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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主席的話  
本人很榮幸能成為第十六屆家
長 教 師 會 主 席 ， 感 謝 各 位 家
長及老師的支持。在此要多謝
上屆主席、執行委員、校長及
老師一直以來的踴躍參與和支
持，使家長教師會的各項會務
得以順利推行。

在小女就讀小學時，我已積極
參與家長教師會的義工
組。今年小女升讀中三

級，過往兩年，我除了從家長、學校合作
活動中，得到了很多寶貴經驗之外，在各
委員及老師合作的過程中，更得到了一份
真摰的友情。

能令家校合作無間是本人最大的心願。學
校、家長及學生三方面都擔當著重要的角
色，多溝通、多了解，配合大家的需要，
為下一代製造一個健康的環境，讓他們愉
快地成長。家長教師會擔當著溝通橋樑
的角色，學校藉本會了解家長的意願，家長透過
本會更明暸學校的發展方向，達致家校合作的目
標。

我謹代表家教會各委員呼籲各位家長積極參與本
會舉辦的各項活動，秉承家校合作的精神，令會
務推行更順利。

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利、家庭幸福！

榮獲「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親子堆沙比賽2010」
中學組亞軍

五敬石潁欣榮獲中學組「最佳學生講解獎」
本會參與「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親子堆沙比賽2010」活
動，這次主題是「亞洲運動會」，我們經過開會、試做模
型等籌備功夫，設計成堆沙圖案，當天家長、教師及學生
分工合作，在中學組比賽中再次取得亞軍，這實在是全體
參加者努力的成果；而五敬石潁欣更獲得堆沙比賽中學組
「最佳學生講解獎」。
本會舉辦的堆沙作品設計比賽，得獎者為六信葉
煥瑜及四望方
曉媛，她們的
作品是本屆堆

沙圖案的藍本。堆沙活動既能發揮創
意，又能促進親子、師生關係，來年
期待你們的參與。

第十六屆執行委員與校監、校長合照

家長與教師交流情況

榮譽會員與校監、校長合照

主席陳韻珠女士

第十六屆執行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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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智恆老師
 文書 黃娉婷女士 陳美薇老師 
 司庫 張冠禮先生 師欣欣老師
 康樂 石四有先生、唐柳元女士 關文琪老師
 聯絡 吳志莉女士、謝嘉碧女士 梁顯奇老師
 總務 何信卿女士、王慧霞女士 黃佩雯老師
 工作小組 郭冰女士、吳秋顏女士、司徒偉康先生

榮譽會員與校監 校長合照

第十六屆執行委員與校監 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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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沙比賽前先來張大合照

看！大家齊心合力，發揮
寶血精神

領獎後在作品前合照

五敬石潁欣榮獲中學組
「最佳學生講解獎」



廣州科學館  廣州科學館  
我和媽媽於11月6及7日參加了由家
一所亞洲最大的科普教育基地，以
展覽館，包括實驗與發現館、兒童
也有四個科技影院，包括3D巨幕影

內的小型活動，例如鏡迷宮、
考察，一方面可以

林則徐紀念館 

『東莞廣州兩天觀摩之旅』
考察日期：  2010年11月6及7日  
第一天  由學校出發→參觀深圳手機屏幕工廠生產部門→參觀威遠砲台、海戰博物館及林則徐紀念
第二天  參觀廣州科學館→手信購物店→回學校

東莞可園 張美頤  三愛

今年家長教師會在十一月初舉辦之兩天觀摩之
旅，印象比較深刻是第一天參觀之東莞可園。

雖然可園佔地面積不大，但整個佈局
高低錯落，曲折迴環，密而不逼，具
岭南古典園林建築風味，是清代四大
明園之一，亦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可園最大特點是：四通八達，
把孫子兵法融匯在建築中，園內有孔
明的八陣圖，人在其中，稍不留神，
就像進入八卦陣一般，極可能迷失路

