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感謝主的奇妙安排，穎鈞能夠入讀寶血女子中學，這全是恩
典。
過去，很多家長都認為「家」、「校」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女兒在校內的生活，她們自己不主動講，便無從得知。在參
加家長教師會的數年間，我深深體會到，想要知道女兒在校
內經歷的點點滴滴，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身體力行，加入學校
的組織。教師團隊對家長、學生的真誠對待，都令我為之動
容。女兒成材，除了成績優秀，品格的培養都是重要的一
環。參與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活動，除了能加強與女兒之間
溝通，讓她們體會到父母對她們的愛護和重視外，更加深了
父母對學校的了解，以及對學校表達支持。
女兒要茁壯成長，不單需要有良好的溝通，更重要的是家庭
能夠成為女兒的良伴，與她們一起渡過寶貴的校園生活，為
她們的人生添上繽紛的色彩。家長教師會固然是家長和老師
之間溝通的橋樑，亦是家長互相交流意見的地方。家、校可
以藉這道橋樑衷誠合作，為女兒和學生的成長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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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的話
本人深感榮幸在第十八屆會員大會中被選為法團校董會家長
校董代表。在女兒入讀中一時已加入家教會，至今已踏入第
五年，與一班充滿熱誠的家長同心合力籌辦家教會活動。
今年成為校董會家長校董代表，在校監張博士及一眾校董的
領導下，通過及處理學校的校務工作，大家都抱住熱誠的辦
學精神，讓我們的下一代在一個健康愉快的校園學習，希望
她們可以成為多才多藝、博學多才的寶血人。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名單

顧問：校長張淑婉修女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吳志莉女士

副主席 陳韻珠女士
丁鳳珠副校長

胡施敏老師

文書 李志堂先生 羅善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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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瑞寬女士
楊慧君女士

曾美月老師

總務
司徒耀宗先生

王慧霞女士
相倩老師

工作小組

林卓娜女士
唐柳元女士
郎亞華女士
謝嘉碧女士

司徒偉康先生

第十八屆委員與校長合照

感謝第十七匡委員

榮譽委員

第十八屆委員宣誓



中二信班 學生黃朗晴家長 黃傑民先生

憶記十一月二十五日堆沙比賽，當日天公不造美，整天都下著雨，但不能
磨滅我們的意志。一早先從學校帶齊工具，便前往比賽場地。

到達後一眾比賽團隊在場分工，負責統籌的王先生分配工
作給各隊員，由於最初的設計有改動，在場成員都積極發
表意見，務求令作品能夠在指定時間下完成。當大家有
最後定案後，大家立即分工合作，努力在指定的方格上堆
沙，在大家群策群力下，很快便完成了雛型，因為有去年
的經驗，工具的應用也算順利，但忽然耳邊傳來要扣分的
消息，原因是我們使用了一些工業用的工具，不符合比賽
規例。

眼看其他對手，不禁大吃一驚，因為他們的作品十分漂
亮，既有香港獨有食品為題材，亦有以動物為主題的作品，栩栩如生，再
看看他們使用的工具，都是「特別製造」的獨有工具，如雕刻用的刀具，
令作品更加立體和精緻，他們專注和熟練的技巧亦反映他們素有訓練。由
於比賽期間一直下雨，作賽的確比往年辛苦，但同學們都十分積極和投
入，最終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作品是由五條中華白海豚砌成的洋紫荊花，
圖案的中央是一個心型，整體貌似香港特區區徽。

雖然最後我們未有取得任何獎項，但得獎隊伍都是實至名歸，值得欣賞的。大家亦已經全力以赴，所以都
沒有絲毫失望及氣餒。我對女兒朗晴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要付出努力，精神和時間，才能得到
旁人的讚賞及換取大家的認同和肯定。」

中二信班 學生王王以心家長 王志強先生

我是中二級學生家長委員負責康樂的王先生，這是第二次為堆
沙比賽擔任領隊之職務。回顧我們（即家長、教師及同學們）
在堆沙比賽中的表現，實在有高度的參與和合作性，所以我們
的作品能順利完成。雖然作品未有取得獎項，但同學們的投入
參與及家長、老師之溝通無間，在整個堆沙過程中表露無遺，
帶著默契之餘，家校、師生合作，一切已盡在不言中！

今年比賽在風雨中進行，石澳正灘風急浪高，又是一個意料
之外的挑戰。本以為難度很高，難以完成參賽作品，還要賠
上學生着涼生病的危機，幸好有上天的庇護。想了想，雖然
我們是女子中學，但巾幗不讓鬚眉，同學訓練有素的表現一
一反映出來。此時，感謝上天，我女兒有幸覓得一所「女
子」中學。(意即好字吧！）

賽後觀摩得獎作品，感覺造工和設計都是一絕。要跟他們較
量真的要多花時間和努力鑽研堆沙的技巧。其實處事做人不
外乎兩個基本道理，勝人必先克己，己從康泰而來。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2012
親子堆沙比賽暨繽紛同樂日」
本年度參加的堆沙比賽在2012年11月25日順利完成，是次比賽的主題為

「我愛香港」，我校的家長、教師及學生積極參與，

以下是參賽家長及學生的感受。

一眾師生家長在
賽後留影

與作品合照

眾人用心製作

家長落力參與

眾人努力成果



給各位家長的信
舊生劉詩霖有感

各位好，我是寶血女子中學的一位舊
生，我於一九九九年入讀寶血，離開
學校已經將近十年，時間不短了，雖
然在寶血生活的日子只佔我人生以
及成長的路程很短暫的時間，但
在寶血短短四年的日子，我有很
多得著，除了認識了一班我生命中最
好的朋友，還有一班一直對我不離不棄的
老師，以及令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課。

