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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承蒙各位家長的支持，今年本人能順利完成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在此非常感謝曾校長、副
校長及各位老師的鼎力支持，協助本會舉辦各項活動，亦衷心感激各位委員及家長義工積極參
與，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這四年在家長教師會服務期間，本人曾協助校方籌辦敬師日、校運會、水果日、畢業聚餐及
綜藝表演等活動，我深深感受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也見證著孩子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最後，感激學校悉心栽培每個孩子，讓他們能在不同的範疇上發展所長，使他們能自信地成
長。展望將來，希望各位家長繼續全力支持及協助家長教師會的會務發展，舉辦更多優質的活
動，讓家長及孩子參與。在此，謹祝願學生能茁壯成長，為社會作出貢獻！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湖景路29號
網址：http://www.lccs.edu.hk
電郵：office@lccs.edu.hk
電話：24413366
傳真：24040289

透過本會電話24504130留下你的姓名

及電話號碼，本會委員會盡快回覆。

家長教師會信箱設於本會辦事處外，

歡迎各會員來信，表達意見。

主席 ： 蕭麗珠女士    副主席 ： 馮麗玲副校長

秘書 ： 劉桂強老師    助理秘書 ： 陳詩敏女士

財政 ： 鄧宇詩女士    助理財政 ： 李岳城老師

常務委員 ： 黃秀麗主任    曾珮芝主任    陳鳳珍姑娘    連麗華女士

候補委員 ： 廖 櫻 女 士    陳莉芳女士    陳嘉寶女士    馬靄慧女士

主席 蕭麗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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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聲
    一年又一年……我當家長義工和家長教
師會委員已經有四年了，柏塱亦快要升小五
了。這些年來，我除了有幸能為學校出
一分力外，還可以陪伴柏塱一起成
長。此外，在各種的義工服務中，
我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和事，令自
己的生活更充實，視野更廣闊，從
而更感受到各老師對教學的熱誠，
真的要對他們說聲謝謝！希望來年我
能繼續為學校服務，讓我可以陪伴柏
塱一同成長。

    不經不覺當了家長義工和家長委員已兩年了，我很
享受和家長們一起工作的時光，日子過得非常充實。除
了協助學校推行活動，如：閱讀樂「棋」中、擔任故事
姨姨及午膳姨姨外，亦因為有份參與家長委員的工作，
令我更加了解學校的運作。久而久之，我
與其他家長建立了珍貴的友誼，亦與同
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校做義工是一
件很有意義的事，既能幫助學校，也能
讓同學們愉快學習，更能為女兒作一個
好榜樣，因為言教不及身教，令她更
投入學習、熱心助人。我期望有更多
家長回校協助老師及同學，讓我們的孩
子能有一個美好而充實的校園生活。

    自己身為家長，明白照顧兒女，已花了不少心血和時間。本人實在欣賞各位委員及家長義工無私地奉獻出自己寶貴的時間和心力，熱心地為學校服務，協助籌備和參與各項活動，盡心盡力，令各項活動能夠順利完成，在此衷心感謝你們。

    這個學年，由於成為家長教師會的其中一員，因
此，本人接觸家長及參與學校事務的機會多了。
家長們除了忙於工作及照顧家庭外，更要抽空為家長
教師會出一分力，她們那種不問收穫的精神實在值得
表揚及嘉許。
    此外，家長委員們在處理會務方面表現出色，在籌
辦各項活動時均能各展所長，無論在人手調
配、資源運用和對外宣傳等各方面，都
能妥善安排。本會各項活動得以順利
進行，確有賴一眾家委無私的付出。
    本學年即將結束，期望來年有更
多有心的家長能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
作，為學生、家長、學校謀福祉。

    加入家長教師會已有四個年頭了，最初加入的原
因是想多了解一點學校的運作。回顧這幾年下來，
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然通過家長教師會受益
良多。例如每個星期我都會爭取到學校做一次午膳
服務，看到孩子們天真無邪的臉，我的心情頓時變
得輕鬆愉快；每次參加義工活動的同時，自己都
有一種從未有的滿足感和快樂。從參與家
長教師會的各項活動中，自己的能
力也得到了提升。加入家長
教師會工作，不但豐富了
我的業餘生活，也更加充實
了我的人生。

    回顧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這四年時間裏，能夠和各位家長委員，校長及各位老師一同肩負家教會事務，讓我更了解學校運作，也讓我接觸不同的家長，從而交流教導子女的經驗，使我獲益良多。
    因與學校接觸及溝通多了，令我最深切的體會是「教育工作者」不易為。老師除了每天要耐心地灌輸知識給學生外，亦希望學生能作多元發展而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如：戶外學習日、校運會等，別小看這些只有一天半天的活動，老師背後可能已付出了不少時間和心血去安排及籌備呢!    最後我藉著此小小的框框，衷心

地感謝校長及全校老師對孩子的
關懷和悉心教導。希望楚思校
園越辦越好，培育出更多優秀
的人才，謝謝!

