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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訊

2 0 1 6 至 2 0 1 7 年 度 2
地址：沙田銀城街25號　電話：2786 1990　傳真：2786 9617电網址：http://www.ltfc.edu.hk/PTA/   電郵：pta@ltfc.edu.hk

　　大家好！很高興又可以與大家分享下……

　　又到學年的終結了！回顧我們一起參與的

敬師日、水運會、陸運會、家長晚會、學校資

訊日、親子旅行暨會員大會、親子運動日、周

末茶聚；而節日活動有冰皮月餅製作坊、年糕

工作坊、農曆年宵攤位、元宵節煮湯丸及端午

包粽活動；至於社會服務，家長義工自組編織

班，將製成品於探訪老人院時送出。在此，再

次感謝家長義工的積極參與和家教會執行委員

之協助。

　　每項活動的成果就是……校長、師生、職

員和家長的笑容。回想學生蹦跳地來領取湯

丸，品嚐粽子時的天真孩子氣，真是義工們的

回報和鼓勵，當然少不得校方的支持。期望這

些傳統活動得以在我校每年繼承下去，亦成為

我們孩子的身教……施比受，更有福。

　　剛剛出席了應屆畢業典禮，在此，恭喜及

預祝各位畢業生成績理想。無論步進那所學院

或行業，共勉一句：學海無崖，唯勤是岸。永

遠記得母校林大輝中學，隨時回校探望。

　　最後，請各位繼續積極支持和參與學校及

家教會的活動，並且加入我們家長義工團隊，

服務大家！

　　祝大家生活愉快，教職員教安！

杜景如主席



2

　　我相信各位

家長最近都留意

到有關 AlphaGo

擊敗圍棋世界冠

軍柯潔的新聞，

可 見 人 工 智 能 不

再是科幻小說的橋

段，它對人類未來

的影響，不容忽視。 

　　現今的科技發展又何止一日千里？在我成長的

年代，很多體力勞動的工種隨著自動化機械的出現

而消失。當時的父母已明白勞力敵不過機器，因此

都期望子女能用功讀書，靠「腦力」找一份穩定而

又不易被取代的職業。 

　　時至今日，人工智能（AI）結合大數據（Big 

Data），讓電腦像人類一樣不斷學習、累積知識及

經驗，從而迅速、有效率地解決不同的難題。被取

代的已不再局限於體力勞動的工種，腦力勞動的工

種也將面臨重大的衝擊。 

　　電腦不能取代人腦？人工智能不能

取代人類？相信大家也不敢妄下判斷。 

　　在這個科技瞬間「億」變，資訊無

窮無盡，指尖一觸能知天下事，網路無

國界的年代，孩子們好像甚麼也知道，

但又好像甚麼也不懂；他們表現自我

時顯得那麼勇敢，但一遇到困難時卻

又變得那麼脆弱；人與人的溝通愈來

愈便捷，但關係卻愈來愈疏離. . . . . .

　　那麼，我們這一代的孩子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應如何迎接未來科技帶來的挑戰？

　　明辨是非、勇於嘗試、敢於創新、不斷學習、

自我完善、面對逆境不畏懼，堅持努力不放棄、學

習擁抱改變，方能與時並進。 

　　這不正正就是林大輝中學的核心價值嗎？

 Perseverance　　 堅毅不屈

 Excellence　　   追求卓越

 Respect　　   敬人自重

 Foresight　　  高瞻遠矚

 Entrepreneurial Spirit　　 企業精神

 Creativity　　  勇於創新

 Talent　　  盡顯才華

　　期望家校攜手合作，共同努力培育二十一世紀

完美(PERFECT)的新一代！

吳名賢副校長

副校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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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將至，家長們除送舊迎新外，還會準

備各樣寓意吉祥的賀年美食款客或與家人共享，而

年糕更是慶祝新年的最佳美食之一。

　　本會特於一月十八日開辦年糕製作班，讓家

長、老師及學生一起研習製作技巧，既經濟又健

康。當日有六位家長義工回校參與活動，在三樓飯

堂預早為同學準備材料。黃校長和一些老師也前往

為她們打氣。

　　到了午膳時間，數十位同學排隊輪候參與。在

家長義工的指導下，同學們用心製作自己的年糕，

大家非常投入。當完成所有年糕粉漿後，便交由飯

堂協助蒸熟。師生於放學後到家長教師會資源室領

回年糕，高高興興回家與家人及親友分享，盡情歡

度新春佳節！

　　農曆新年的年宵攤位是我校一年一度的重要活

動之一。同學在籌備攤位時，不但可應用從課本上

學會的市場學知識，亦可訓練他們的領導能力；寓

多元化學習於活動中，大家既投入，又熱鬧、又開

心！當天，家教會的執委和家長義工亦透過攤位遊

戲、製作賀年掛飾及製作既傳統又破格的麥提莎糯

米糍小食，與老師和同學同樂，也深刻地讓同學們

親身體會到農曆新年的團結、歡聚的意義。 

年宵攤位活動

年糕工作坊

校長、副校長及助理
校長一同製作年糕

5E體院班同學也
參與製作年糕

同學反應踴躍，大家用心製作年
糕，希望新的一年「步步高陞」。放學時，同學忙於尋

找自己的製成品。

各家長於年宵攤位準備為同學製作不同賀年飾物。
同學們踴躍地參與年宵攤位活動。

家長義工製作賀年掛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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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年度會員大會定於二月廿五日舉行，為

