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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歷屆主
席、委員和老師們在家教
會過往的衷誠合作，令到
家長教師會的會務得以順
利運作。

本人很榮幸連任第十七屆
家長教師會主席，再一次
感謝各位家長及老師的支
持。回顧過去一年的家教

會會務，各位委員、校長及老師們在各項活
動及會議上的安排和討論，當中持有不同的
意見或要求，但大家都能互相包容、互相鼓
勵、互相體諒、互相支持，使所有活動都得
以順利完成。

學校在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培育女兒們如
何面對和適應不斷的教育改革。家長與學校

的 關 係
要更加密切，為女兒提供一個完善、和諧、健
康、愉快的校園生活。

家教會的活動是家長與老師大家溝通的橋樑，
從多方面達致家校合作的精神和目標。

最後，我期望各位家長支持及積極參與家教會
的活動，共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宣誓

周愷晴由母親陪同領獎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與校監、校長合照

齊心合力共建基礎	 看！完成了！

我們的設計者與策劃者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名單
顧問：校長區綺雯修女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陳韻珠女士

副主席 文瑞寬女士 盧桂芳修女、胡施敏老師

文書 黃娉婷女士 陳美薇老師

司庫 張冠禮先生 任錦芳老師

康樂 黃傑民先生、王志強先生 蘇淑貞老師

聯絡 司徒耀宗先生、楊慧君女士 梁顯奇老師

總務 何信卿女士、王慧霞女士 相  倩老師

工作小組

石四有先生、吳志莉女士
唐柳元女士、郭  冰女士

謝嘉碧女士、司徒偉康先生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親子堆沙比賽2011」
五望班周愷晴同學榮獲最佳解說獎		 五望  周愷晴

本年度堆沙主題為「香港名勝」，而我校所設計的圖樣名稱就是「香
港名勝‧魅力取勝」。

圖樣包括三個香港著名景點，首先是天壇大佛。天壇大佛是一座
位於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前木魚峰上的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戶外
青銅座佛。而圖樣兩旁是青馬大橋。青馬大橋除了是世界第七長
的懸索吊橋之外，更是全球最長的行車鐵路兩用懸索吊橋。它在香

港的道路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它聯同汲水門大橋共同擔當連接
市區、大嶼山及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的唯一行車去路。 而圖樣後面是
凌霄閣。凌霄閣座落於太平山上，它滙集全球佳餚美食、特式商店以
及互動娛樂設施，獨特設計盡展摩登建築的風格，更是香港最時尚設
計的建築物之一。最後就有帆船。帆船代表香港的漁業，亦代表香港

的歷史。漁業是香港古老
的行業，但時至今日在香
港的本地產業中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

香港由昔日的一條小漁村，經過不少人的努力付
出，經過不同的時代變遷，變成今日的國際大都
會。 當中除有獨特設計的摩登建築，更有兼融不同
的宗教文化，可見香港是一個中西合壁、文化交融
的城市。相信它會以這些特色，在國際上以它的魅
力取勝。

主席陳韻珠女士



美麗的星期天—地質公園親子一日遊

親子之旅：馬屎洲遊記

  中一敬  學生何櫻濤家長楊慧君女士

吾家有女初長成，老三櫻濤剛升中，第一次參加家教會舉辦的親子活動，我們全家總動員，
一行五人抱著好奇的心情展開旅程。因為馬屎洲的名字太怪趣，據說位處大埔三門仔，我們
常在附近踩單車，竟然沒有發現過。當遊覽車駛近三門仔時，兩旁的行人路擠滿身穿泳衣的
選手，原來是渡海泳比賽，一時間人車爭路，選手們在路邊熱身蔚成奇景，老二即時舉起相
機，捕捉這難得的一刻。

當日隨隊的導遊親切地解說行程，並親領我們一起攀過小山丘，抵達地質公園。從半山腰望
向大美督，只見一彎新月似的沙灘，連著另一端高低起伏的岩岸，那就是著名的地質公園。
回程時，我們選搭渡船，在引擎聲的伴隨下，眺望吐露港的景色，晴朗的天空，青翠的山
色，湛藍的海水，岸邊覓食的白鷺，拍翅昂首，形成一幅美麗動人的畫面。