馬靄慧女士
(4D 吳柏塱家長)

陳嘉寶女士
(3C 潘瑋晴家長)

劉桂強老師

李岳城老師

廖櫻女士
(2C 曾雅媛,4D 曾雅欣家長)

連麗華女士
(4D曹浩洳, 4E曹釬洳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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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同學心聲
   我很高興能夠獲取優秀團

員獎。熱心助人一直是我的

宗旨，儘管圖書館的工作

很忙碌和辛苦，但也是值得

的。雖然明年不可以再為學

校服務了，但我升上中學後

一定會繼續熱心服務。

    我要感謝老師推選

我當糾察生，當我知道

自己獲獎時，感到很驚

喜，覺得自己的努力沒

有白費。我立志除了要

熱心助人外，更要做一

個遵守法紀的好公民。

    我能獲得優秀團員獎，
覺得很開心，因為這是我
第一次獲得獎學金。我認
為做童軍能學習不同的技
能，又能為同學服務，十
分有意義。最後，我要感
謝老師對我的悉心教導。

    我在學校擔任糾察生
已有好一段日子了，很榮
幸這次能夠獲得優秀團員
獎。這個獎項肯定了我在
校內的服務，在此，我要
多謝校長、老師，以及各
位同學對我的支持。多謝
大家！

    當我知道老師挑選我為

優秀團員時，覺得十分開

心。升上中學後，我會繼

續參加交通安全隊，努力

學習，感激老師對我的栽

培和鼓勵。

     我能得到優秀團員獎，感
到非常榮幸和開心。參加交
通安全隊已三年了，我和團
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謝
老師接受我加入這個團隊，
讓我有機會為學校服務。

    我很開心能得到這個獎
項，沒想到成為糾察生僅
一年的我能夠獲獎。我今
後會更盡忠職守，盡力為
同學服務。

    我很榮幸能獲得優秀團員

獎，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首

先我很慶幸能成為紅十字會

的會員，透過參與紅十字會的

活動，我學會了與人合作的技

巧，亦培養了當義工的興趣。

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仍能繼

續為大家服務。

    我能獲得這個獎項，感
到十分榮幸。當初加入紅十
字會時，從未想過自己能獲
獎。很感謝老師這幾年來給
予我很多參加活動和服務的
機會，讓我獲益良多。我今
後仍會熱心助人，希望在未
來的日子表現得更好。

    我很榮幸能再次獲
獎。擔任糾察生已有兩
年，很感謝老師教導我
明辨是非，是老師的教
誨成就了現在的我。我
會繼續努力，不會辜負
師長對我的期望。

    本人很榮幸能獲得優
秀團員獎，這個獎項給
予我的不單是獎學金，
更是對我工作的肯定。
今後我會更努力，做一
個更優秀的糾察生。

    我很榮幸能獲得
優秀團員獎，亦很
感謝師長對我的栽
培，希望今後能繼
續服務同學。

   我很開心可以在畢業
前得到優秀團員獎。雖
然今後沒法再在校園為
大家服務，但我永遠不
會忘記在學校當值時的
一點一滴。

    我真的很感謝老師讓我再度獲得優秀團員獎。升上中學後，我也不會忘記在紅十字會的快樂時光，再次感謝老師對我的關懷和信任。

    我很榮幸可以得到這

個獎項。自從加入紅十字

會，我可以參加不同的活

動，學會很多書本上學不

到的知識，增廣見聞，希

望將來有更多為人服務的

機會。

    我很榮幸能獲得優秀

團員獎。參加了紅十字會

後，我常常有機會為同學

服務，感到很開心。感謝

老師推選我為優秀團員，

我會繼續努力，多參與義

工服務。

    我很榮幸能獲得優秀

團員獎。在此，我要感

謝黎老師讓我加入圖書

館這個大家庭。當上圖

書館管理員，使我有機

會為同學服務，使我的

生活過得更有意義。

    今年是我第一年，
也是最後一年當圖書館
管理員。也許有很多人
都認為幫助別人很辛
苦，但對我來說，只要
看見同學的笑臉，就滿
足了，真希望可以繼續
為同學服務啊！