了加強家校溝通，本會當日也同時舉行家長教師會

親子師生旅行聯誼日。

　　當日早上，在數十位家長、教師會員的見證

下，我們順利通過了第五屆杜景如主席的2015-16

年度會務報告、第五屆司庫劉慧芬女士的2015-16

年度財務報告。接著由杜景如女士為我們致送由教

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的「家長也敬

師運動」的敬師感謝狀給各老師，並由負責學術的

教師執委唐廣照老師代領。

　　完成會員大會後，大家於約十時乘坐旅遊巴出

發到第一站富豪花園保齡球場。於保齡球場內，各

家長師生盡展所長，務求取得佳績。球賽完成後，

大家到旺角仕德福酒店享用自助午餐。午餐後繼續

行程，出發往位於山頂的警隊博物館參觀，透過不

同展覽廳，包括歷史展覽廳、三合會及毒品展覽

廳、以及警隊今昔展覽廳以了解警隊今昔的不同。

參觀過後，便到旅行的最後一站 — 中環PMQ元創

坊參觀。元創坊前身原為中央書院，於一九五一年

改建為已婚警察宿舍。二零一二年在建築署監督

下，展開了活化工程，為本地創作人提供一個集中

地，推動創意藝術，並於二零一四年起正式開始運

作，名為元創坊。家長和師生除了可認識到這個被

列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物外，亦可藉著今次機會認

識到本地的不同創作。

年度會員大會暨親子師生旅行聯誼日

主席杜景如女士為家長教
師會年度會員大會致詞

午餐於仕德福酒店進行

新一屆家長執委與老師執委合照

同學抽到獎品，開心的一刻！

同學、家長及
老師一起進

行保齡球賽

參觀位於山頂的警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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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十一日為元宵佳節，正是一年之中首個月

圓之夜，象徵春天的到來，華人傳統會吃湯圓、賞

花燈、猜燈謎以示祝賀。而吃「元宵」即湯圓象徵

家庭團圓。而本會家長義工於二月八日在元宵佳節

前舉行了湯圓工作坊，並於午膳時間派發熱呼呼的

湯圓予老師和同學們，以祝福他們在雞年一家和樂

團圓。同學們透過品嚐湯圓，進一步加深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認識。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四月舉辦「建立和諧家庭」

家長講座。是次講座邀請了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

乃萱女士為主講嘉賓。羅女士多年來致力於婦女的

家庭和教育工作。於二零零五年獲頒授香港特區榮

譽勳章及於二零零八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羅女士

亦是一位作家，近年著作喜探討現代人的婚姻關

係、親子溝通及家庭德育等課題，亦經常主持有關

講座。是次講座內容以加強親子溝通和建立良好的

親子關係為主題，羅女士將自身經歷及經驗與家長

一同分享，家長得到共鳴之同時，亦獲益良多。我

們期待下次羅女士再為我們作其它主題的分享。

元宵佳節慶團圓(煮湯丸活動)

「建立和諧家庭」家長講座

家教會執委及校長
與羅乃萱女士合照

家教會主席頒發感謝狀予羅乃萱女士

羅乃萱女士為講題「建
立和諧家庭」作演講

家長及各老師非常投入是次講座，拍手讚好。

一眾家長義工為
今次活動合照

午飯後
，同學

們

品嚐愛
心湯丸

。

家長義工努力地準備愛心湯丸

家長義工與校長及老師們一起拍攝「團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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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於五月份舉辦「親子師生運

動同樂日」，家長當日於新翼多用途體

育館與子女同歡，老師當然亦不放過是

次機會在球場上與各家長及同學切磋球

技，共享一個有活力的下午。於球場切

磋後，老師及家長到家教會資源室共享

茶點，同時亦分享教育心得。

　　六月三日舉辦的“海外升學”家長講座

由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的社工石顯宗先生講

解。內容十分豐富，升學地點包括：澳洲、英

國、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石先生指出海外

升學要注意的事項，例如：選擇課程的因素、

報名注意事項，各大學和大學基礎班的英文要

求，IELTS英語能力試，所需要入學資格及成

績等。他並細說各學士、大學基礎班、大學先

修課程及銜接課程，以及職業教育與培訓課程

的證書、文憑、高級文憑等申請方法。另外，

亦榮幸邀請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香港辦事

處張衛紅女士和教育項目鍾帶喜女士，為家長

講解其學院內地提供的各類升學課程及銜接海

外升學途徑的資訊。講者們也詳盡分析各地學

生的生活費、介紹有用網上連結及資訊。家長

十分投入、反應良好，並期望學校能多舉辦相

關講座。

親子師生運動同樂日

海外升學途徑家長講座

社工為家長講解海外升學注意的事項出席講座的既有家長也有同學

家長、老師與同學一同合照

家長和學生正在比拼羽毛球球技

黃麗貞老師和同學也來一
場乒乓球友誼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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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中秋節及元宵節後，本會再接再勵，於端午節