中午在流浮山午膳，簡單的海鮮宴，有老師和同學們的陪伴顯得豐盛美味，擁擠的環境成為
親密的空間，抽獎環節歡笑聲連連，櫻濤抽中我送出的獎品更添驚喜，渾忘室內的高溫。下
午的行程是樹屋，百年榕樹與石屋融為一體，屋中有樹，樹中有
屋。我驚嘆大自然的力量，看見周遭古屋和新屋交錯的情形，不
禁感慨，在歷史文物和古蹟的保存上，香港顯得落後許多。

最後的行程結束於錦田鄉村俱樂
部，老三和同學們一起學放風箏，

爸爸和老二分別幫忙指導，看見他們在草地上奔
跑，拼命舞動風箏，時高時低，有時成功，有時落
地，失敗了也不氣餒，繼續往前跑。老大拿著相機
跟著跑，捕捉他們專心學習的每一刻，看見一家人
在草地上各司其職，暢快地奔跑歡笑，內心充滿喜
悅和溫馨，好一個美麗的星期天。

  中四敬  學生朱頌祈家長唐柳元女士

旅行當天，的確可以用天清氣爽去形容，每個家庭都懷着輕鬆愉快的心情，向着一個驟耳聽來有點不雅，但又
令人十分期待的地方──馬屎洲──出發。 這個名字在我讀初中時已聽聞過，當時是地理學會考察的地點，由
於我並非該學會成員，所以未能參與，想不到事隔幾十年才有幸到此一遊。

當天，旅遊車帶我們到達大埔三門仔。剛下車，隨即進入一個人口稀少的村落， 然後再步
行大約三十分鐘，經過鹽田仔，眼前便是一個特別的地貌──連島沙洲。剛才所說的三十分
鐘，我們要穿越小山坡上的水泥路，幸好，平時也有鍛鍊身體的我，走起這段山路也不算太
吃力。在路的兩旁，看到一些似熟非熟的生草藥叢生，正在努力地想着那些生草藥的名字， 
抬頭又不時看見很多偌大的山墳，一面想着市區的骨灰位嚴重不足，但有些人又竟然可在死
後擁一個可供露營般大小的墳地，暗忖何其不公平！噢！我
的眼睛和腦袋真是忙過不亦樂乎！不經不覺便到達那個連島
沙洲。沙洲是因水流將泥沙帶到兩個小島之間，幾經年月才
將泥沙沉積的結果。沙洲兩邊是小小的淺灘， 據說，以前在

水漲期間，沙洲會被水淹浸，故此曾加上沙泥，以致在水漲時仍能通過。沙灘上
佈滿碎石及貝殼，有着各種顏色，但由於受條例所保護，任何人拾取或移動有關

泥土、石塊或植物均屬違法的，所以只能留影。

對我來說，是次旅行的主角應是那些古老而又稀有的各種地質現象。主要是因為岩層
中由各種不同的成份構成， 有着不同的顏色、軟硬度和抗蝕力， 再加上經年累月的
溫差、海浪侵蝕等風化結果，便形成那些有如一個瘋狂的藝術家，日夜大膽地創作的
藝術作品，真的令人驚嘆不已！從前修讀地理，以為只有一些

地大物博的國家才會有這麽稱得上鬼斧神工的奇特
地貌，想不到連香港這麼一個彈丸之地也有如此
使人神往的奇景。欣賞岩石之後， 我們便得原
路折返，再到流浮山吃我們的豐富午餐，下午還

有好些景點等候我們呢！
同學親摘有機蔬果

烈日無礙專心聽講

周同學一家在馬
屎洲岸邊留影

親子同心齊向馬屎洲進發

一眾師生家長在岸邊留影

聚餐及抽獎活動

在流浮山享用海鮮宴

錦田鄉村俱樂部前的大合照

親子樂融融

張同學與家長
在樹屋留影



Chan Siu Chun 3B

Last summer holiday, I joined a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jointly held by 
EF and our school --- a trip to UK for 21 days.

In those days, I learnt a lot and had a lot of fun! What I’ve learnt are not only 
the culture of UK,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I’ve also learnt to 
speak English actively, and how to solve problems by myself. I’ve learnt to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On the first day, I worried so much about how to live without my family around. I had 
homesick and felt unhappy and scared. However, after a few days, I found that it was 
not as bad as I had expected and, in fact, it was exactly the opposite! I started to enjoy 
and treasure every moment of the trip.

