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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健康生活齊Fun享　11-4-2010
本會的家長委員、老師及同學當天下午一起參加由東區
區議會主辦的「東區健康生活齊Fun享」活動，我們全
體一同步行至小西灣運動場，參加「運動十式」活動，

舒展身心，場內有各種活動及表
演節目，宣揚健康生活的訊息。

新春聯歡 26-2-2010
26-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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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修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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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之
前，丹尼食品公司的
師傅來校教家長、學
生及老師們製作曲奇
餅，大家學做美點之
餘，更可品嘗到美味
的曲奇餅。

步行至小西灣海旁

齊參與「運動十
式」活動

家長張冠禮先生、司徒
偉康先生、石四有先生
及孔繁盛先生合照

主席黃雅麗女士接
受大會頒發紀念狀

家長文瑞寬女士及方泳雯同學合照

出發前大合照

步行 灣

2009/2010年度財政報告
(截至31/5/10)

未經稽核

大合照

大合照

區校長、潘副校長、
盧修女手持製成品

家長同學忙於製作曲
奇餅

盧修女頒獎予家
長吳志莉女士

家長唐柳元女士跟家
長孔繁盛先生合照

潘副校長頒獎予
家長葉富愛女士

何信卿副主席頒
獎予劉浩恩同學

三敬班劉浩恩、家長王慧霞
女士跟黃淑燕老師合照

家長陳韻珠女士跟
女兒楊浩欣合照

劉智恆老師跟一愛
蘇沛鈴家長合照

收入：

會員收入 17,200.00
教署津貼 8,825.00
活動報名費(境內及境外旅遊) 51,220.00
儲物櫃基金 10,490.00
利息 5.70
其他 200.00
合共 87,940.70
 
支出： 

會員大會 2,070.00
活動支出(境內及境外旅遊、
講座、工作坊、羽毛球比賽) 59,757.45
會訊(第二十九期)  2,600.00
贊助學生會活動 137.60
雜項 1,581.60
合共 66,146.65
 
08/09 結存 115,637.82
09/10 收入 87,940.70
09/10 支出 66,146.65
09/10 結存 137,431.87



春 季 新 界 親 子 一 天 遊
日期： 2010年3月21日（星期日）
行程： 校內集合→嘉道理農場暨植物園

→香薰園→《豆品廠》→午餐於
流浮山享用海鮮宴→參觀壽桃麵
廠→零食天地美味棧→回程

家教會旅行後感 家教會旅行後感 李穎雯 中四禮  家長何信卿女士

三月二十一日  晴

早上八時許，我們回到學校操場集合，雖然今天的天氣有點兒涼，但卻沒有影響我的
心情，因為我們將會有一連串精彩的行程。

第一站，我們到達嘉道理農場，那裡跟我想像中大有不同，農場裡不但有各種珍
禽異獸，還有不少稀有的植物呢！此外，我們亦可以在那裡學懂環保的重要性，加
強自己的環保意識，這些資訊更有助我們學習通識科，增廣見聞。第二站，薰衣草園。一向被誤以為只
有在日本北海道才可見到的薰衣草，想不到也在那裡出現。我們下車後當然急不及待跑向薰衣草，一睹
它們的美態。風輕輕地吹著，薰衣草也隨風擺動，給人一種和諧的感覺，我們抓緊機會拍照。

第三站，是豆腐廠。那裡雖然沒有華麗的裝潢，但卻有香滑美味的豆製品。每人品嚐完一碗透心涼的豆腐花後，所有暑
氣一掃而空。那裡還售賣祕製調味料，包括沙嗲醬、辣椒醬等應有盡有。