徑，對於我們這群常居住於石
屎森林中的都市人，真的是大
開眼界。

日欣光電 日欣光電 屠善蓉  一信

今次的考察令我最深刻的是位於深圳的日欣光電有限公司。我們進去
前一定要戴上藍色的鞋套，是為了防止手機零件受污染。這間公司是
生產手機熒光幕的。

這間工廠面積很大，工作人員全部穿著保護衣，他們工作態度非常認
真，工作環境也不錯，令人有舒服的感覺。

其實，最特別的是在工廠的周圍也貼滿金句，例如：「多想一點，多
問一句」、「最偉大的力量就是團隊精神」、「要改變命運，首先改
變自己」等等。這些金句是用來鼓勵那些工作人員。我認為在工廠的
周圍貼滿金句，可以令人提高信心，更加努力、認真地做他們需要做

的事情。這間工廠用鼓勵的方式管理三百三十名人員。今次的參觀
經驗，令我明白到這些深刻的道理。

還有一個令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位於東莞的可園，這座建築物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破壞，現在已經完成修葺工作。

園主名張敬修，他是東莞人，是位古代的武將。雖然可園面積不
大，但共有一樓、六閣、五亭、六台、五池、三橋、十九廳、十
五房，還有一個舒服、空氣清新的環境。這裡四通八達，而且園
內有一個似三國孔明的八陣圖，好像進入迷宮般，令人迷失方
向，可見造園者的心思。今次的考察令我獲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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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戰博物館  海戰博物館  
海戰博物館—在威遠炮台舊址，是一座專
鴉片的事跡。博物館外形現代化，內裡卻

走進館內，先看到就是林則徐的蠟像，面
銷鴉片的情景，迫在眼前。無論是「洋鬼
們身上的每滴血、每寸傷痕，我還歷歷在

參觀手機屏幕廠

手機屏幕製作過程

參觀建築精巧的可園

其中一款金句

可園內精雕細琢的廳堂

中二級同學及家長在可園留影

車上傳來悅耳的歌聲、
陣陣的歡笑聲…… 刺激的模擬翻車遊戲



廣州科學館  校友 方泳雯

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廣州兩天觀摩之旅。令我最深刻的目的地是廣州科學館。這是
以及廣東大型的技術交流平台。廣東科學館的面積很大，地方寬敞，內裡有不同的
童天地館、數字家庭體驗館等，適合不同人士進入參觀和體驗新事物。另外，館內
影院、球幕影院、4D影院以及虛擬航行動感影院。除了以上的設施，我也參加了館
、腳踏發動機和空屋子等，令我大開眼界及樂在其中。我希望明年也可以參加國內
以令自己更加了解國內的情況，拓寬眼界，另一方面又可以跟母校保持密切聯繫。

林則徐紀念館 林則徐紀念館 楊浩欣  三禮  

今年的親子國內廣州、東莞觀摩兩天
團，令我印象最深刻是林則徐紀念
館。林則徐紀念館和鴉片戰爭博物館專門收集和陳列鴉片戰爭的文物，
也保留很多林則徐的史料。在館外，我們首先看到了兩個長寬各為15丈
餘的大水池，這就是揚名四海的林則徐銷煙池舊址，旁邊的虎門銷煙
紀念碑上，端坐着林則徐的銅像。林則徐(1785－1850)是中國近代史
上第一位反抗外國侵略的民族英雄，也是國際禁毒戰爭的先驅。 

1839年6月3日至25日，林則徐奉命在廣東虎門把收繳的英美鴉片240萬
斤銷毀。在銷化鴉片的方法上，林則徐用“挖池浸化”的方法，即用水池代
替鐵鍋，以鹽滷水加生石灰來銷化鴉片，虎門銷煙成為銷毀毒品鴉片
的歷史事件。現今，在銷煙池旁，每年都會舉行禁毒活
動。

雖然現今香港政府不停宣傳「向
毒品說不」的資訊，可惜還有
不少青少年沉淪毒海，這次參觀
令我更深刻體會毒品的禍害，我
希望大家真的要遠離毒品。總括
而言，今次的旅程學到不少知識，
大家渡過了一個愉快的假期。

館→參觀東莞可園→入住酒店

收集和陳 鴉片戰爭的文物

，每年都會舉行禁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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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戰博物館  余卓穎 一禮

