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深感榮幸獲得各位家長及老師的支持，
取得最高票數當選為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從小兒在男校就讀中一級時，我已開始參與家

長教師會委員及會務工作，有七年之久。從參與各項籌劃會議及推
行活動的過程中，與老師合作、跟家長接觸，彼此分享經驗及交流
意見，讓我獲得不少寶貴的經驗。家教會確是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

樑，讓家長們加深對學校的了解外，亦給予學校
一定的支持與協助。
 現在我的小女在寶血女子中學就讀中一
級，我參與家長教師會執行委員工作，亦深信同
樣在本會各執行委員的衷誠合作下，能繼續發揮
家校合作的精神。期望大家能深深體會到家長及
老師真誠無私的付出，為培育學生成才共同努力。我定當在本
屆任期內秉誠就職誓詞中所言：「竭盡所能，遵守會章，執行
會務，發揮家長教師會之精神，與學校合作，推動全人教育，造福莘莘學子。」
 願天主祝福家長及老師們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我定當在本

地址：香港柴灣新廈街338號 電話：2570 4172 傳真：2578 2491 網址：http://resources.pbss.edu.hk/～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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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8 2491 網址：http://r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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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執行委員與校監、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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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年度財政報告
 司庫：何信卿女士、馮德仁老師           義務稽核： 謝穎元先生

收入：
會員收入  18,300.00
教署津貼  10,840.00
活動報名費 （包括燒烤、旅行、講座、興趣班） 11,600.00
I.T工作坊津貼  4,000.00
暑期班  119,400.00
儲物櫃基金  1,940.00
利息  3,934.87
境外考察團費  13,960.00
其他  1,449.60
合共  185,424.47

支出：
會員大會  2,285.00
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年費  300.00
活動支出（包括旅行、講座、興趣班、羽毛球比賽） 21,807.30
境外考察團費  18,674.00 
新生家長日  1,113.00
暑期班支出  109,208.20
會訊（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及考察報告 7,600.00
暑期班退款  1,800.00
獎學金  3,400.00
贊助閱讀獎勵計劃  1,000.00
敬師日  2,835.00
傢具（家長資源中心）  151.60
雜項  647.70
合共  170,821.80
05/06  結存  148,211.3005/06  結存  148,211.30
06/07  收入  185,424.47 06/07  收入  185,424.47 
06/07  支出  170,821.8006/07  支出  170,821.80
06/07  結存  162,813.9706/07  結存  162,813.97

第十二屆主席何潔珠女士與

校長及教師代表切餅

家長委員

分享心得
大家圍坐交流

敬師日 
10/9/07

大家大家圍坐圍坐 流交流交流

新生家長日 14/7/07

新生愉快學習日家長工作坊

06/07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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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藹瑩  1B郭恩寧   1A高    璐
  中二級﹕ 2A譚嘉琪  2A陳雪兒  2A吳于婷
  中三級﹕ 3B黃子欣   3A陳均鎇  3B曾曉麗
最佳進步獎 1A郭嘉麗  1B林嘉壁  1C徐家美  1D吳若詩  1E葉    婷   
 2A蔡欣彤  2B劉智敏  2C謝穎霖  2D鍾楚欣  2E葉安莉
 3A張家盈  3B鄭慧榕 3C李沅翹 3D彭稀彤  3E李芷君
 4A黃嘉麗 4B江    雪 4C鄧佩瑩 4D潘希汶 4E呂蘊莉
傑出殊榮獎  每月之星總獎﹕ 金獎：2E陳杏芬   銀獎：2B蔡璿驩  
   銅獎：2E葉煥瑜   3B林瑞琼
服務特優獎    6A趙芷恩  本會另贊助閱讀獎勵計劃獎項$1000

第十三屆執行委員會名單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王慧霞女士 
 副主席 何潔珠女士 陳真嫻老師
 文書 文瑞寬女士 郭嘉怡老師
 司庫 趙明先生 曾麗安老師
 康樂 黃雅麗女士 劉慧明老師
  何玉娟女士 黃頌儀老師
 聯絡 朱惠琼女士  陳潔瑩女士 劉智恆老師
 總務 何信卿女士  吳聰健先生 李滿枝老師
 工作小組  王笑珊女士  張秀娟女士
   葉富愛女士  石四有先生
  任桓萱女士 



