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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主席的話」  
家長教師會的目標及宗旨，推動
了家校合作的理念，共同攜手培
育既是家長的孩子、老師的學
生，使她們成為一個品學佳且有
建樹的人。因此在家庭教育及學
校教育的相輔相成下，建立孩子
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在寶血
的大家庭內，家長可透過不同的
渠道，從中了解學生在校園的學
習生活，與老師保持溝通，家長

間互相交流意見及參與各項家校活動。

家校以家庭為首，家長言行為子女樹立好榜樣，
家庭沒有暴力、沒有爭吵，孩子在一個充滿尊
重、彼此愛護、鼓勵、分享和關心的健康家庭中
成長。家庭溫暖令子女喜歡回家，父母子女互相
關愛，發自內心的親情是最珍貴、最有價值的，
共同建立一個和諧共融的家。現今社會上出現的
金融危機，或許令部分家庭有經濟問題；但我相
信知足常樂，一家人平平安安、喜樂和健康才是
最寶貴的。父母對家庭的付出、承擔及負責任的
精神，實事求是的生活態度，相信子女亦能學懂
努力上進及逆境自強的態度。願天主祝福大家每
一個家庭，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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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執行委員
與校監、校長合照

家長委員協助中一新
生家長入座，與校長
大合照

第十四屆執行委員會議前與校長合照
主席  王慧霞女士

07/08家教會獎學金得獎名單（每位獲$100現金禮券）

中一至中三全級第4至6名
中一級：1A吳卓螢 1A李雅慧 1A嚴珈珈

中二級：2B蔡藹瑩 2B黃卓敏 2B陳芷彤

中三級：3A陳雪兒 3B傅文娟 3B譚嘉琪

最佳進步獎 
1A鄧曉縈  1B蕭冬怡  1C林姵岐  1D徐曉昕  1E忻嘉韻

2A林   盈  2B高   璐  2C江怡沁  2D楊欣宜  2E程家淇

3A蔡   薇  3B張澄如  3C黃詣懿  3D鍾楚欣  3E莫欣婷

4A黃寶玲  4B劉婉彤  4C王寶怡  4D黃欣誼  4E李沅翹

2007/2008年度財政報告
司庫：趙明先生、曾麗安老師       

義務稽核： 謝穎元先生

傑出殊榮獎 每月之星總獎：

金獎：2C陳嘉茵 陳淑霖 劉奕敏 

銀獎：3A陳雪兒 1E何嘉儀 

銅獎：1B張愷容

服務特優獎   6B吳逸詩  

本會另贊助

閱讀獎勵計劃獎項$1000

新生愉快學習日 新生愉快學習日 

家長委員及老師委員上台
介紹家長教師會活動

中一新生家長與家長委
員午膳聚會，初步了解
學校情況

第十四屆執行委員名單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王慧霞女士 

 副主席 黃雅麗女士 劉智恆老師
 文書 文瑞寬女士 汪蘭瑚老師
 司庫 張冠禮先生 曾麗安老師
 康樂 陳韻珠女士、唐柳元女士 李滿枝老師、蘇美琪老師
 聯絡 葉富愛女士、何信卿女士 黃淑燕老師
 總務 吳聰健先生、吳秋顏女士 劉慧明老師
 工作小組 石四有先生、朱惠琼女士、陳潔瑩女士 

收入：

會員收入 18,550.00
教署津貼 8,690.00
活動報名費  14,240.00
（包括燒烤、旅行、講座、興趣班） 
暑期班 130,250.00
儲物櫃基金 1,910.00
利息 3,205.26
境外考察團費 26,800.00
其他 470.00
合共  204,115.26
 
支出： 

會員大會 2,338.60
活動支出 20,407.40
（包括旅行、講座、興趣班、羽毛球比賽）
境外考察團費 32,230.00
新生家長日 1,032.00
暑期班支出 107,809.80
中一新生學習營 140.00
會訊（第二十五、二十六期） 7,600.00
及考察報告 
暑期班退款 3,950.00
獎學金 3,600.00
贊助閱讀獎勵計劃 1,000.00
敬師日 3,934.20
雜項 1,354.10
合共 185,396.10
 
06/07 結存 162,813.97
07/08 收入 204,115.26
07/08 支出 185,396.10
07/08 結存 181,533.13



中六信  孔珮琪家

今年我和小女參加
環保的廢紙品再造
大學城、嶺南印象
這兩天我觀察到
值、民間色彩的
焦，走近細看牆上
相交流所看到的事
紅紅的，真是一群
其次，她們也很喜
細聽著晚報的指導
腦子都裝滿知識才
貴的一課。
子女在成長的過程
容易白白錯失與子
旅行，她剛剛升上
到原來我的女兒巳
少女了。