6A廖嘉兒

6A 郭成榮

6B 林俊文

6D 黃樂榮

6B 李浩賢

5A 霍仲賢

4E 林子軒

5A 張運僖

6A 張潁琪

6E 黃鶴儀

5A 羅倚菲

5B 李幸晶

6A 駱彩頤

6B 黃樂婷

5A 孫詠宜

4A 林希梅

6A 李芓嬈

6A 吳美蘭

優秀團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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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年度本會活動一覽表

1. 派發會訊

2. 招收會員

3. 敬師日活動

4. 協助學校進行「幼稚園接待日」活動

5. 學校法團校董會2013-2015年度家長校董補選

6. 舉辦多元智能班：芭蕾舞、國畫、西洋畫、花式跳繩、書

法及足球

7. 協助學校推行「午膳獎勵計劃」

8. 與「遊樂道．無窮天地」合辦功課輔導班

9. 舉辦家長學習班-A 校本網上學習平台操作

10. 舉辦家長學習班-B 氣球扭扭樂

11. 協助及贊助長幼同歡賀聖誕活動

12. 舉行「輕輕鬆鬆親子遊」

13. 舉辦「精叻家長」家長工作坊

14. 舉行家長義工聯歡暨檢討會

15. 協助及贊助「全港學界開心果日」水果派對

16. 協助學校進行「4.23世界閱讀日」

17. 舉辦「型格父母」家長工作坊

18. 舉行家長義工檢討會

19. 舉辦畢業聚餐

20. 舉行「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欣賞會

21. 舉辦「學生綜藝匯演」

22. 頒發本會獎學金—「優秀團員獎」

23. 舉辦暑期活動班

24. 舉辦「和富寰球青俊計劃之暑期英語營」

2014年9月

2014年9月

2014年9月8日

2014年9月13日

2014年9月26日

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

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

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6月19日

2014年9月25日

2014年10月8日、2015年1月28日

及4月29日

2014年12月19日

2015年1月4日

2015年1月8至1月29日

2015年1月24日

2015年4月15日

2015年4月23日

2015年5月12日至6月2日

2015年6月25日

2015年7月6日

2015年7月9日

2015年7月10日

2015年7月14日

2015年7月15至27日

2015年7月20至24日

事項 進行日期

多元智能班-國畫多元智能班-國畫
多元智能班-芭蕾舞

幼稚園接待日

義工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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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閱讀日

氣球扭扭樂
水果日

家長義工檢討會

學生綜藝匯演

型格父母-家長工作坊

敬師日活動

輕輕鬆鬆親子遊

長幼同歡賀聖誕

會員購物優惠
    憑2015年度之家長教師會或校友會會員證到下列商號購

物，即享有折扣優惠，有關優惠，最終由該公司決定。

各商號名稱及優惠詳情如下：

CAKE FUN CLUB
烘焙材料專門店

嘉康跌打醫館

啟豐華都眼鏡公司

愛兒世界 

購物滿$50享有95折，報
堂享有9折

診金一律壹佰捌拾圓正

凡配眼鏡鏡架、鏡片半
價，另減收手工$30
(特價品除外)

童裝、玩具九折優惠(特
價品除外)
嬰兒服、用品九五折優
惠(特價品除外)

啟豐商場地下1B3號
鋪

啟豐商場地下15號鋪

啟豐商場1樓37號舖

啟豐商場1樓56號鋪

商號名稱 優惠詳情 地址

2015-2016



收 入

承上屆盈餘
會員費(14/15年度)
聚餐收費

 HK$ 
   78,941.90 

 5,700.00 
 4,590.00  

 

89,231.90 

聚餐支出
印刷會訊
郵費
校友盃支出
贊助學校活動支出

*盈餘(截至5/8/15)

 HK$ 
   892.20 

 1,950.00 

 14,645.80 

 
71,743.90  

 89,231.90 

支 出

收 入

承上屆盈餘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撥款
會員費(14/15年度)
多元智能班收費
親子旅行收費
功輔班收費
其它活動收費(包括講座及家長學習班)
其它收入
銀行利息(儲蓄戶口截至5/8/15)
暑期活動班收費
採購物資