小黃山

「英德、清遠及佛山三天考察團」考察報告
為貫徹全方位學習，讓本校家長、師生透過實地參觀考察，以拓展其視野及豐富其知識，並加深
對廣東省的了解，本會已連續四年舉辦同類的考察團。
日期： 2007年10月19、20、21日
行程： 第一天 學校→清遠NIKE球鞋製作坊→茶趣園→英德商業中心及食街
 第二天 寶晶湖、寶晶宮→英德小黃山→凝翠湖風景區（遊船）→牛魚咀→清遠商業步行街
 第三天 佛山南風古灶→公仔街→民間藝術研究社→學校

 茶趣園     中三愛   徐杏玲

 傍晚我們到了清遠英德市的茶趣園。
我們在園內吃過晚飯後，便到品茶室品
茶。工作人員講解有關植茶、採茶、製
茶、泡茶及品茶等一系列茶事活動，使我
們對茶和茶文化的認識加深了不少。那兒
種植的茶葉共分為七類— 紅茶、綠茶、
青茶、黃茶、白茶、黑茶和苦丁茶。我最
喜歡的茶葉是「英紅9號」，聞說「英紅9
號」為英女王伊利沙
伯二世所鍾愛，女王
1966年訪華時一喝
傾心，其矜貴足見一
斑。

鞋廠前大合照

工作人員介紹

茶的種植過程

鞋廠經理致歡迎辭

致送紀念品

河的左邊是一片田野 湖上河鮮午餐英德市鎮

 小黃山  中四信  胡珈瑜

 我們離開寶晶宮後，便到小黃山遊
覽。小黃山山腳只有一片荒蕪的土地和一
間人煙稀少的寺廟，但位於山腰之中的兩
層高涼亭是一個觀景的好地方。在那裡可
以看到英德的全貌，右邊有一大片綠油油
的田地和一棟八寶塔，左邊則是高速公路
和市鎮，並以一條窄長的河流分隔開來，
使兩邊形成了強烈的對比。在此登高遠
眺，確能令人舒懷。

第第第第第第  三三三天天天天三三三天  天天天天三三

 NIKE球鞋製作坊     
中四愛    梁曉霖   區凱晴

 這次考察團的第一個考察地點就是清遠廣碩鞋業
有限公司，他們是負責為Nike生產球鞋的。由總公司
把設計圖傳到他們那兒，他們就開始購買材料生產，
每對球鞋的用料，都要經過嚴格的檢驗，全都要符合
標準。工作人員還告訴我們，原來我們是第一所被接
待的中學。他們向我們介紹球鞋的生產程序，由鞋底
的組成到定形，再經過檢查及包
裝，當中經過很多的流程，並不
是我們能想像到的。一對球鞋由
設計到出品，經過很多的人手及
程序，過程中每位工作人員都很
用心去做，我想每對球鞋都是工
作人員的結晶吧。而且，每對正
版球鞋都經過無數的工序，才到
達零售商手上，再轉賣給消費
者，一對球鞋背後有著設計師、
工作人員無數心血，他們的努力
為我們提供了舒適的鞋子，實在值
得我們欣賞。

神秘水底村莊

 凝翠湖風景區

 寶晶宮      中三禮  黃婉琪 家長  周用潔女士

 寶晶宮素有「嶺南第一洞」的美譽，景區位於英德市南郊外
7公里，是廣東省第一批省級風景名勝區，在洞內曾發現一批距今
約十萬年的打制石器。　
 未入「宮」門，宮外風景色已讓人駐足，而燕子巖的石崖上，是著名書畫大師
關山月所題「寶晶宮」三大鮮紅石刻大字，每字有100平方米大，氣勢磅礴。 
 洞內總面積達2萬多平方米，共有7個廳洞，內有200多米長的石林長廊和迷宮似的通道，各種鐘
乳石景和洞中河湖形成了將近100個景點。洞中比較著名的景點有「寶宮瓊蕾」、「龍王出巡」、「天
池飛瀑」、「一洞天」、「雷峰塔」及「玉樹寒林」等美景，還有一片億萬年前由彩色石粉沉積而成
的灰華坡，面積達4000多平方米，規模非常罕見。最具特色的是一處「暖洞」，整個洞內的暖
空氣上升到洞頂而形成一塊氣溫明顯高出其他地方的區域。洞內景觀千姿百態、疑虛疑幻，加
上美妙的水中倒影，讓人彷彿走進萬花筒。寶晶宮溶洞不僅有奇異的自然景觀，還有極高的地
質、考古價值。
 綜觀整個寶晶宮，山水交融、規模宏大、景色璀璨、特色眾多，確是國內罕有的溶洞精
品。早在幾年前，就已被評為省級風景名勝區，堪稱是「嶺南洞府不二家」。 
 

