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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主席的話

各位家長，大家好！自從加入

了家教會後，本人深感獲益良多。

首先，我學會了設身處地體會學生

的感受，了解學生的想法。其次，

本人對學校的運作情況也加深了認

識。這些都使我更了解女兒在校成

長的大概，並增加了我與女兒日常溝通的話題。

作為家教會主席，出席及主持家教會會議，使我加

深了對學校推行政策的認識，同時家教會亦向校方提供

了不少建議。在此，我衷心感謝校方的信任、各位老師

及家長委員對本人的支持和包容。本會活動的成功，離

不了鄭校長及各委員老師的悉力支持和配合。同時感謝

各委員的同心協力及無私付出，令家教會各項活動能順

利完成。家教會作為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橋樑，透過聆聽

家長和學生的心聲，給校方傳遞訊息，讓學校更瞭解家

長和學生的想法及要求，三者的關係密不可分。

本人希望各位家長能夠加強和學校的聯繫，多參加

本會的活動，為我們孩子的未來多出一分力。在此，

本人謹代表家長教師會感謝各位家長對學校的支持和肯

定，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謝謝大家。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雷詠棠女士

校長的話

轉瞬間，家長教師會已成立

十八年。多年來，家校合作發展平

穩，成效理想。本年籌辦的活動形

式廣泛多元，聯誼性質的活動包括

水仙球培植班、蛋糕製作班、親子

一日遊和粽子製作班等。校務工作

方面則有升中註冊、家長晚會、舊書回收轉售和校服回

收再用等。

學校管理上很重視「P-I-E」過程 (計劃 -進行 -檢

討)，家教會工作亦能緊隨這模式發展。在每次活動後，

家教會委員都會認真檢討活動的安排及成效，作為籌劃

下次活動的藍本，所以每年的工作質量都能不斷改善提

升。在「親子一日遊」活動上，充份展現了這種不斷優

化求進的情況，經過家教會委員多次檢討和籌劃，參與

人數逐年上升，本年參與的人數超過一百人，參與者大

都滿意行程的安排，並表示會繼續參加，成效美滿。

在此感謝家教會委員和義工們的努力，使各項活動

都能圓滿完成。最後，恭賀兩位家長校董連任成功，雷

詠棠女士及廖穎恩女士當選為家長校董及家長校董 ( 替

代 )，在她們的協助下，家校合作的工作必定能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

鄭鍾榮校長

家長校董的話

本人為現任家長校董，為家教會服務已有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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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任家長校董之初，我對學校的運作沒有多大

的認識，及後透過參加不同的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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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家長校董，我會憑著多年服務家長教師會的經驗，為

學校提供寶貴的意見，並代表家長向學校作出即時的反

映，讓校方清楚知道我們的需要，確保全體學生都能在

愉快的校園裡生活。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教育的道路上，

侯中的資歷仍是相當年輕的。無論如何，我認為要辦好

一所學校的話，誠然有賴家長的支持。我衷心感謝每位

支持侯中的家長，也十分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就讓我

們與學校攜手共同合作，繼續為侯中的幼苗創建美好的

校園生活。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雷詠棠女士

家長校董 ( 替代 ) 的話

本人非常榮幸能連任青松侯寶

垣中學家長校董 ( 替代 ) 一職。本

人每次出席法團校董會和家長教師

會會議時，都會盡力把家長寶貴的

意見帶到會上，好讓校方在制訂學

校政策前能知悉家長的想法，吸納

家長的意見。

作為家長校董 ( 替代 )，我有責任讓家長清楚知道

學校推行政策背後的理念，以減少彼此的誤會和分歧。

本人會一如以往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促進家長與

學校的聯繫及提高家長和學生對學校的融入，令學校的

發展更具透明度，使學校成為一所能讓學生愉快學習和

成長的理想校園。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替代 )