 HK$ 
 138,627.45 

 29,978.00 
 20,070.00 
 75,470.00 
 56,860.00 

 447,750.00 
 55,230.00 
 12,870.00 

 2.02 
 72,500.00 
 10,075.00 

 
919,432.47 

印製會訊
資源中心電費、水費及電話費
優秀團員獎學金
多元智能班導師費及材料費
親子旅行支出
功輔班導師費
其它活動支出(包括講座及家長學習班)
其它支出
贊助學校活動支出
暑期活動班支出
採購物資

*盈餘(截至5/8/2015)

 HK$ 
  1,950.00 
 4,337.40 
 2,646.00 

 75,860.00 
 54,922.40 

 419,445.00 
 48,215.70 
 57,864.18 

 102,379.98 
 51,680.00 

 7,690.00  

 92,441.81  
 

919,432.47 

支 出

校友會
會 訊
2014-2015

家長教師會                                                       

校友會                                                       

財政報告

財政報告

2014 -2015年度

2014 -2015年度

儲蓄戶口
來往戶口
零用現金

儲蓄戶口
來往戶口

 HK$ 
56,955.41

 34,872.00 
 614.40 

 HK$ 
149.43

 71,743.90  

92,441.81

71,893.33

*盈餘(截至(5/8/15)

*盈餘(截至(5/8/15)

家長教師會

會 訊
2014-2015



委員     聲
校友會
會 訊
2014-2015

    本人感激母校多年來的栽培，承蒙當年各位老師的

教誨，委身於育才，故本人自幼立志當一名教師，現

投身教育界，回饋社會。本人希望羅陳楚

思的校友遍布社會各個崗位，與香港社

會同步向前，在各個範疇發熱發亮，照

耀他人，發揮好自己的角色。而校友會

一直為母校發展，竭盡所能，即使大家

離開校門多久，母校也歡迎大家回來，

參與大家庭的團聚活動和盛宴，共聚一

堂，回憶兒時美好的時光。

    本人大學畢業後因參選校友會委員，機緣巧合下
成為母校的老師，用心教導學生，希望秉承「尊仁濟
世」的精神，薪火相傳。「生於斯，長於斯」畢業後
能回饋母校，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學校一直都是
育人的地方，這個地方，讓我不斷學習，
不斷提升自我，每天都使我進步，讓我
成長。願學弟妹們好好把握在校的每分
每秒，不單要學會書本上的知識，更要
放眼世界，好好充實自己，迎接未來的
挑戰，亦希望學弟妹們多點回來探
望老師和參與校友會活動。

    連續第二屆為校友會出力，母校對校友會一如以往大
力支持，再加上歷屆校友委員的努力與其他
校友的參與，本人深信校友會將會繼續壯
大。轉眼已大學畢業踏入社會工作，希望
日後活動能夠見到各位歷屆畢業生出現，
亦希望長江後浪推前浪，更年輕的畢業生
加入幹事會為母校出一分力。

    大家好，我是今屆校友會的中一位成員，不經不覺

在校友會已經渡過四個年頭。其間重遇不少失散多年

的兒時好友，亦舉辦過不少活動，這些

都令我雀躍萬分。看見不少畢業生心繫

母校，畢業後成為校友會會員，積極參

與各項校友會活動，其中更有舊生的分

享，令我增加了不少信心，亦令我們

可以更團結的推動下去，多謝！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將是校友會兩年一次的大日子-校友會會員
大會。當天的活動除了財務報告、常務委員及校友校董選舉外，更
有多項攤位遊戲，歡迎大家參與同樂。

    於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校友會誠邀陳俊樂校友、陳

曉茵校友及馮詠詩校友回母校，為即將畢業的學弟學

妹分享中學生活的體驗。目的是使同學更加了解中學

的學習情況，好讓他們更快適應未來的中學生活。當

天同學反應熱烈，根據調查所得，全部六年級學生都

滿意這次分享會，可見分享會確能令學弟學妹了解升

中的生活。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舉辦了「第四屆校友盃球類比賽
暨校友會周年聚餐」，師生及校友聚首一堂，校友積極參
賽，全力以赴，爭取佳績，比賽項目包括羽毛球及乒乓球
賽，教人樂而忘返。當天邀得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余大偉校
長出任主禮嘉賓，全日超過百多位校友、老師及家長出席
聚餐，大家歡聚一堂，場面熱鬧，歡笑聲遍滿校園。

你希望參加我們成為校友會常務委員或校友校董，大家一起推動校友
會活動及提昇母校的教育質素嗎?校友常務委員及校友校董選舉正是
好的機會。2015年9月已展開常務委員及校董候選人招募。而於10月
17日的校友會大會則是校友進行投票的日子，請大家踴躍參加！