寶晶湖前大合照



「英德、清遠及佛山三天考察團」考察報告
 牛魚嘴      中一愛 龔殷瑩 家長 龔善廣先生

 牛魚嘴本身是一個驚喜的景點！因為原先的景點不是這一個，是窰寨。     
 牛魚嘴嶺南原始風光景區，距清遠市區10公里，這是一個原始生態森
林，景內有「嶺南第一溪」是廣東少見的原始溪谷。其中「原始生態六大奇
觀」，是自然界難於見到的自然奇觀，如禾雀花、古蕂、紅楓葉等。
 牛魚嘴內有休閒區、攀岩探險區。休閒區沿著湖岸邊四周有滑草場、燒
烤場、水上歡樂橋和遊樂場。水上歡樂橋是一個帶有驚險的活動，因為它是
在水上進行，所以要有好的平衡力才不會掉進水中。我們的陳老師是第一個玩的，
接着其他同學都跟着玩。
 攀岩探險區是一個鍛鍊膽量、智慧、信心訓練場。因為這是在山中下的瀑布
口攀岩，底下雖有安全網，但拉著吊索攀岩也挺具挑戰性的。所以，要做好心理準
備！有些家長和老師嘗試攀登，最後也能成功！ 
 這裡不但可以觀光遊玩，並為你提供新鮮氧氣！我覺得值得再去呢！

考察後感   中五愛  孔珮琪 家長  葉富愛女士

 我很高興參加了這次國內考察團。最初我只抱著旅行的心情，誰知道整個旅程中，老師們都費盡心思，做足資
料搜集，計劃了理想的行程。參觀鞋廠既可讓同學了解到現今社會的經濟發展，明白到要如何努力、刻苦、艱辛，才
可在社會上保持競爭力，之後又探察地理奇觀的石炭洞「寶晶宮」及明代遺留至今的「南風古灶」等等。全程老師們
不斷講解，讓同學們大開眼界、增進知識，達到愉快學習的目的。
 我更欣賞體驗生活的範疇。清遠、英德屬於國家的扶貧區，生活水平與我們相比真是相差太遠，第一天的午餐
及晚餐，同學怎樣也無法下嚥，餘下滿檯的餸，老師走過來，微笑地說：「今次我們來體驗當地的生活，我們要用欣
賞和享受的態度，才不枉此行。」我們看看老師們的桌子，碟碟皆空如也，家長們明白身教的道理，加以解說，以後
我們的餸菜在同學的努力下，都可以完成任務，這真是寶貴的一課，這正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也是老師箇中的
目的吧！
 沿途很多點滴也使我回味，例如一個小女孩在街上販賣東西，我們給她鼓勵和支持，小女孩和學生們也體會到
幸福非必然，懂得珍惜才會快樂的道理，又如兩兄妹玩遊戲時表露出的手足情深，使我們體會到親情無價……這次旅
程中有家長在旁，適當地加以解釋、引導，對子女的成長、人格的修養，一定有很大的裨益。

 南風古灶   榮譽會員  陳鳳姿女士

 廣東省佛山市石灣鎮是中國陶瓷文明的發源地，具有五千年的制陶歷史，素有「南國陶都」
之美譽。南風古灶建於明代正德年間 (1506-1521)，五百年來窯火不絕，生產不斷，完好保
存至今，是我國陶瓷史上的奇跡，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譽為「活的文物，移不動的國
寶」，榮膺「佛山新八景」。南風古灶正因南風灶的爐口正向南方，窯尾
榕樹成蔭，每至夏日涼風習習，因此得名。 
   現在的燒陶程序亦沿用以往做法，以木材作為燒陶的燃料，當地所出產
的陶器，除了售與遊客之外，原來大部份的產品亦會分銷到省外及世界各

