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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主席的話」  
大家好，很榮幸當選為主席，時間
飛逝，本人由小女中一開始加入了
家長教師會做執行委員，不經不覺
她今年已是中五末屆會考生了。能
夠在她的畢業禮上，在台上看見她
授憑，真是十分開心和感動。這幾
年間，我積極參與學校的活動，如
親子旅行、國內考察團、學校六十
週年開放日及家教會十週年舉辦的
慶祝盛典等。本會又推選我加入香

港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做理事。這些都帶給我一個美
好、歡樂又充實的回憶。我亦享受每一項的工作，每
一次活動，我都拍下不少的照片作為留念。藉此亦可
以加深我對學校的認識，從而了解小女的生活，增加
彼此的信任和感情。

一如以往，本會會繼續
舉辦不同的活動，希望
學校及家長大力支持，而本人亦會盡力做好本分，積極推
行會務。最後，藉此機會，我想多謝校監、校長、各位老師、各位執行委員和各位家長對本
會的支持和期望，本會與各位繼續發揮家校合作精神，使本會會務蒸蒸日上。祝各位身心康
泰，生活愉快！

香港東區家長進修學院2009 
2009年6月21日是家長們畢業的大
日子。有六位家長委員參加了香港
東區家長進修學院之「親子空間」
課程，當天是她們舉行結業典禮的
日子，子女們紛紛前來參加媽媽
的 結 業 典
禮 ， 場 面
溫馨。

第十五屆執行委員與校監、校長合照
會議前合照

畢業家長委員跟家人合照

家長與教師會面情況

主席  黃雅麗女士

0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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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凌曉筠    一信姚詠琳     一信馬雪文
中二級﹕二望吳卓螢    二望郭紀君     二望孫嘉欣
中三級﹕三信溫頌欣    三信郭恩寧     三信溫家晞

最佳進步獎 
中一信  陳可怡 中一望  莊楚昕 中一愛  雷愷宜
中一敬  葉詠詩 中一禮  潘婉莹 中二信  梁鈞儀
中二望  郭紀君 中二愛  李靜靜 中二敬  孫鎂瑩
中二禮  黎心兒 中三信  葉中美 中三望  王詠詩
中三愛  黎旻瓚 中三敬  蘇詠雪 中三禮  葉怡君 
中四信  梁栢欣 中四望  鄭莉翎 中四愛  余愷晴
中四敬  梁嘉琪 中四禮  蘇    迪

2008/2009年度財政報告
司庫：張冠禮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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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 李惠蓮 

銀獎：三信 廖樂生 

銅獎：三信 黃卓敏   溫家晞

服務特優獎   六望    何婉珊  

本會另贊助

閱讀獎勵計劃獎項$1000

畢業家長委員跟香港東區家長
教師會聯會主席趙明先生合照

第十五屆執行委員名單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黃雅麗女士 
 副主席 何信卿女士 劉智恆老師
 文書 陳韻珠女士 汪蘭瑚老師
 司庫 張冠禮先生 師欣欣老師
 康樂 王慧霞女士、吳瑞娟女士 關文琪老師、蘇美琪老師
 聯絡 石四有先生、葉富愛女士 黃淑燕老師
 總務 吳聰健先生、朱惠琼女士 黃佩雯老師
 工作小組 文瑞寬女士、郭冰女士、唐柳元女士
  吳秋顏女士、司徒偉康先生、吳志莉女士

收入：

會員收入 17,800.00
教署津貼 8,900.00
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津貼 2,200.00
活動報名費(境內及境外旅遊) 35,364.00
儲物櫃基金 10,630.00
利息 440.39
其他 80.00
合共 75,414.39
 
支出：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會費（2年） 600.00
會員大會 2,421.80
活動支出(境內及境外旅遊、 46,857.00
講座、工作坊、羽毛球比賽) 
新生家長日 729.00
中一暑期銜接課程 2,500.00
會訊(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及 7,600.00
考察報告 
獎學金 3,400.00
贊助閱讀獎勵計劃 1,000.00
敬師日 3,264.20
購置儲物櫃 71,060.00
雜項 1,877.70
合共 141,309.70
 
