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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聯歡新春聯歡（12-2-2009） （12-2-2009）   

家長日（7-2-2009）

大家享用美味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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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向家長介紹本
會活動

家 長 委 員 子 女
正準備小禮物

家長委員合照

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二日晚上，執行委員在校內舉行了新春聯歡晚會，當
日除了家長、教師及學生外，區校長、潘副校長、榮譽家長委員陳丹瑩
女士、何鳳珠女士、杜祥徵女士、陳鳳姿女士及榮譽教師委員陳真嫻女
士等也有出席，氣氛融洽，大家歡度了一個愉快的晚上。

校長、副校長、主席
王慧霞女士跟榮譽教
師委員陳真嫻女士、
林先生、梁老師合照

左起榮譽委員陳鳳姿及女兒跟
家長委員文瑞寬女士合照

榮譽家長委員出席
聯歡活動

榮譽教師委員
陳 真 嫻 女 士
（左二）與副
主席黃雅麗女士（左一）家長委員葉富愛女士
（右一）及吳秋顏女士（右二）合照

校長、副校長跟家長委員
陳韻珠女士及學生合照

家長執行委員佈置了家長教師會的壁
報，家長日當天向本校家長介紹，同時派
發使用本會網頁的單張及會訊，讓大家更
了解本會的活動。

2008/2009年度財政報告
（截至29/5/09）

未經稽查     

收入：

會費收入 17,800.00
利息 302.65
儲物櫃基金進賬 10,630.00
各項活動報名費  35,364.00
教育局津貼 8,900.00
沒有兌現支票退款 80.00
總收入  73,076.65
 
支出： 

雜費開支 1,184.30
會訊及考察報告印刷費 3,800.00
各項活動開支 47,143.30
組合式儲物櫃 16,860.00
總支出 68,987.60 

07/08年度結餘 181,533.13
08/09年度收入 73,076.65
08/09年度支出 68,987.60
結餘 185,622.18

學生代表致送紀念品予校長

副主席派發會訊予家長

潘副校長與家長委員
唐柳元女士合照

校校校校
王王
師
林林林

左起家長委員張冠禮
先生、孔繁盛先生及
家長委員石四有先生



中六信 劉曉君

零九年三月十五日，是我第一次參加家教會的活動—春季新界一日遊。那天天氣明媚，我們到
過醬油廠、跳蚤市場、豆漿廠及草莓園，亦在海鮮酒家享用過一頓午餐。以前，我認為「一日
遊」都是無聊的活動，但經過今次的旅程，我發現「一日遊」也可以是充實而有趣的。另外，
原來一天的郊外遊覽確能令人神清氣爽，實在是繁重的學習生活下的一帖清涼劑！

談及旅程中最令我印象深刻的，就是參觀品珍醬油廠時，我們爭相採購醬油等調味料的情況。
那時候，我們一眾女生、老師及家長都發揮購物本色，每人的
手上都提著數支、甚或一箱的醬油，情況真是熱鬧極了。