這節慶日子舉辦包粽活動。於活動開始前，各家長義

工已預早準備活動所需材料，如：竹葉、鹹蛋及糯米

等。到了五月二十四日當天，家長、老師及同學們一

起參與活動。平時在運動上有傑出表現的健兒也一起

參與活動，投入非常。

粽子賀端陽

畢業典禮

　　五月二十七日為本校的畢業禮，亦是中六同學的

大日子。那天早上，各中六同學帶著既緊張又興奮的

心情回校，挑選了合適的畢業袍便進行彩排。 

　　到了下午，畢業典禮正式開始。首先各家長已

準備就緒，坐在台下，等待他們的子女上台接受畢業

證書。而校監林大輝先生、校長及副校長等亦一一進

場，於台上就座。首先由校長致詞，並勉勵同學積極

向前，邁向人生另一階段。接著便由校董王振邦先生

向同學說勵志的說話，勉勵同學。跟著各同學逐一上

台接受畢業證書，而台下的掌聲此起彼落。最為感動

的，則肯定是各父母親了。 

　　而學生代表杜譽霏同學隨後亦上台作致謝詞，感

謝學校及各老師多年來的教導和照顧。 

　　典禮的表演節目十分豐富，前半部分，由手鐘隊

演奏輕鬆悅耳的樂曲，接著由合唱團獻唱，祝畢業同

學前程錦繡。最後由步操樂隊以整齊嚴謹的隊形演奏

扣人心弦的樂曲作結。後半部份的表演是英文戲劇，

該劇講述一位嚴格的校長與其學習態度不認真的女

兒的故事。故事講述想成就夢想，就必須不斷作出努

力，才有機會成功。席上各賓客，看得非常投入，並

報以熱烈的掌聲讚賞。 

　　最後一刻，由家教會主席杜景如女士安排，向每

位同學派發鮮花，讓他們親手將鮮花送給他們的父

母，向他們答謝，場面好不感人。

學生代表向學校致送由
他們親手製作的紀念品

合唱團向各畢業同學獻唱，祝他們前程錦繡。

學生代表杜譽霏同
學於台上作致謝詞

我們終
於中學

畢業了！

同學準
備就緒，

向家長
獻花。

畢業生和家長合照，笑得多燦爛呢！

平日在運動場上表現出色的精
英，包起粽上來也有一手。

製作完成後，老師還與學生一起合照呢!校長的製成品，手工不錯呢!

有不少同學還是第一次包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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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

上年度結餘  63,420.14 

會費收入  (496人X $50)  24,800.00 

其他 - 暫收款項  10.00 

教育局 - 家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津貼 2016-2017  15,267.00 

家教會旅行收費  14,090.00 

總收入  117,587.14 

支出   ($)

2015-2016年度粽子賀端陽 - 購買物料  2,111.00 

2015-2016年度雜費  350.00 

2015-2016年度畢業禮送花  1,000.00 

2015-2016年度第二期會訊 - 設計及印刷費  5,300.00 

敬師日 - 購買生果  1,055.00 

九月份周末茶聚 - 購買小食及飲品  1,050.30 

家長教師會會員咭  480.00 

冰皮月餅工作坊 - 購買物料  1,461.50 

購買資源室用品 (上學期)  2,199.60 

學校資訊日 - 購買小食及飲品  200.40 

學友社升學講座 - 講者費  1,500.00 

愛心送暖探訪老人院活動 - 購買禮物  669.70 

家長教師會制服費用  8,000.00 

雜費 (上學期)  437.00 

退回暫收款項  10.00 

購買資源室用品 (下學期)  833.30 

年糕工作坊 - 購買物料  388.00 

農曆新年年宵活動 - 製作位及購買獎品  1,416.70 

元宵節湯圓工作坊 - 購買物料  1,073.60 

家長教師會 - 團費  14,626.00 

家長教師會旅行 - 購買獎品  1,666.60 

2016-2017年度第一期會訊 - 設計及印刷費  5,600.00 

四月份家長講座 - 購買小食及飲品  439.40 

2016-2017年度粽子賀端陽 - 購買物料  2,766.70 

2016-2017年度畢業禮送花  1,200.00 

學友社升學講座 - 講者費  1,300.00 

雜費 (下學期)  200.00 

銀行手續費  120.00 

 總支出  57,454.80 

結餘  60,132.34 

(2016年6月1日 - 2017年6月30日)

2016 -2017年度財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