吃過一頓豐富的午餐後，爸爸帶我到落馬洲遠眺深圳灣大橋，之後，我們便繼續第四站行程。

第四站是壽桃麵廠。我們進入麵廠，導賞員為我們講解麵廠的歷史、生產過程等，實在令我大開眼界。

來到最後一站，美味棧旗艦店。這一站令不少家庭滿載而歸，那裡的產品價錢合理，而且選擇多樣化，怪不得大
家都禁不住多買幾樣「傍身」呢！

經過一天精彩的行程，大家都顯得很疲
累，在車上睡著了。這天的旅程就隨著
大家的歡笑聲圓滿地結束了。

大合照

加

校長跟得獎者
合照

潘副校長頒獎
予幸運兒

主席黃雅麗女士
頒獎予幸運兒

副主席何信卿女士
頒獎予幸運兒

經經
累
大

親子師生羽毛球比賽 親子師生羽毛球比賽 (30-5-2010) (3 得獎龍虎榜

冠軍： 三禮羅詠怡、尹蘭麗老師
亞軍： 二愛陳穎心、文啟揚老師
雙季軍： 一望謝烺均、家長謝秉聰先生 
     五敬黃凱羚、鄺淑芬老師

亞
雙雙雙雙雙
 

得獎者大合照 冠軍三禮羅詠怡、尹蘭麗老師跟
校長、主席黃雅麗女士合照

校長與季軍得獎者合照

亞軍二愛陳穎心、文啟揚老師跟校
長、主席合照

副主席何信卿
謝烺均及家長



春 季 新 界 親 子 一 天 遊
春季親子一天遊 春季親子一天遊 鄧嫣婷 中二望    王詠欣 中二信

三月二十一日是我校一年一度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旅行日。在校集合後，便乘旅遊巴士到各個目的地。很快便到了第一個目的地—嘉
道理農場。到了那兒，我們有一種熟悉的感覺，才記起原來我們是來過的，不過我們的印象已模糊，所以我決定拍完大合照後，把握時
間到處欣賞，我們充滿期待。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昆蟲屋，進去後一個人也沒有，昆蟲標本使我又好奇又害怕，生怕一不留神就會被牠
們嚇怕。其實我很想走遍整個農場，很可惜時間有限，必須趕到下一個地點—香薰園。那是我最喜愛的地方，因為那裡有一個兒童遊
樂園，我們花了大部份時間在那裡玩樂，有點像「大細路」。玩得忘形時，才發覺時間已不多，便急步走到薰衣草種植場。雖然並不像
日本的漂亮，但是有這樣的水準已是很不錯了。一大片紫色的花，使我格外興奮。穿過那片花海，到了「撈魚樂」區，我們感到有點可
惜，因時間不多，不能再玩了，要到豆品廠了。

之後，我們到了豆品廠，在那裡我們每人吃了一碗豆腐花及豆漿。味道也不錯呢！跟著我們乘坐巴士到流浮山享用午餐，我們最喜歡香
橙焗肉排，又甜又酸，非常可口。吃過午飯後，又到另一目的地—壽桃麵廠，初步了解過壽桃麵的歷史，我們各人也買了一些麵。

最後一站是美味棧，由於食品種類眾多，而且價錢合理，大家瘋狂購物，場面非常熱鬧。我們期待著下年度的親子遊活動呢！

旅行篇 楊浩欣 中二敬  家長陳韻珠女士楊浩欣 中二敬  家長陳韻珠女士

一年一度的春季親子旅行已於3月21日順利舉行。今年的旅行景點又多又吸引，所以參加的人數特別多，大多數
是一家人來參與，非常熱鬧。

第一站參觀嘉道理農場，農場分兩區，入場後，先經過猪舍，大家看見肥肥白白、懶洋洋的大花白猪，
都被牠們吸引，紛紛提起相機拍照留念。其後參觀猛禽之家，有不同款式的雀鳥，景點還有昆蟲館、蝴
蝶館和溫室蘭花園等，但時間有限，未能一一參觀，大家只好帶着依依不捨的心情離開。

下一站薰衣草園，園內的薰衣草品種不多，但在一片紫色的花海中， 大家都不忘拍下美麗的一刻。之後到豆品
廠品嚐新鮮出爐的豆腐花和豆漿，十分美味。家長們就忙於購買豆品廠的調味料，如腐乳、沙嗲
醬、辣椒醬、咖哩醬、腐竹、豆腐卜等。我們品嚐甜品後便到流浮山吃海鮮餐，還有幸運大抽
獎。餐後不少家長還到海味街購買手信。

午餐後，我們到壽桃廠參觀，雖然不是真正參觀製造過程，但有專人負責講解生產過程，都很不
錯，加深了對製作工序的認識。來到最後一站零食天地 — 美味棧，我們不是第一次來這裡購物，
但每次來到，大家都滿載而歸，因為這兒的食物種類多，價錢平，所以大部份家庭都會買一些。