總括而言，這次旅程令我大開眼界，而且身心均有所獲。不知
道來年還有沒有機會參加呢？

日期日期：2009年3月15日（星期日）   
行程行程：集合 →《品珍醬油廠》（始於1898年（清朝）、已超過100 年歷史。）→ 午餐於流浮山

享用海鮮宴 →《錦上路跳蚤市場》→《豆品廠》→《中國花園》→回程   

春季新界一天遊（15-3-2009） （（（11555-3-2009） 

享用海鮮宴 《

參觀醬油廠

一家人購物樂

盧修女跟幸運兒合照

校長跟幸運兒合照

跳蚤市場內其中
一間精品店

午膳前合照

中六同學合照

採摘草莓

跳蚤市場前大合照

中一望 鄧嫣婷

那天早上，我和媽媽參加了家教會舉辦的一天遊。早上回到學校，我
便跟我的好友王詠欣聊天，我們都期待有一次愉快的旅程。

老師點名後，我們便乘坐旅遊巴士到第一個目的地，就是
《品珍醬油廠》了。在這以前，我和詠欣對醬油的製作過程
一點也不了解。

到了醬油廠後，導遊先講解一下《品珍醬油廠》然後我們去
參觀製作中的醬油。當他打開那蓋子，嚇了我一跳，我想不
到原來我平常吃的醬油是這樣的呢！後來，我買了蒸魚醬油

和普通醬油各一瓶呢！

接著我們便乘車到流浮山吃海鮮宴，而我最愛吃的是粟
米蘇眉球，因為這道菜非常惹味呢！我們對於這頓午餐
挺滿意呢！

下午，我們到《錦上路跳蚤市場》去，我跟詠欣逛了一圈，而媽
媽便獨自購物去了。

之後，我們便到《豆品廠》參觀，我和詠欣吃了豆腐
花，挺好吃的，但豆漿則太甜了。

最後，我們到了《中國花園》，在那裡我摘了一些士
多啤梨，不過「收成」不太好呢！聽導遊說是因為今

年天氣不太好，不過我卻享受採摘的過程呢！

我認為這次旅行不但有意思，而且又有樂趣！
如果來年再辦一天遊，而我又有空，我一定會
再參加呢！

品嚐豆腐花



一禮蘇希程與家長

親子師生羽毛球比賽（24-5-2009）（24-5-2009）

冠軍：  四禮徐杏鈴、
尹蘭麗老師

亞軍：一信湯梓婷、
 家長湯培達先生

雙季軍： 三信李奕彤、
 家長李宗昌先生
 三望石潁欣、
 家長石四有先生 

開賽前一敬張美頤、三
望石潁欣與家長合照

四信張澄與Mr Mark Deamer

賽前熱身

全體大合照

四敬黃凱羚與
陳家欣老師

副主席致送紀念品予球
證何兆星先生

一愛劉坤賢與家長

陸運會親子、師生接力賽
（27-3-2009）（（22777777-------333333333333------2222222222200000000000000000999999）

參賽家長

參賽家長賽前合照

得獎健兒與校長合照

得獎龍虎榜得獎龍虎榜

校長跟冠軍隊伍合照

四敬梁譪儀與家長

中一信 湯梓婷
我在這次的師生親子羽毛球比賽
中，得到亞軍，感到很高興。在
整個過程中，我很投入比賽，跟父親比賽時表現得很合
拍。休息時又向其他校隊切磋，觀賞其他球員的球技，從
中學習不少技巧，令我在比賽中能夠學以致用。這次的親
子羽毛球比賽，我跟父母相處融洽，亦看見其他同學也很
孝順，跟父母有說有笑。在這次比賽中，我結識了很多新
朋友，除了能夠增進彼此友誼外，又學會與人相處之道。

中三望 石潁欣家長  石四有先生
一瞬間，已是第三年參加「親子羽毛球比
賽」，回望兩年前的第一次，共有十多隊組合

參與，氣氛無比熱鬧。當時面對實力
比我們強的對手時，小女心情有一點
害怕。經過了兩年的實戰參與，她的
比賽經驗也一年比一年好，害怕的心
情也克服過來了。總括來說，多年的
參與，過程輕鬆也愉快，今年參與的
家長比較少，來年有更多家長參與就

更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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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此工作坊的簡報及軟件，
請登入以下網址：

http://u21.hk/internetsafety/

本講座目的是讓家長了解如
何 教 導 子 女 正 確 使 用 互 聯

網，工作坊主要是向家
長介紹安裝過濾軟件的
方法，避免子女受不良
資訊荼毒。

隨想隨筆隨想隨筆    
中一禮 朱頌祈家長 唐柳元女士

即使世事多變，教改頻仍，我慶幸女兒仍可
在「寶血」就讀。初進校舍，觀感整潔實
用，除此之外，便沒有什麼特別的感覺；但
自加入家教會，對校舍、校長、老師以及學
校運作也有更深入的了解。我注意到很多正
面的事物：我們有一位友善、親切、積極、
開明的校長；一些雖然負起沉重教學責任，
而仍願為家教會付出努力的老師，在這裡我
要向他們致敬！我也很喜歡那個在校門不遠
的小室，可供家教會使用，也可讓家長和同
學一起進膳，的確是個不可多得的好地方。

不多久之前，我仍是個不太懂看正面事物的
人，所以遇到兒女升進上初中時因成長帶來
的管教問題，我被弄得不知所措，老是想著
些負面問題。但參與家教會期間，有機會跟
其他家長分享管教心得，漸漸以較積極的思
維方式跟兒女相處，多些從他們的處境考慮
事情，現在難題也逐漸減少。我想，每一位
愛護兒女的父母，都希望他們能夠健康愉快
地成長，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

今日，大多數父母或成年人，都會認為自己
有某些可取的地方，但這不是我們經過長年
累月地踫釘、努力、踫釘、努力……培養得
來的嗎？所以，我們的兒女也必定可以找到
自己的路徑，培養出可誇的特質，只需給他
們時間、愛心、忍耐，對他們懷有信心，相
信他們必定不會令我們失望。

副主席黃雅麗女士致送
紀念座予講者

家長資源中心內有圖書可
供家長閱覽，而有關家長
的資料，亦存放在內，歡
迎家長參閱。資源中心附
設意見箱，歡迎家長提出
寶貴意見。

學生儲物櫃更新學生儲物櫃更新
由於沿用的儲物櫃出現
銹蝕，經本會執行委員
通過撥款（動用會費及
儲物櫃基金），更換了
部分儲物櫃，改用更耐
用的塑膠物料；暑假將
至，本計劃亦會持續，
讓 同 學 可 使 用 新 的 設
施。

「互聯網安全及過濾軟件推廣」「互聯網安全及過濾軟件推廣」

講座暨工作坊講座暨工作坊（6-6-2009）（6-6-2009）

家長資源中心家長資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