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侯寶垣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侯中家校情
主席的話
本人非常榮幸能連任第十三屆家教會
主席，讓我能更深入了解學校的情況和學
生的需要，亦讓我明白到前線教育工作者
的辛勞。作為家教會的一份子，在主持家
教會會議時，加深了我對校方推行政策的
理解，以及讓我明白到學生實際的需要。
家教會會適時向校方提出建議，期望為校
方建立完善的校政出一點綿力。在這裡，
本人衷心感謝一直支持我的全體委員、老
家長教師會主席
師和潘校長，你們無私的付出，令本會的
林永忠先生
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滿地完成。本會會
務之所以能夠成功推行，實有賴各位家長的大力支持，謝謝！

家長校董的話
本人為現任家長校董，為家教會服務
已有三年。在服務學校期間，讓我能親身
見證學校的轉變與目睹學生的成長，我感
到十分高興和榮幸。
任家長校董之初，我對於學校的運作
沒有多大的認識，一年之後，我對學校的
施政方針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明白到，政
策制訂之前需先諮詢各方的意見，權衡利
害後才可以把措施落實推行。作為家長校
家長校董劉煒西女士
董，我定必代表家長向學校反映意見和心
聲，讓校方清楚知道我們的需要，使全體學生都能在愉快的校
園裡生活。
此外，侯中音樂晚會之所以成功舉行，實有賴同學努力不
懈的艱苦練習，出色的表演誠然令我們眼福不淺。身為侯中的
家長校董，我被同學的精彩演出深深地打動了，這驅使我要繼
續為大家爭取最好的，我希望學生能在美好的環境下愉快地學
習，對學校產生濃厚的歸屬感，並從中培養出良好的品格。我
定會盡一己所能，為侯中的孩子開拓一條美好的成長之路。

替代家長校董的話
本人非常榮幸能連任青松侯寶垣中學替代校董一職。在這兩
年間，我有幸出席法團校董會和家長教師會會議，把家長寶貴的
意見帶到會上，讓校方在制訂政
策前能知悉家長的心聲，從而考
慮家長的意見。此外，作為校方和
家長的橋樑，我有責任讓家長清
楚知道學校施行政策背後的理念，
以減少彼此的誤會和分歧。我希望
能繼續為學校服務，向校方傳達家
長的意見，讓校方清楚知道我們孩
子的需要，以便為我們子女創建一
個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替代家長校董黎杏蘭女士

第 13 期
2013 年

校長的話
家書寄語
無盡的感激、無限的希望
「忙不了﹗別了﹗忘不了﹗」簡單的八個字已
表達了本人臨別的感受。
自 2000 年春接任侯中創校的籌組工作至該夏
作為校長，至今已達十三年之久。對一名在任三十
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來說，在侯中發展佔工作生涯的
三份一。雖是悠長，但既充實且忙碌。每天的工作
基本上是「忙不了」三個字。「忙」是為了在校學
生的優質學習成長、教職員的專業發展及學校校譽
的昇華。
時光荏苒，轉瞬在侯中已過了十三個寒暑，本
人亦屆退休之年，在此謹向侯中仝人告別。各位
「別了﹗」，衷心送上祝福 ―― 願侯中人幸福快
樂、生活美滿﹗願學校持續進步、校譽日隆﹗雖別
了，但本人應邀擔任辦學團體青松觀及本校法團校
董會的觀屬義務教育顧問。有緣再聚，為教育界再
出一分力，為學校在另一個層面上發熱發光。
離任在即，本人「忘不了」的是十三年來學生
的健康成長、教師的默默耕耘、教職工的辛勤努
力、家長的無私奉獻、法團校董的專業領導、青松
觀的慷慨支援、教育局的夥伴協作及業界友好的鼎
力支持。這一切一切已成為歷史往事，但本人定必
銘記於心，並向上述人士送上無盡的感激，且為侯
中送上無限的希望。
潘笑蘭
創校校長
2000-2013

青松侯寶垣中學 2012-2013 年度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本校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在 2012 年 11 月 17 日舉行，是次典禮很榮幸邀請到教育局課程發展組資優教育組總課程
發展主任 ( 資優教育 ) 陳沛田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主禮團成員包括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蘇碧婷校長、仁德天主教小學馮意方校長
以及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
在典禮上，主禮嘉賓陳沛田先生就資優教育作出了深入透闢的論述，令在場觀眾得益不少。陳先生又向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員頒發委任狀，蘇碧婷校長和馮意方校長則頒發感謝狀予上屆教師會執行委員及家長義工，而曾熱心捐款支持家教會的家
長，亦獲頒發捐款感謝狀。本校亦藉着典禮的機會，向在第一屆中學文憑試表現優異的同學頒發獎學金，以茲鼓勵。

典禮後，本校中樂團、舞蹈團、民歌結他小組及合唱團表演了多項精彩節目，既為典禮助慶，同時亦展現了家校合作，
啟發同學潛能的豐碩成果。
附錄 ：青松侯寶垣中學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