中一禮  朱頌祈

去年十一月，我參
團」。
我感到很開心，因
級的學姐；也沒機
我希望下年繼續參

中五信  郭仲媛

「廣州文化、環保兩天考察之旅」的第一天，到達廣州後就是先吃午餐，我們在廣
州吃的第一餐是湛江雞。吃過午餐後，我們便乘車到第一個參觀的地方—「創毅包
裝材料廠」。

在旅遊車上，我一直在想像這個包裝材料廠的外型和內部結構：外型龐大，設備先
進。結果，眼前的建築物與我想像中的是兩回事；我心想：這個外型簡陋的真是工
廠嗎？

進入這個地方，發現廠房很大，但機器很少，且只有五、六名員工。經理在會議室
向我們講解工廠的生產和規模，然後展示了一些面具。這裡原是一間小學，因學校
要停辦，所以騰空出來做工廠，而因為金融海嘯的影響，訂單少了，所以讓離鄉很
遠的員工先放假回家。

這次是我第一次參觀利用廢紙再做產品的工廠。這個工廠主要生產面具、蛋托、紙
托盤、手機盒內的紙托等。面具大多數是供應給學校，讓學生做勞作之用。

回收的廢紙是工廠的主要原料，但廢紙只能是未經印刷的紙張。製作的程序有很
多，先是把原材料攪成碎漿，然後染色、真空成型、加熱烘乾、入模、熱壓整型、

切邊，最後把製成品包裝好。雖然程序複雜，但只需幾部機器和少許員工便能完成製品。工廠外擺
放了很多在風乾的面具，感覺有些駭人。

的確，利用廢紙作原料是很環保的，但不是全部紙張也能用上。此外，工廠運作時，排出烏黑的廢
氣，對空氣造成污染。另外，工廠把失敗之作隨處亂放，使衞生環境惡劣。

經過兩天的考察，我真的學到不少東西。導遊在車上常常向我們介紹廣州的歷
史、發展和經濟，所以能學到很多知識。希望下一年也有機會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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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文化、環保兩天考察之旅』考察報告
本會已連續第五年舉辦同類的考察團，希望以實地參觀考察的形式，讓本

日期日期：2008年11月22及23日   行程行程：第一天  學校～ 創毅包裝材料廠 ～一德路批發市場～入住怡凱酒店    第

「創毅包裝材料廠」「創毅包裝材料廠」

中六信  孔珮琪

在兩日一夜的旅程中，我們在廣州參觀了一間前身為小學的環保包裝材料廠。平常
我在街上看到不少回收紙張的店鋪，但經常都抱有一個疑問，一張薄薄的紙可以再
做些什麼呢？我參觀了這包裝材料廠後，才發覺我們在節日中佩戴的面具、盛載雞
蛋的紙托，甚至在運送時保護電子器材的保護托都是由這張薄薄的紙再造而成的。

該工廠提倡環保工業，在製作過程中不添加防腐劑、色素等，其製作過程卻非常嚴謹，將紙張分為純白
及非白色種類，將純白色的紙張造成雪白的面具，而其他的紙張則造成堅固無比的保護托等製成品。

參觀造紙廠後，我才發覺原來一張紙對環保亦有如斯大的影響，為了響應環保，我會積極參與廢紙回
收，盡量減少對地球的污染。

廠長介紹環保面具的過程

大合照

同學試戴面譜

「一德路批發市場」及

「星海音樂廳」「星海音樂廳」

一德路乾貨店

文具批發中心

星海音樂廳

中六信 勞佩欣

初次踏進廣州便有幸到了「陳家祠」，
「陳家祠」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祠堂，但
是原來「陳家祠」又是陳氏子弟學習的
書院。「陳家祠」的建築風格極具中國
特色，從牆身至屋頂，都雕滿很多歷史
故事，在每幅牆都掛滿中國字畫。此
外，門外的兩頭石獅子，更突顯中國藝
術的色彩，導遊姐姐說了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她說
「陳家祠」的窗子很多，多得甚至有家丁的職責只
是負責開窗和關窗。的確，祠堂
內的窗子真的多得很。

其實今次參加家教會的旅行，原
本以為純粹玩樂，但在玩樂的同
時也可學習到有關於中國歷史文
化的知識，這些知識在課本上都
不能學到的，而且還能親身體
驗，更能與老師、父母之間增進
感情，真的不枉此行。

「陳家祠」「陳家祠」

場場場場場場 及場場場場場場 及



家長  葉富愛女士

加了學校的廣州考察團。首天我們參觀了
造廠、精品批發市場。第二天到陳家祠、
象園及羊城晚報印務中心等景點。
小女與同學們都比較喜歡觀賞有歷史價
景物，看著她們舉起照相機，細心的對