I spent a lot of my free time in a book shop in Queensway.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books, and I could stay there for a whole day!  Also, I enjoyed browsing around 
and buying souvenirs and clothes from some street markets. Although I spent some 
time on shopping and hanging out, I also spent lots of time on 
LEARNING. 

On the other hand, let’s talk about my host family. There are four 
members, and all of them tried to make me a warm home during 
my stay, and we were just like a FAMILY. My host mother, Jannete, 
always prepared a great lunch box for me for going to school. She 
also cooked me an EXCELLENT dinner when I went back home. In 
the morning, I enjoyed my toast and cornflakes with hot chocolate. 
I didn’t care about putting on weight as I loved all the meals VERY 
MUCH!

All in all, I’m glad I could join this trip. It’s lucky that I could be a 
“British” for three weeks. I had a chance to live happily with my friends and 
host family and the experience opens up my mind! Thx a lot!

To Sin Yung, To Sin Yi (F.2)

It’s my first time to leave China and visit a foreign country-England. We’ve 
grown up a lot after the trip and we’ve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 we now have the courage to talk to other English-speaking 
people; we know more about Britain and the habits of the British. 
Moreover, we tried a lot of local food which is very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ong Kong. In addition, our host family was very kind to us. 
They welcomed us and always made delicious breakfasts. We are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It’s very exciting to see many beautiful places, 
too. I love Big Ben and London Eye. 

We thank our parents for 
supporting us to England 
which enables u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ulture 
of another country. The 
t r ip  was def in i te ly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e just love it!

Though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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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活動照片可供欣賞或下載

參觀祈禱室

敬師日

中一新生家長日

新生家長也參與實驗

一年一度的敬師日，由家教會與學生會主辦，為向
老師表達敬意與謝意。今年，我們送贈老師的
禮物為晴雨兩用的傘子，喻意老師跟學生的關
係：老師就像傘子一樣，無論晴天或風雨天，
都與學生同行，更不惜為學生遮風擋雨。

2011年7月9日，為每年一度的中一新生家長日，家教會家長委員也參與其中，
協助招待工作及介紹家教會的會務與職能。

新生家長輔導講座

參觀校史室

教師代表張志明老師
接受家長代表王慧霞
女士贈送的傘子

校長區綺雯修女聯同家長
代表、教師代表及學生代
表切蛋糕

2010/2011年度財政報告
司庫：張冠禮先生、師欣欣老師

義務稽核：姚智仁先生
收入
會費 15,850.00
儲物櫃基金 19,880.00
教育局津貼

經常費用 4,224.00
家校合作活動 6,200.00

利息 5.35
活動報名費用(境內及境外旅遊) 46,130.00

中一暑期銜接課程學費 44,800.00
其他 255.00

未提取支票款項 2,100.00
本年度總收入 139,444.35

支出
活動支出：
(會員大會、境內及境外旅遊、親子
講座、親子活動藝術工作坊、堆沙
比賽)

59,562.60

中一暑期銜接課程 40,000.00
學生活動及課程資助 1,362.40
遊學團導師保險費用 316.00
新生家長日 500.50
會訊及考察報告 5,200.00
閱讀獎勵計劃書券 1,500.00
獎學金 3,100.00
雜費 707.10
本年度總支出 112,248.60

09╱10年度結存 23,941.17
10╱11年度收入 139,444.35
10╱11年度支出 112,248.60
10╱11年度結存   51,136.92

2010/2011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最佳進步獎 

一信：丁穎心 一望：卜頌琪 一愛：魏宴麗 一敬：賴穎誼
一禮：王穎如 二信：李詠琳 二望：關泳儀 二愛：陳懿楠
二敬：張美姿 二禮：黃靖嵐 三信：冼素如 三望：黃巧誼
三愛：謝子敏 三敬：李昕善 三禮：于慕樺 四信：陳麗珊
四望：龔殷瑩 四愛：譚曉彤 四敬：梁家甄 四禮：梁綽恩
五信：范凱婷 五望：趙芷婷 五愛：陳穎琦 五敬：周巧儀
五禮：林瑩瑜 六信：李詠桐 六望：朱晞雯

傑出殊榮獎 

金獎：三信 張靖雯   銀獎：三信 周敏瑩   銅獎：三信 梁嘉鈺

服務特優獎

五信  鄭凱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