07/08 結存 181,533.13
08/09 收入 75,414.39
08/09 支出 141,309.70
08/09 結存 115,637.82

家長家 與教與教師會師會 情面情況況

第十五屆執行委員與校監 校長合照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前合前合前合前合前合前合照照照照照



楊浩欣  中二敬

今年是我第二年參加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廣州文化考察團，我今次特別開心和興奮，因為參觀的景點很吸引
和同班的兩位同學都一起參加。短短兩天的行程，我們參觀了多個地方，如：長隆香江動物園、手袋廠、
聖心餅店、西漢南越王博物館、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館……等。

我最喜歡和印象最深刻的是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館，科技館是中國首家大型專題科學館，建設面積四萬平
方米，總投資三億元人民幣。當日入場後，我們先到一層製造業與科技展館參觀，首先看到八個機械人樂
隊拿起真實的樂器演奏，表演項目包括：鋼琴、小提琴、長笛等，美妙的姿態和音樂令人陶醉。之後參觀
了古代的製造活動，造紙和迷你加工房。中國四大發明、鐵器工具、水轉大紡車、瓦特改進的蒸氣機、蒸
氣機車、機器人投籃、拼圖機械人、機械人表演家、智能游走導機器人等。

走到第二層，我更加興奮，原來是個活動遊戲區，這些遊戲非常刺激和生動有趣。遊
戲包括，智能體重烏龜、未來駕駛飛碟、坐神舟飛船號模擬器等。令我印象最深刻的
兩個遊戲是智能體重烏龜，我們只要坐在烏龜的上面，它便會替我們量度體重，真是
很準確呀！另一個是有一個熒幕，裡面有一個男人和一雙手，只要你出力打他，他就
會七孔流血。

其實不只這麼少，還有其他的如：虛擬滑雪橇、電磁炮、航空航天器、海底深礦、水
上激流等。媽媽就愛玩機車模擬駕駛，因為她沒有駕駛執照亦可一嘗駕車的滋味。時
間過得真快，轉眼又要離開科技館，要到其他地方參觀，我們只好帶著依依不捨的心
情離開。

科技館還有4D動感戲院以及很多科學知識、實驗和遊戲，真的令我樂而忘返，下次
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再來參觀。

『廣州東莞兩天歷史文化考察團』考察報告
日期日期：2009年12月12至13日   行程：第一天  學校～ 東莞塘廈手袋生產廠 ～暢遊番禺野生動物

榮譽會員、陳真嫻老師跟
校長合照

家長、同學們在動物園留影

許熙斐 中三敬

在這一次家教會
旅行中，我最為
期待的景點就是
番禺野生動物園
了！抵達野生動
物園門前時，遠
遠 望 見 了 長 頸
鹿、大象、斑馬、獅子和老虎！怎知走近了看，居然是海報上的動物，以假亂真。進入動物
園，我懷著一種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踏上這次旅程。一開始，我們一團四十八人乘坐小火

車觀賞野生動物，如斑馬、大象、獅子、狼，以及珍貴的白老虎，據那導遊說，他們動物園佔有全球
三分之二的白老虎，實在難得！乘坐完小火車後，便是自由活動的時間了！一早就聽說動物園能讓遊
客餵老虎了，我急忙跑到老虎拍照區與小老虎拍照。小老虎看上去沒什麼重量，怎料一抱上手，很重
呢！我拿著一樽奶餵給牠吃，牠吃得津津有味，使我想把這頭小虎抱回家呢！餵完老虎後，我又去餵
長頸鹿，長頸鹿的力氣很大，一把就將我手上的樹葉搶走，差點兒把我吊起呢！在園裡玩了四個多小
時後，我回到北門時，又看到天鵝，忍不住買了兩包飼料餵牠們，其中那些小鴨更與黑白天鵝搶吃，
顯得十分有趣。不經不覺間，遊園的時間已結束了，我卻還沒走遍動物園，實在有些可惜，但這次旅
程已帶給我一次能與野生動物如此親近的機會了，實在難能可貴啊！