上壁畫雕刻，用筆抄寫牆上的對聯，並互
事物及資訊，看到她們的臉蛋被太陽曬得
群很美的少女啊！
喜歡了解當今的科技，看著她們毫不言倦
導員介紹現今的超科技的印刷術，像要把
才滿足，這次考察真的給她們上了校外寶

程中，身為家長的我們多要為口奔馳，很
子女一起成長的時間。記得上次跟她一起
上中學，還整天鬧著淘氣，今次突然發覺
巳變得亭亭玉立，成了世故、好學不倦的

參加了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廣州環保交流

因為在學校裡沒有機會近距離接觸到高年
機會和她們說話，和她們一起吃東西。
參加這些交流團！

『廣州文化、環保兩天考察之旅』考察報告
本校家長、師生拓闊視野，加深對祖國的了解，貫徹全方位學習的理念。

日期 行程 第二天   陳家祠 ～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印務中心～車遊珠江邊、二沙島、外觀星海音樂廳～嶺南印象園～學校

「羊城晚報」「羊城晚報」

考  察  後  感考  察  後  感
中四禮  徐杏鈴

太好了。一年一度的廣東考察團又開始了，今年的主題為文化及環保，所以我們到了些富有
文化氣息的地方，如「嶺南印象園」、「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印務中心」等。亦到了一所名為
「創毅包裝材料廠」，暸解私營企業的生產及環保措施。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大清早，我和媽媽便整裝待發參加是次考察團，約上午八時
我們已回到了學校集合，乘旅遊車到落馬洲過關往深圳，再轉乘國內旅遊專車往廣州，到了
廣州市區時，已經是十一時半了，大家都餓了，所以我們先到當地著名的飯店吃龍江雞飯。
午膳過後，我們到了「創毅包裝材料廠」參觀。首先，我們到了賓客室，聆聽廠長的簡介，
隨後便進了廠房參觀包裝過程，原來要製作一個成功的模，要經七大步驟，首先是將原材料
如廢紙切成小紙條，然後將它們碎漿，再以真空成型。其次將它們放於太陽下使其變乾，再
熱壓整型，再切邊，最後是打包。參觀製作過程後，我們回到賓客室欣賞部分製成品—面
譜。它們各富有不同的特色。最後廠長為我們送上紀念品，是個未上顏色的面譜。
離開後，我們再一次乘長途車到一德路批發市場購物。那裡有許多東西，其中有一個商場是
專售毛公仔的。那裡一隻公仔的售價較香港的售價便宜得多，有五倍之差呢！真令我大吃一
驚。然後我們步行到鄰近的一道街看看其他產品，後來，我和我的朋友看到了一間售賣零食
的商鋪，想進去購買一些零食，但是，當我們正想買一盒薯片時，售貨員卻說：「不能只買
一盒，要買一箱，因為是批發的。」當時我們聽了後都目瞪口呆，只好懷著失望的心情離
開。隨後我們便到飯店吃晚飯，再回酒店休息。隨後，我和其他同學到了酒店附近的超級市
場逛逛。那兒可以比得上香港的「崇光」呢！因為那裡只要你想到的都能買到。
第二天，我們先乘車遊覽珠江邊、二沙島及星海音樂廳，然後到了「陳家祠」參觀，那兒真
大，要花上一小時才能走完院內每一角落。接著我們再到「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印務中心」參
觀，那中心的運作系統全都是自動化的，真厲害。
午膳我們吃了盤龍鱔飯和鍋巴，真令我難忘。飯後我們到「嶺南印象園」遊覽，剛巧那兒正
上演「孫悟空三打白骨精」，精彩得令人拍案叫絕。
經過這一次愉快的旅途，我對祖國的環保企業及文化多一些了解。最後，我希望來年仍能參
與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活動。

常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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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絲綢報紙

中六信  劉斯雅

一走進「羊城晚報」的廠房，導遊便先要求我
們放下袋子。心裡便暗暗自道，「羊城晚報」
有沒有那麼了不起。然後導遊便開始講解晚報
創辦的歷史及廠房的結構。原來廠房運作是使
用先進的機械，人手很少，難怪一踏進門便看
不到多少員工。然後我們便開始踏入晚報的核
心地點—生產線，由上而下俯覽機器運作的情況。印刷報章的
時間不足一秒，速度非常之快。另外，令我印象更深刻的是
「羊城晚報」內有一台機械人價值二十萬元，是負責把未印刷
的再造紙搬運到印刷機上，可證明中國人的科技已日益進步。
難怪「羊城晚報」代表廣州的報章，能成為中國第一大報。