廖穎恩女士



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三及十四

日，是本校的新

生註冊日，家長

教師會委員設置

攤位向新生家長

介 紹 本 會 會 務

和 推 廣 活 動。

自二零一五年開始，家教會都會為新生家長們建立

whatsapp 群組，並由其中一位家委負責回應各類查

詢，希望透過此渠道，家長可以更方便和更有效率地

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生活。此外，由去年開始，我們在

註冊日同時進行「初中二手課本售賣活動」，活動反

應熱烈，有見及此，這活動將會持續推行。在這兩天，

我們認識了很多新生家長，希望來年有機會再參與此

活動。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李敏儀女士

對於舊書處理，

往往覺得「存之無地，

棄之可惜」，相信很

多家長也有同感。有

見及此，本校家校會

每年都會舉行「課本

回收及售賣活動」，

希望藉此鼓勵同學珍

惜資源，推動環保及支持舊書循環再用。

初中同學可以在暑假前將用過的教科書帶回學校售

賣，幫助有需要的家庭，讓這些家庭可以減輕購買新教

科書的負擔，一方面讓學弟學妹能以廉價購買舊書，另

一方面達到助人自助之目的。

一如以往，「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的反應非常熱

烈，希望各位

家長及同學

來年繼續踴

躍支持參與

這個極具意

義的活動。

為響應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由二零一四年起，本會

持續舉辦「環保循環再用──全年校服回收、領取活

動」。全校所有學生或家長，均可以將已清洗乾淨，可

供回收的校服交到校務處或大閘保安室收集，讓所有學

生、家長或老師可以從內聯網上申請領取，手續簡便。

活動自舉辦至今反應熱烈！二零一六至二零一八連

續兩個學年，均收回大約一百二十件校服，而每個學年

均有二十多件校服被領取，成效顯著！因此，本會會繼

續舉辦此活動，希望各位家長和同學踴躍支持！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李佩珊女士



在一年一度的中一迎新日營畢業典禮上，

看見中一新生個個精神奕奕，信心十足，滿懷

起勁地唱動聽的校歌，家長都感到十分欣喜。

有同學向全體家長、老師和學生分享升中的苦

與樂，亦有同學與父母擁抱時熱淚盈眶，場面

令人感動。今年新增的一項活動，就是班主任

跟學生一起烹調美食，然後讓家長品嚐。這個

活動既能增進師生的感情，又有助拉近父母子

女的關係，十分有意義呢！有鑑於現今生活節

奏急速，有些父母因為工作的關係而未能全面

地照顧子女，子女升中後往往要面對不同的挑

戰，身為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我期望這些新一

代，可以主動地與父母參加不同類型的活動，

我更期望這些幼苗在侯中這片肥沃的土地上，

能茁壯成長，成為社會日後的棟樑。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廖穎恩女士

農曆新年將至，為迎合佳節及增進家校聯繫，

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師會與家校合作組於二零

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舉行了家長培

植水仙球活動。當日早上，家長在學生活動中心

進行了培植水仙球活動。由校方代購水仙球並

邀請了學校實驗室技術員龐靜民先生充當顧問，

家長可嘗試親自切割及種植水仙球。活動期間，

龐先生教導我們如何切割水仙球，起初我以為

步驟會很繁複、很難學得懂，想不到大家很快

便掌握到技巧。之後，龐先生更派發種植水仙

球的筆記，讓我們可以回家後，根據指引種植

水仙球。本來我也有點擔心自己是否已成功栽

種水仙球，直到看見水仙球發芽、長高、開花，

成功的喜悅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呢！家校情誼

也邁進不少！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楊海梅女士



近四年來，中一級新生均獲邀製作敬師小禮物，例

如「敬師相架」，送給小學母校的老師。今年則改為製

作「星空瓶」，並在便條上寫上心聲語句，為老師送上

串串祝福。

星空瓶色彩繽紛，每一位同學可按自己的創意，以

不同的顏色描繪對老師的心意。整個星空瓶都包含著各

位同學的創意和心思，相信每位小學老師收到後，定必

深感欣慰！

每年大受歡迎的親子冰皮月餅製作班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舉行，活動的地點是 108 室。

這個地方設備完善，食水以至煮食用具一應俱全。一

如以往，冰皮月餅班在大家的歡笑聲中圓滿結束。在

製作冰皮月餅的過程中，家長和學生共享親子的樂趣。

在導師的專業指導下，參加者都充分發揮創意，製作

出具有個人風格的冰皮月餅，我對這次活動感到非常

難忘。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雷詠棠女士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