My Amazing Trip To England Crystal Cheung 4A (08/09)
It was my first trip to England. The place where we stayed was 
Stratford-Upon-Avon, the birthplac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t 
first, I couldnÊt help but worry about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thers. Fortunately, the people there were kind and easy to chat 
with, so I could relax and enjoy everything. Making friends with 
the overseas teenagers wasnÊt easy, as everyone had a different 
accent. Yet, all I had to do was to take the first step to talk with 
them. Then they would try to chat with me too. Unexpectedly, I 
found that we had things in common. During this ÂadventureÊ, I 
had learnt a lot of things from the school, the students and my host 
family. Most importantly, I had made many friends who befriended 
me with open-heart and open-arms. For me, it was an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My Crazy Trip To The UK  
Finally, my little dream had come true,
have some bad memories but mostly, 
more about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
school was Stratford-Upon-Avon Colle
and met different students. I just felt 
dance lesson was fun. Everyone had g
wish I c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組成樂隊的機
械人演奏音樂

許許許許

在在在在
旅旅旅旅
期期期期
番番番番
了了
物物物物
遠遠遠遠
鹿鹿鹿
園

坐小火車出發看野生動物

番禺野生動物園番禺野生動物園

楊浩欣 中 敬

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館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館
楊

今今
和和
聖聖

我我
方方
隊隊
了
氣氣

組成樂隊的機

楊

Summer Study Tour To England (2008-2009)Summer Study Tour To England (2008-2009)

家長 同學們在動物園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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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綽恩  中三敬

我們今天參觀南越王墓博物館。這個王
墓是在1983年6月被發現。石室坐北朝
南，面積約100平方米。分前部三室，
后部四室。

在西耳室是儲存墓主生前各種用器和珍
玩的庫房。

東耳室是禮樂宴飲用器的藏所，裡面的
物品反映了墓主生前過着鐘鳴鼎食的奢
侈生活。另外在編磬有一殉人，應該是樂師。

在西側室室內有五位殉人，斜行排列於地上，沒有棺，在身邊有少量器物陪葬。在北端則有很多牛、
羊及猪骨，相信是祭牲。

東側室葬了墓主的四位夫人。每位夫人都有漆棺、印璽、玉珮和銅鏡等許多的陪葬物。

後藏室是一個御膳珍饈的庫房。

主室，位於墓室後部正中。而墓主一棺一槨置於中間，不過巳全朽，留下的只有灰痕。墓主身着絲縷
玉衣和玉珮等大批飾物，頭枕絲囊珍珠枕，上下覆墊玉璧。

這是目前嶺南地區發現規模最大，墓主身份最高，陪葬物最豐富的漢代彩繪石室墓。我覺得很值得一遊，豐富了我中史方面的知識。

墓主穿著的金縷玉衣

『廣州東莞兩天歷史文化考察團』考察報告
日期 行程 物園～入住酒店    第二天   參觀廣州南越王墓 ～往東莞科技館觀摩～參觀東莞糕點博物館～學校

南越王墓博物館南越王墓博物館

糕點博物館糕點博物館

參觀銳豐手袋廠製作工序

墓室入口

劉曉君 中七信

第二天，我們參觀了由聖心公
司開設的中國糕點博物館。博
物館的設計很有中國特色，由
入口、房間至花園等地，都運

用 了 不 少 木 材 作 建 築 材
料 ， 呈 現 了 樸 素 而 傳 統
的 風 味 。 博 物 館 大 廳 展
出的石磨和運載喜餅的花轎，都令人大感興趣，我們先後拍照
留念。不過，奪去我最多鏡頭的，卻是沿著入口處那些整造糕
餅的模型。設計者用一連串的泥娃娃，展示出不同點心的工序，如有餃子、老婆餅和年糕
等。這些模型的手工十分精緻，如果我將來有空，既可參考如何製作泥娃娃，又可學習整
造糕點，一舉兩得。

參觀完博物館之後，我們又準備購買糕點。途中可以觀賞到聖心公司員工製作糕點的情
況。可惜此處的人潮管理頗為混亂，而當日亦十分熱鬧，一擁進購物區，旅客便爭先購
物，你擠我擁。由博物館的文化殿堂迅速轉移到聖心公司鋪設的購物天堂，真是此行另一
番見識。