職位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司庫
活動統籌
聯絡
教師組員

姓名
林永忠先生
李佩嫦女士、潘笑蘭校長
杜紅女士
陳瑞珠女士
勞創妃女士、曾慧如女士
楊家艷女士、馬瓊娟女士
蔡子良副校長、楊菁老師、黃玉儀老師、陳錦鴻老師、常頤德老師、黃冠姍老師、
許秀荃老師

親子一日遊
本年度的親子一日遊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舉行，參加人
數踴躍。是日風和日麗，上午首先前往位於尖沙嘴九龍公園的「香
港漫畫星光大道」，當中展示了不同年代的香港漫畫的經典角色塑
像，亦吸引大家駐足觀賞及拍照留念。午膳於盛逸酒店享用自助午
餐，家委為所有師生、家長準備了精彩的遊戲及豐富的獎品。
午膳後，一行人再到以展現本地規劃發展、「獨特的香
港」為題的展城館參觀。位於二樓的模擬場境，透過裝飾
及燈光將展館打造為「水渠下的世界」。參觀者於滿佈水
管的環境行走，了解香港的地下排水系統。三樓的多用
途展館定時有主題放映，將本港土地及交通規劃發展歷
史呈現在觀眾眼前。展場亦增添不少互動的多媒體展
品，參觀時可透過觸控式屏幕、音箱等了解香港未來
的城市規劃。
行程最後一站為山頂，這是熱門的旅遊點。到達
山頂後，大家先前往俯瞰維港景色，隨後各自於山頂
廣場或到凌霄閣參觀。

家委感言
原來籌備一個大型活動是如此困難的。由第一次開
會商議出發日期、設定遊戲、安排禮物都要那麼嚴謹，
但最令我難忘的事就是要擔任司儀一職。我本身是一位
絕對稱職的聆聽者，可是我不擅詞令，這次要我在眾人
面前訓話，還要控制時間，真有點吃不消。幸好有一
班樂於助人的家委從旁提點，以及得到家人的鼎力支
持，所以當天都能順利地完成任務。對我來說，這是
一次很難忘的體驗。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楊家艷女士

親子冰皮月餅班
在二零一三年九月，我參加了家教會舉辦的親子冰皮月
餅班，當天有十多位家長聚在一起，學習做冰皮月餅。大家
全程有說有笑，除交流造餅心得、生活瑣事外，更談及自己
兒女的情況，氣氛十分愉快，開心得像家人一樣。所以我希
望家長們能抽空多參加家教會活動。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曾慧如女士

家校合作組新春食品製作班
2013 年 1 月 26 日
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本校家校合作組舉辦了一
次新年小食班，希望透過活動，令家長之間可以互相溝通和
認識，是次活動的製成品有鯉魚年糕及笑口棗，共有 15 名家
長參加，部分家長更帶子女一同出席，上課時大家十分投入，
最後每位家長都能帶同自己的製成品回
家。

家委感言
今年年初，家教會舉辦了新春食品
製作班，製作食品包括笑口棗和鯉魚年
糕。當天出席的除了有十多對家長和學
生外，還有許老師和家教會的部份委
員。家教會當天邀請了一名義工導師，
導師預先為我們預備了鯉魚年糕塑膠
模，所以大家除了可親手製作外，還可
帶回家中日後再製作。製作出來的五條
小鯉魚，既可愛又美味，我們都不捨得
吃呢 ! 除了鯉魚年糕外，製作笑口棗時
曾出現了一小段驚險的場面，因為炸笑
口棗時需要一大鑊滾油，而炸時可能有
水氣，所以都嚇了大家一跳。由於我們
都預先帶備食物盒，所以大家都能帶一
些製成品回家給家人品嚐。當天不論製
作食品的過程和享用製成品，大家都十
分開心，希望日後能多舉辦這類親子活
動。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陳瑞珠女士

導師正在講解新春食品的製作過程

家長正在學習炸笑口棗

製成品 – 鯉魚年糕及笑口棗

1I 班冼梓晴同學及其家長的合照

家長培植水仙球班
本校家長教師會向來著重舉辦家長聯誼活動，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九日舉辦
「家長培植水仙球活動」，好讓本校家長於春節前
能學習如何培植水仙花，以親手培植的水仙花送予
親人，共渡佳節。參與是次活動的家長和同學合共
約二十位，由本校實驗室助理員龐靜民先生教授，
參加者既能學習培植水仙花的技巧，又能增進家長
之間的感情，促進了家校合作的情誼。

家委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侯中的家長水仙球培植班，也是我和兒子第一次自己親手切
割水仙球。在龐先生的細心教導下，我們學會了切割水仙球和上盤等技巧。在製作
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和平時截然不同的兒子，他一邊聽龐先生的指導，一邊動手，
還不時解說給我聽。在這次的活動中，我認識了不少的家長，大家交流心得，獲益
匪淺。迄今回憶起來，我仍然沉醉在那種和樂融融的氛圍之中。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杜紅