中二禮 何瑞珊

嶺南印象園中富有特色的街巷、宗祠、民居和
店鋪等，匯集各種文化元素，在茶座、老戲臺
安排粵劇、廣東音樂、木偶戲等表演，我們可
以一邊喝茶、吃甜品，一邊欣賞各種表演。當
我們玩到累的時候，可以走到街邊的小食
店休息，吃一些小食：如牛腩粉、竹升
麵、艇仔粥、缽仔糕等，還可以享用嶺南
印象園的特色雙皮奶、沙灣薑撞奶和各式
糖水等，坐在池邊享受難得的美食，也能
欣賞師傅的精湛手藝。這裏的景區展現原
生嶺南文化和鄉土景觀，可謂古色古香。

「嶺南印象園」「嶺南印象園」
機械人運送紙張



歡迎瀏覽本會網址
http://resources.pbss.edu.hk/～pta

內有活動照片可供欣賞或下載

解構青少年問題及處理策略講座解構青少年問題及處理策略講座
（15 - 11 - 08）（15 - 11 - 08） 中一敬  楊浩欣  家長  陳韻珠女士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六）下午，家長教師會主辦「解構青少年成長問題
及處理策略」講座，由本校校友、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院助理教
授馮麗姝博士主講。

馮博士的演說十分生動，還與我們分享了不少真實個案，令我
們更加了解現今青少年的問題。我學懂了如何和女兒進一步溝
通，並發現從前用的方法是錯誤的，難怪她常常說我「煩」。

我會緊記 : 「首先不要一開口就是罵，要細心聆聽、多了解和
體諒，還要踏入子女的世界去身同感受呢！」

如有機會再舉辦這類講座，我定會再參加，除聽講座外，還可
以跟其他家長互相交流與子女相處之道。

網網址網址址址址

家長委員跟講者
馮麗姝博士合照

買賣舊書活動08買賣舊書活動08

校長、教師代表、家長
委員及學生代表主持切
蛋糕儀式

堆沙設計比賽得獎者二望
蔡嘉鈺同學與校長、家教
會主席合照

敬師日敬師日（10 - 9 - 08）（10 - 9 - 08）

家長教師會代表
何信卿女士講話

教師代表馮德仁老師接受禮物

暑期進修班暑期進修班

家長、教師及學生於
比賽前大合照

同 學 合 力 完 成 設
計 比 賽 得 獎 者 作
品〈中國夢—神
舟七號〉

中六信  吳祉欣

九月十日是一年一度的敬師日，我校遂於禮堂舉辦敬師日慶祝活動，當
中不但由同學、家長及老師代表致辭，還有同學們詠唱《良師頌》，全
心訴說著對老師的謝意，餘音裊裊。

看著聽著，一段段片段在眼前劃過：老師們在課堂上竭盡心力地教授；
老師們在課餘時間與我們聊天，關心我們的身心健康；老師
們在我們遭逢挫折、悵然若失時，給予我們鼓勵引導。這些
回憶，窩心而彌足珍貴。驀然驚覺原來老師們所付出的，除
了時間、心機和精神外，還有更多的愛。一股暖流，沁入心
扉，卻又因無以為報而焦急無奈。

是的，空感焦急無奈，亦是徒然。其實，我們做好自身本
份，哪怕是留心上課、用功讀書，哪怕只是一個點頭微笑，
都比任何物質能讓老師感到欣慰，亦已是最好的答謝了。

九月十日是一年一度的敬師日，但「敬師」是不應該僅為一
年一度的，讓我們把那份敬意不只長置心中，並付諸行動—
做個好學生。

堆沙比賽堆沙比賽（23 - 11- 08）（23 - 11- 08） 中一敬    張美頤 家長    張冠禮先生 

十一月廿三日，一個風和日麗、陽光和暖的星期天，非常適合沙灘堆沙活
動。今年本校亦響應東區家長教師聯會之親子堆沙比賽。

早上我們浩浩蕩蕩出發至石澳海灘。經開幕典禮後，親子堆沙比賽正式開
始。在老師及家長帶領下，同學們分工合作、同心協力，於一個指定之堆
沙範圍內，經過兩小時平整、淋水、剷沙及堆砌等程序，一個由同學設計

之〈中國夢—神舟七號〉圖則，變成一個活現眼前之堆沙作
品。雖然大家覺得辛苦，但非常有成功感。

由於我負責大會攝影，所以未能實質參與堆沙；但看見老師、
家長及同學們之衷誠合作，也可以感受到這次活動之意義。雖

則本校並沒有得到任何獎狀，但比賽貴
乎參與。希望本校每年都可以參與這些
有意義活動，發揮家校合作精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