Charming England study tour Law Wing Yee, Venus 2B (08/09)
One day, we had a morning lesson followed by a sports lesson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to a 
sports centre to join the lesson. There were different kinds of sports for us to choose. After the 
lesson, Ms. Poon brought us to an ice-cream shop. We could choose our favourite ice-cream! 
We enjoyed it very much! We also joined a game called ÂHunt The LeaderÊ. In this game, I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with people whom I had not known very well before.  In the dance 
lesson, they taught us many dancing skills and various kinds of national dance.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our two teachers for helping and taking good care of us during those 
three weeks.

Cheung Ying 4E (08/09)
, I could go to England! In these 24 days, we might 
we had joyful ones to keep. At least, I have known 
ries. Also, I have made a lot of friends there! Our 
ege. We built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teachers 
great! The Âchicken danceÊ that we learned in the 
gone crazy and people just couldnÊt stop dancing! I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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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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參加者領獎
後跟校長合照

本會在十月份舉辦了精神
健康急救證書課程及精神
健康講座，有幸邀請到精
神科專科李永堅醫生及精
神健康急救導師王慧霞女
士分別擔任講者及導師，
是次活動反應熱烈，共有十八位學員完成四節
課堂，獲取証書。

精神健康導師王慧霞女士
向學員講解有關知識

校長、教師代表、家長委員及
學生代表主持切蛋糕儀式

主席黃雅麗女士頒獎
予堆沙設計比賽得獎
者三望蔡嘉鈺同學

敬師日敬師日 陳韻珠女士致送禮物給
教師代表馮德仁老師

家長、老師及同學們合力完成作品

飯盒供應商介紹食物特色家長、同學試食及進行評分

陳韻珠女士代表家長教師會出席本年度的敬師日活動，她代表家長委員
致辭及致送禮物予教師代表馮德仁老師，今年本會為老師送上蜜糖，希
望老師們身體健康、工作順利。陳韻珠女士在致辭中多謝學校悉心照顧
同學，就如上年度學期末考試能順利完成，免受H1N1流感病毒影響，
這是學校妥善安排行政工作的結果；另外，她表示今年開始的三三四新
學制，老師的工作量更會倍增，她在致辭中特別為老師們加油。

4-6-09放學後在禮堂舉行試食會，甄選來年的飯盒
供應商，當天共有七間午膳飯盒供應商競逐，首先
他們在台上介紹食品的特色、環保方法處理飯盒
等，接著是試食時間，同學、家長和老師逐一品嚐
各公司的食品，再進行評分，最後選出今年的飯盒
供應商。

本會參與了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主辦之親子堆沙比賽2009
活動，這次主題是「東亞運動會」，我們設計了一體兩面的吉
祥物，經過開會、試做模型等籌備功夫，加上當天大家分工合
作，我們在中學組中奪得亞軍，這實在是全體參加者努力的成
果呢！

堆沙比賽堆沙比賽

精神健康急救證書課程及精神健康講座精神健康急救證書課程及精神健康講座

李永堅醫生及王慧霞導師接
受本會頒發的感謝狀

李永堅醫生頒發証書給完成
精神健康急救課程學員

劉曉君 中七信
精神健康講座感受

十月三十一日，我和同學參加了由家教會舉辦的精神健康講
座，起初見到講者李永堅醫生，覺得他的樣子有點嚴肅；但隨
著講座展開，他以幽默的論調帶出現今的嚴重議題—憂鬱症、
濫藥問題等。使我們在微笑、大笑之後能作出反思，並了解到
憂慮如何傷害人的心理、生理；為求快樂而濫藥也對個人及社
會有著負面影響。因此，難怪人說：「心平氣和，才是最佳的
生活態度。」我看李永堅醫生面色紅潤、說話從容，應該早已
「得道」了。整體而言，講座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完成。我們
對「精神健康」的議題也有了初步的認識，我們期望下一次的
講座能學習更多輔導技巧，學會導人向善。

試食會 試食會 

家長們專心聆聽李醫生
講解，會後並踴躍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