,359.02 

緊急慈惠基金財政報告18年11月至19年11月
承上結餘 20,837.40 

收入
開放日緊急

慈惠基金籌款
5,509.10 

支出
學生緊急

家庭開支
0.00 

盈餘 26,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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