親子曲奇餅製作班
今次和女兒晴晴，有幸參加由家教會與
校方舉辦的親子曲奇餅製作班，令我跟女兒
都獲益良多。平時母女倆，在家很少會一起
下廚、一起做家務，大家都忙各自的。經過
今次活動後，我們發覺原來相互合作一起完
成一件事，是這麼開心的。雖然我們做出來
的曲奇不是很漂亮，但甜甜的滋味卻盡在心
頭。我們十分享受一起製作曲奇的過程：從
搓麵粉、攪牛油、調味，到完成曲奇，我
們都在互相學習和配合。希望校
方能多舉辦類似的親子活動，讓
家長和小朋友，透過齊心合作
進行活動，以增進了解。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馬瓊娟女士

家長晚會
本年度由青松侯寶垣中學及家長教師會合辦的第一
次家長晚會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舉行，
當晚家教會的委員為家長們準備了精美豐富的茶點，讓
家長及學生們於晚會開始前享用。
晚會在學校剪影播放後開始，首先由潘笑蘭校長致
辭，並分享教育心得。接著由當晚嘉賓──保良局領袖
紀律訓練營的盧錦昌總監，作出分享，主題為「如何與
青少年子女溝通」，內容十分精彩。最後環節是家長與
老師會面的時間，家長可向班主任和科任老師了解子女在學情況，
加強家校的合作和溝通。

家委感言
透過這次家長晚會，我感受到一份親切融和氣氛，老師們殷勤
招待，使家長可以了解子女在學情況，讓家長互相認識以及進一步
了解這所學校。令本人感到驚喜的事，是一班家長教師會的委員，
用了許多私人時間，無私地付出了大量愛心為參與晚會的家長，預
備既豐富又精美，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最難得的是，大部份美食
都是家委和義工親手為大家製作的。家委們親切的態度，令我如同
進入了親朋戚友聚會的大家庭一樣。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勞創妃女士

中三選科家長晚會
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師
會跟本校的家校合作組、課程發展組及升學輔導組舉辦了中三選科家長
晚會。晚會上，潘笑蘭校長致辭後，由梁健文副校長介紹新高中學制架
構、新高中選科組合及選科程序，讓家長能對新高中學制有一基本了解；
接著各科科主任及有關老師，向家長闡述了各個科目的課程、評估方法
及出路等情況。
講座第二部份由升學就業輔導主任方嘉琪主任主持，講解中三升中
四的選科須知，讓家長及學生認識選科的準則，使家長能更有效地協助
子女選擇合適科目，務求在家校緊密的合作下，學生的學習效能得以提
昇。最後方嘉琪主任並講解中四選科的甄選辦法及填表方法，以便家長
指導學生填寫選科表。

家長感言
早兩年我已有出席中三選科晚會，但當時身為家長義工的我，沒有太在意晚會的內
容。今年小兒是應屆的中三學生，所以再次出席晚會時自然會特別留心當中的內容。會
後，我對中三選科的認識加深了，也對子女未來的發展路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選科晚
會的資料非常詳盡，各科都有詳細的介紹。
學校為中三選科舉辦了許多活動和講座，本人萬分感謝校方的悉心安排。這些活動
和講座可讓學生和家長知道每科學習的難易和便於籌劃將來的出路。我建議校方來年安
排一段共同討論時間，讓家長和班主任就學生的成績或前途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可讓
各家長能了解更多。
本人衷心感謝各個家長義工的無私貢獻，為晚會的來賓預備食物和飲料，希望學校
和家長能攜手合作，讓學生能在愉快、輕鬆的環境下學習，使學生擁有錦繡的前程和美
好的明天。
替代家長校董 黎杏蘭女士

青松侯 寶垣 中 學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二零一三年二月
項目

收入 ( 港幣 )

上年度盈餘
政府資助：經常津貼
政府資助：活動津貼
家教會費及捐款
銀行手續費
第十二屆畢業典禮
家教會就職典禮
家長晚會
印製《侯中家校情》
政府資助退款
電費及水費
郵費
家教會活動
2011/2012 親子一日遊
2012/2013 親子一日遊
本年度盈餘

支出 ( 港幣 )

113,303.25
4,626.00
10,000.00
16,980.00

144,909.25

200.00
1,530.00
13,268.80
1,168.80
3,700.00
1,300.00
1,927.30
681.80
1,230.00
7,494.20
8,083.00
104,325.35
144,909.25

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 (2012-20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活動名稱

日期

新生迎生日
敬師日活動
家長冰皮月餅製作班
第一次家長晚會
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及就職典禮
親子一日遊
家長培植水仙活動
家長新年食品製作班
家長日講座
第二次家長晚會
《侯中家校情》第十三期
中一新生註冊日

29-08-2012
12-09-2012
22-09-2012
12-10-2012
17-11-2012
9-12-2012
19-01-2013
26-01-2013
03-03-2013
24-05-2013
04-06-2013
11/12-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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