精彩豐富的行程完畢，大家都帶着疲倦的心情回家。
希望來年的親子一天遊行程會更豐富，吸引更多父母
和子女參加。

醬醬
獎獎

午午
錯錯

旅旅旅旅
一一

獎

盧修女頒獎予
幸運兒

陳真嫻老師頒獎
予幸運兒 馮德仁老師與

幸運兒合照

家長執行委員到場打氣

校長、主席跟球證何兆
星先生合照

親子師生羽毛球比賽 (30-5-2010) 0-5-2010) 得獎龍虎榜得獎龍虎榜

大合照

主席黃雅麗女士頒獎予季軍五
敬黃凱羚及鄺淑芬老師

卿女士頒獎予季軍一望
長謝秉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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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中「334」學制網頁推介新高中「334」學制網頁推介
http://334.edb.hkedcity.nethttp://334.edb.hkedcity.net
新高中、新學制相信是每位家長關心的課題，今次推介的網頁是教育局提供
的「新高中334學制網上簡報」。此網頁內容詳盡，內容有家長專區、學生
專區、課程、評估、教與學資源及學生多元出路等等，更有「家長講座系
列」，家長可於網上報名，參加有關講座，加深對新高中學制的了解，計劃
子女未來的升學路向。

上期（第二十九期）

08/09獎學金得獎名單

中一至中三全級第4-6名

中三級 三信溫家「晞」有誤，應為「溫家睎」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青少年援交多面睇 青少年援交多面睇 12/1/201012/1/2010

更 正 聲 明

子女心聲子女心聲
葉富愛女士  （中七信孔珮琪家長）

「現今社會，仔女那會同你飲茶呀？你都傻嘅！」
「我個仔和我們說話，經常都『一言九頂』呀！」以
上都是家長們談及子女時的說話，他們誤以為這是時
下青少年的必然情況，以為唯有接受現實，但家長們
有沒有想過子女為甚麼會這樣？有沒有辦法改變？

作為父母常希望我們的寶貝仔女可從快樂中學習、健
康中成長，有見及此，我們更要付出更多時間，聽取
更多專業的意見，從而了解青年的心態，好好學習如
何為人父母，久而久之，代溝便可慢慢消除。大家相
處上的爭執，其實只在乎我們家長是否抱著主觀的想
法，想想錯的是否永遠都是兒女。

近年，政府、學校都舉辦了不少為家長而設的專題講
座，藉此加強家長對子女的了解，如果我們不把握機
會，不斷學習與子女溝通的方法，豈能成為一個稱職
的父母呢？

吳志莉女士（中二禮伍穎鈞家長）

今年一月十二日，區校長、丁主任、家教會主席黃雅麗、執行委員葉富愛和我一行五人到葵青劇院參加「青少
年援交多面睇」講座，聽取了前線社工、警務人員和學校老師的分享後，令我更深切了解現時青少年援交的實
際情況。由於現今社會資訊氾濫，青少年能夠從不同渠道如報紙雜誌、電視甚至網絡世界獲取無數的資訊，尤
其是網絡上的資訊，有時連成年人也難以分辨真假，因此我們要常常和子女溝通和談論時事新聞，了解他們對
各種事物的看法，並藉以灌輸正確的道德價值觀。與會中也深入研究了幾個援交少女的錄影片段，令我們能夠
了解現時的援交情況，協助子女建立正確性觀念和生命價值。

中七信孔珮琪

自從媽媽參加了家長教師會後，我發覺她變得比從前
更外向，對她不了解的事情會採取更開明的態度，徵
詢我的意見，而絕非以往的一口拒絕。她比以往更了
解我的校園生活，使我們在閒談中有更多話題。過往
數年，媽媽積極地參加由家教會舉辦的講座，當中大
部份都是有關親子關係、青少年心態等等，令她明白
到親子間的相處最需要坦誠相對，而非只按自己的心
意行事或對子女百般遷就。

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媽媽參加家教會只是為了監察我
的一舉一動，然而，我參加過她們的聚會後，發覺原
來每一位家長委員都是為了解女兒的校園生活、參與
學校聯繫而參加家教會，而且，大家在聚會中，會交
流教導子女的心得，此時我才知道，原來媽媽的改
變，是透過多次講座及交流一點一滴累積而來的。

珮珮

運

動
會

運

動
會

1 9
- 3 - 2 0 1 0

1 9
- 3 - 2 0 1 0

主席黃雅麗女士跟蘇校監、
區校長及潘副校長合照

家長委員及參賽
家長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