為何我會說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課?青少年時期是
成長時期最關鍵的一個階段，不少年青人會在中學時期開
始變得反叛，不再是小學時期父母眼中的乖孩子，這時期會
與父母吵架鬥咀，會開始認為父母囉嗦煩厭，放學會跟朋友到處流
連，就算在家中的時候，亦不會主動跟父母好好溝通，只會把自己困在
房中，幹她們認為有趣的事，亦寧願與朋友傾談到通宵達旦，當年的我亦是
如斯反叛，是她們其中的一個，反叛行為甚至比她們更甚。當年的我已經打算放
棄自己，凡事以玩樂為先，對讀書只是馬虎了事，完全沒有為將來打算，幸好我的父
母以及一班老師對我不離不棄，三番四次給予機會，讓我改過。當年認為老師的提點
是非常煩厭的，但成年後才體會到老師對我的苦心。坦白說，老師與我並沒有血緣關
係，他們付出如此多心力關心學生是不會有特別的回報，為何老師要為學生動氣，為
何老師要浪費寶貴的課後時間教導學生，完全出自於老師對學生的關愛。我好幸運，
我遇到一班願意為學生付出的好老師，願意為我勞心勞力、付出心機和汗水。我還記
得我中三的那年，不停犯錯，有一次班主任同我傾談時更加為我而流淚，流淚並不是
因為我帶給她任何工作上的麻煩，亦不是我言語上頂撞她，只是她為我感到心痛，這
個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不少老師都對我付出不少心血，特別是訓導主任丁老師，
如果不是她，並不會有今天的我，她猶如從垃圾堆中救我出來。丁老師在放學後罰我
留堂數小時，她自己便要付出數小時的時間，丁老師會在我離開學校的一小時內，打
電話到我家檢查我是否已經回家，當年如果沒有丁老師的管束，我可能已經被社會所
遺棄。老師，多謝你！

今日的我不單沒有成為社會的負累，更幸運地能夠服務社會。兩年前我加入了警隊，
更以最佳結業警員成績畢業。畢業當天我亦邀請了丁老師出席，我知道無法完全報答
丁老師，亦知道她沒有期盼我的回報，除了一句衷心的多謝外，我還希望以今日的成
就告訴她，我沒有浪費她對我的心血。現在的我亦會繼續進修學業，來年將會完成我
人生第二個大學學位課程。至於與家人的關係，的確完全改變了，現在我最愛的就是
我的家人，每日放工都寧願回家與他們共進晚餐，爭取相處時間，我亦終於知道他們
對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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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活動照片可供欣賞或下載

中一新生家長日
2012年7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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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敬師日，由家教會
與學生會合辦，為向老師表達

敬意與謝意。今年，我
們送贈老師的禮物為指
甲鉗。

敬師日

2011/2012 家長教師會

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最佳進步獎
一信：黃怡君   一望：陳藟慶   一愛：梁穎雯   一敬：袁海儀   
二信：王潔宜   二望：嚴    妍   二愛：蔡錦樺   二敬：李旋慧   
二禮：伍韻澂   
三信：關泳儀   三望：陳曉欣   三愛：盧琳琳   
三敬：曾詩嘉   三禮：曾懿莛   
四信：姚詠琳   四望：李翎敏   四愛：林萃琪   四敬：余姻而   
五信：林欣餘   五望：林可欣   五愛：歐陽芷欣   
五敬：單意喬   五禮：陳承葳

傑出殊榮獎
金獎：二望 楊沅蓉   銀獎：二信 鄭伊婷  
銅獎：二信 李咏霖  二信 任蘊彤

校內服務特優獎  五信朱詠欣

2011/2012年度財政報告
司庫：張冠禮先生、任錦芳老師

義務稽核：姚智仁先生

收入

會費 12,900.00

儲物櫃基金 20,740.00

教育局津貼

經常費用 4,418.00

家校合作活動 5,800.00

利息 7.45

活動報名費用

境內旅遊 21,120.00

境外旅遊 37,430.00

暑期銜接課程學費(中一至中三) 111,820.00

其他 263.00

未提取支票款項 400.00

本年度總收入 214,898.45

支出

東區家長教師會(續會) 300.00

活動支出：

會員大會總支出 2,989.50

境內旅遊 21,962.20

境外旅遊 45,008.00

講座 (親子講座) 800.00

親子活動 -工作坊 0.00

堆沙比賽 507.00

暑期銜接課程學費(中一至中三) 0.00

學生活動及課程資助 1,576.00

遊學團導師保險費用 0.00

暑期班電費 540.00

敬師日禮品 6,100.00

新生家長日 970.00

會訊及考察報告 5,600.00

閱讀獎勵計劃書券 1,500.00

獎學金 2,800.00

文具雜費 303.00

恒常會議茶點費 683.60

銀行轉名手續費 100.00

本年度總支出 91,739.30

10/11年度結存 50,636.92

11/12年度收入 214,898.45

11/12年度支出 91,739.30

11/12年度結存 173,796.07

家長委員參與小組分享

家長委員分享經驗

校長聯同家長代表教師
代表及學生代表切蛋糕

學生會幹事親自
向老師送上禮物

角色扮演處境劇

同學分享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