地。燒窯時由於窯面的溫度較高以及窯身有坡度，窯工穿上厚厚的草鞋，可抵禦灶內的
高溫和防熱。    

 一場非常精彩的表演，由一位制陶師傅運用純熟的技巧表演拉坯，不花多久便將泥漿化腐朽
為神奇，捏造出一個流線型的花瓶，還有女師傅用腳操作古作車，真是歎為
觀止。
     在古灶當中，有一幅以陶器碎片砌成的龍壁，其中有幾塊是來自新石器時
代的陶器碎片，你可以考考自己的眼光，看看能否找出來。
     與南風古灶共存500年尚有一棵神奇的古榕，五百年來與
窯生息與共，窯火常旺，榕樹常青，相伴相生，共沐風雨。
民間有諺語：「摸摸榕樹頭，一世無憂愁」。
     除了遊歷景點外，我還忍不住在公仔街買了不少陶器戰利

品作紀念，幾隻搖頭擺尾的烏龜仔、可吹
哨子的老鼠仔和長咀鳥，蠻有趣呢！

分別用瓜子和魚鱗製成的彩燈

     佛山民間藝術研究社是成立於1956年的佛山市屬綜合性的民間藝術研究、創
作設計、生產經營專業單位。設計制作的扎作彩燈、剪紙、秋色（包括紙撲、雕塑、

雕刻、粘砌、鑄塑等）、木版年畫、書畫等工藝品類遠銷國內，過去
曾獲得「北有北京琉璃廠、南有佛山藝術社」的讚譽。佛山民間藝術
研究社設計制作的燈色扎作藝術品，先後有四件作品載
入《吉尼斯世界紀錄大全》中。這裡展示多姿多彩的佛
山民間藝術以及來自全國各地的傳統工藝品，並可欣賞
到佛山民間藝術的制作技藝表演，給遊客帶來藝術的享
受。(資料來源  http://www.fsfolkart.com)

民間藝術研究社外貌

背後是古榕樹

龍壁

拉坯表演

陶瓷製作

浮雕畫製作



「家居急救常識」講座      中四敬 張家盈家長  許皓婷女士

 十一月十日星期六，我參加了家教會主辦的「家居急救常識」講座，該講座是由本屆主
席王慧霞女士主講，她是位資深護士，透過問答的形式進行，以加深我們對家居緊急救治的
認識，內容包括急救的設備，各種傷口的即時及適當的處理，以及不同的緊急救治方法等，

內容都能針對重點例如：傷口的處理，主要
是止血、清潔、包紥以防細菌的感染。又指
出為何不應在傷口塗上紅或藍藥水，這是因
為它們都含鉛，對身體有害。整個講座都在
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行，最後更派發了急救
手冊和健康蔬果食譜給每位家長。相信家長
們和我一樣期待著下次再有機會參加這類實
用的講座。

New Zealand Summer Study Tour 2007                     3B Lee Chi Wing Juliet

 I joined a 23-day study tour to New Zealand during summer with my 
schoolmates. We left for Auckland in the evening. After a long-distance fl ight, 
we all felt exhausted. The weather was so icy that we all needed to wear thick 
coats.
 The fi rst thing we did when we arrived was to go to Avondale College 
where our host families were to meet us. My partner who lived with me was 
Miffy. We were wondering who would be our host family. It turned out to be 
a big family, our host parents, Deborah and Donald and their two daughters, 

Teniah and Shanae. They were cute but very naughty. They 
often came to our room and took away our things to play. 
 During these 23 days, we spent most of the time at Avondale College having English 
lessons and attending the ‘Buddy Program’.  My buddy was called Jessica. She was a pretty 
and patient girl. When I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 she explained to me 
patiently. In the Buddy Program, I needed to follow her to lessons. I had English, Mathematics, 
Geography and electronics lesson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had lessons with the other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that college.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Besides Buddy Program and our 
English lessons, we went sightseeing in Auckland. We visited the Sky Tower, the Auckland 
Museum, the volcano etc.
 I liked the Maori Concert the most in this trip 
because it was a brilliant show. Maori women sang some 
beautiful songs and danced to the music which was 
played on the guitar. Maori men did the ‘haka’, which 
was a traditional war dance and they made the audience 
feel that they were strong and united.
 The time went rapidly and pleasantly. I enjoyed this 
trip and I liked NZ very much indeed.

堆沙比賽 (25/11/2007)暑期進修班
 (23/7/07-3/8/07)

表現最佳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