專題大樓，館內展現和陳述了林則徐銷
卻充滿歷史的足印。

面貌栩栩如生，仿如他站在我面前，繼而一幕幕用蠟像堆砌的抗日戰爭與
鬼子」，還是「抗日戰士」，他們的面容和皮膚都被塑造得非常細膩，他
在目，十分駭人。如果想親身體會戰爭的慘況，不妨到此處一遊。

廣州科學館前合照
有趣的鏡迷宮遊戲

林則徐紀念館前大合照

校長、盧修女在炮台上留影

大家在威遠砲台留影

同學在古老的大砲旁合照

林則徐銷煙池

中一同學合照

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虎門大橋



歡迎瀏覽本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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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活動照片可供欣賞或下載

校長區綺雯修女、文瑞寬女士、
張志明老師、劉燕嫣老師及學生
會會長莊慧英同學一同切蛋糕

敬師日敬師日 教師代表接受家長教師會
敬贈老師的禮物

文瑞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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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明老
師，今年本會為老師送上運動橡筋，希望老師們工作之
餘，也須注重身體健康。文瑞寬女士在致辭中感謝老師
對學生的悉心培育，張志明老師收到禮物後，致謝辭以
外，更立即示範如何使用運動橡筋，學生會為老師送上
蛋糕，同學們更以歌聲表達對老師的謝意，場面溫馨。

2009/2010年度財政報告
司庫：張冠禮先生、師欣欣老師

義務稽核：謝穎元先生

收入：

會費 17,200.00
儲物櫃基金 10,490.00
教育局津貼 
    經常費用 4,125.00
    家校合作活動 4,700.00
利息 12.40
活動報名費用(境內及境外旅遊) 51,220.00
    中一暑期銜接課程學費 77,560.00
    暑期學習班 36,080.00
    其他 200.00
本年度總收入 201,587.40
 
支出： 

購置儲物櫃 89,676.00
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會費 300.00
活動支出： 60,087.45
(會員大會、 境內及境外旅遊、親子講座、
親子羽毛球賽、堆沙比賽) 
暑期班之影印費 2,923.60
暑期班各項開支 115,830.00
(學費、電費、導師費、退款) 
學生活動及課程資助 7,005.60
敬師日禮品 3,521.80
新生家長日 721.00
會訊及考察報告 5,200.00
境內旅遊退款 1,900.00
閱讀獎勵計劃書券 1,000.00
獎學金 3,400.00
雜費 1,718.60
本年度總支出 293,284.05
 
08/09結存 115,637.82
09/10收入 201,587.40
09/10支出 293,284.05
09/10結存 23,941.17

2009/2010家長教師會獎學金得獎名單

中一至中三全級第4至6名
中一級﹕ 一信 蔡藹欣   一望 陳婉儀   一信 岑穎愉
中二級﹕ 二信 莊楚昕   二信 王若希   二望 方愷欣
中三級﹕ 三望 吳卓螢   三信 李樂遙   三信 陳嘉儀

傑出殊榮獎 每月之星： 金獎：二信  張綺文 
 銀獎：二信  許丹媛 
 銅獎：四信  蔡藹瑩

服務特優獎  六信  莊慧英 

最佳進步獎 
一信 黎建玲
一望 李珮瑜
一愛 馬鉉楨
一敬 葉倩恒
一禮 劉藍藍

二信 唐曉嵐
二望 梁嘉鈺
二愛 賀慧珊
二敬 葉詠詩
二禮 黃婉儀

三信 任穎芯
三望 黃雪欣
三愛 鄧曉縈
三敬 董卓瑤
三禮 楊婉瑜

中一新生家長日中一新生家長日
10-7-201010-7-2010

同學以戲劇形式向中一學妹
介紹本校的情況

同學以普通話及英語向中一
學妹介紹本校上課情況

本會執行委員向中一家長及
同學講述參與執行委員會工

作後的得益

外籍教師Mr Mark Deamer
介紹英語活動中心

參與科學室的實驗

四信 劉家琋
四望 關至容
四愛 陳淑羚
四敬 倪    婷
四禮 鄧詩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