為表揚學業方面表現出色的校友，本年度繼續舉行傑出校友表揚計
劃。舉行日期將配合本會之周年聚餐，請登入母校網頁參看詳細資
料，可能明年正是你獲獎呢！

校友會會員大會

第五屆常務委員及校友校董選舉

傑出校友表揚計劃

副主席 鄭偉健 Willie

秘書 王穎妮 Winnie

財政 連亨禮 Henry

委員 石嘉立 Dice

衍慧的女兒

活動預告

校友分享會
第四屆校友盃球類比賽

暨校友會周年聚餐

    每次經過小學，看到那由學弟學妹們繪畫而成的壁

畫，便勾起童年時那段快樂而難忘的回憶。學校裏，

同學們的關係十分融洽，班房裏的學習氣氛亦十分濃

厚，同學們都不時相約一起溫習，互相學習，互相鼓

勵。在學習路途上，老師的功勞當然居功至偉。老師

都盡力為我們設計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將知識灌輸給

我們，老師們亦對我們十分關懷，教

導我們待人接物的態度和其他處世

之道，即使畢業多年，你們對我

的教誨仍然銘記在心，老師們，

謝謝你。我希望團結校友，共同協

助母校克服每個挑戰，為實踐仁濟

辦學精神而繼續奮鬥，作為連繫母校

和校友之間的一道橋樑。

委員 劉衍慧 BonBon



校友會
會 訊
2014-2015

校友會

主席的話
    蒙各會員支持，本人已是第六年成為校友會主席。本人將繼續為母校出一分力，推
動校友會事務。本年度與母校合作籌備不同類型的活動，如校友盃、校友分享會等，促
進校友與母校之間的聯繫。為促進體育風氣、維繫校友與在校生的良好關係，特辦校友
盃，藉切磋球技，參與活動的所有會員都能以愉快歡樂的心情共襄盛舉，實在可喜。
    母校由創校至今已29年了，羅陳楚思小學可謂桃李滿門，出類拔萃，在教師的循循善
誘下，孕育出無數精英，取得了卓越成就。
    本人亦非常感謝錢曼娟校監、曾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及校友會各會員的鼎力支
持及參與，積極推動校友會活動，令所有活動均能順利完成，使每年舉辦之活動更為豐
富，而加入校友會之舊生人數亦不斷攀升，為校友會發展奠下良好基礎。
    最後，祝願母校春風化雨，師生們之間通力合作，為母校取得學業及其他方面上更好
成績。在此亦誠意邀請新一屆畢業生加入校友會，薪火相傳。
  祝各位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上年度傑出校友計劃的得獎人數共二十三名，其中

傑出獎(總成績全級名次10名內)五人、優異獎(某科獲

全級名次10名內)十八人。頒獎典禮已於本年度校友會

周年大會舉行。

獲獎名單見下表：

	 學生姓名	 畢業年份	 獎項

 梁皓文 2010 優異獎

 游鈞豪 2011 優異獎

 鄭卓嵐 2011 優異獎

 宋曉澄 2011 優異獎

 關仲軒 2011 優異獎

 姚曉媚 2011 優異獎

 蘇靜文 2012 優異獎

	 學生姓名	 畢業年份	 獎項

 趙浚燊 2009 優異獎

 馮蓓蔚 2009 優異獎

 張詠斯 2009 優異獎

 郭仲恆 2009 優異獎

 黃頌雯 2009 優異獎

 黎穎晞 2010 優異獎

 劉燕婷 2010 優異獎

 李嘉琪 2010 優異獎

	 學生姓名	 畢業年份	 獎項

 陳宇詩 2008 傑出獎

 蕭煒煒 2010 傑出獎

 唐佑軒 2010 傑出獎

 何玥洋 2012 傑出獎

 彭喜盈 2013 傑出獎

 鄭景元 2008 優異獎

 曾婉婷 2008 優異獎

 江承豐 2008 優異獎

主席 陳翰先生

第四屆 校友會常務委員

(2014-2015)

2013-2014
傑出校友表揚計劃

會長 ： 錢曼娟校監

名譽會長 ： 曾嘉麗校長    馮麗玲副校長    何鳳儀總主任

主席 ： 陳翰             副主席 ： 鄭偉健

秘書 ： 王穎妮          財政 ： 連亨禮

常務委員 ： 劉衍慧     莫穎欣

教師委員 ： 蘇慧芝     劉秀蘭     簡嘉豪     賴美鳳

後補委員 ： 謝家成     張蘊姿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