日（星期五），本校舉行了

第一次家長晚會會。當晚，

由鄭鍾榮校長致開幕辭，

簡介本校的辦學團體，並

介紹學校的周年發展計劃。

接著，由培育委員會簡

介「晴 ‧TEENS 健康校園計劃」，讓家長了解這項能

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和正面人生觀的三年計劃，

負責老師亦預告了相關的活動，例如各項興趣班及校園

測檢之安排。

最後，家長義工準備了茶點和小食招待各位來賓，

家長可以一邊享用茶點，一邊和班主任及科任老師聊

天，了解學生在校的情況。

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星期日），青松侯寶

垣中學家長教師會與家校合作組舉行了本年度的「親

子一日遊」。當日天氣晴朗，家長師生們一大清早於

學校集合。大家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從學校浩浩蕩

蕩地出發。先乘坐旅遊巴前往珀麗高爾夫球場進行發

球練習。珀麗高爾夫球會位於大埔三門仔以西，面向

吐露港，環境清幽，風景優美。我們在練習場內的發

球台鍛鍊球技，被眾山環抱的同時，又可以眺望吐露

港及附近市鎮的景色，令人格外心曠神怡。一小時很

快便過去了，經過一輪運動後，大家更顯得精神煥發，

神采飛揚。

接著，我們再到挪亞方舟享用自助午

餐。那裡地方十分寬敞，絕對是一家大小

或大班朋友聯誼的好地方。食物款式包羅

萬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小休之後，

我們在充滿綠意的方舟花園與栩栩如生的

動物雕塑合照呢！

精彩環節停不了，

家委們又安排了大家

參加合味道杯麵工作

坊，讓家長和學生們

親手製作出獨一無二

的「合味道」杯麵。從杯身設計到湯底和材料的選配，

都是由我們作主。直到下午三時許，全日的行程亦告

圓滿結束。

家長教師會希望藉着親子旅行，增進家

長與學生的感情、拉近家長與教師的距離，

讓彼此享受親子互動的好時光，這次活動可

說是成功地達到目的了。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雷詠棠女士

活動：高爾夫球體驗、合味道工作坊、暢遊	
	 挪亞方舟彩虹薈、挪亞方舟特色自助	
	 午餐



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一日（星期五），

本校舉行了中三選科

家長晚會。當晚先由

鄭校長致辭，再由不

同學習領域的科主任

向家長闡述了各個科目的課程、評估方法及出路等情

況，讓學生能根據自己的能力、成績和興趣，選擇適

合自己的科目。

之後蘇副校長介紹了本校的高中課程框架、新高

中選科組合及選科程序，讓家長能對新高中學制有基

本的了解。隨後，方副校長還提醒學生選科時要注意

的一些事項。

最後，班主任和選修科老師與家長面談，解答一

些有關選科的問題，讓家長能更有效地從旁協助子女

選科。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廖穎恩女士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至二

日是侯中一年一度的升中資訊

日，家教會預備了攤位遊戲

──「中 Eng 對對碰」，由家

長教師會委員、家校合作組老

師和同學負責招待，參與遊戲

的同學們只需把家教會全年活動的中英文名稱成功配

對，便能獲得精美的小禮品。

當日同學們的反應非常熱烈，大部分禮物均已送

出，同學們還一玩再玩，樂此不疲。透過此資訊日，

不但可以宣傳家教會活動，還能加強家委、老師和同

學之間的溝通和協作，機會難得。本人希望來年可以

繼續參與這類推廣家教會的活動，讓區內人士更了解

侯中家教會。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雷詠棠女士

為慶祝母親節及增進家校

聯繫，本校家長教師會於二

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

六）舉辦「母親節親子紙杯蛋

糕製作班」。親手製作紙杯蛋

糕可傳遞溫馨心意，家長與

子女一起焗製蛋糕，更是一項難得的親子活動。是次

活動由家長義工戴可宜女士教授製作紙杯蛋糕，參加

者不但可以習得烘培技巧，更可以讓子女在製作紙杯

蛋糕的過程中培養興趣，同時也能訓練耐性。感謝戴

女士悉心的教導，亦希望新學年可以再舉辦類似的親

子活動，讓更多的家長和學生參加。最後再次感謝校

方的安排，及多謝各位老師及職工的幫忙，使活動可

以順利完成，讓每位參加者都能帶同自己的製成品回

家，歡度母親節。

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李敏儀女士



為慶祝端陽佳節的

來臨，本校家長教師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

日（星期六）舉辦「端

午粽子製作班」。是次

活動共有 15 人參與，

由前家長教師會主席梁志輝先生教授。梁先生教大家

包裹各有特色的廣東粽：紅豆粽和鹹肉粽。由清潔粽

葉、預備材料到即席示範，梁先生都親力親為，詳細

解說，務求所有參與者都能夠掌握到箇中技巧。家長

與子女一起包裹粽子，除了學懂裹粽技巧外，也可促

進親子關係，並增進老師與家長、家長與家長之間的

交流。最後每位參加者都帶同自己的製成品回家，與

家人分享，共度佳節。

青 松 侯 寶 垣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第 十 六 屆 執 行 委 員

職位 姓名

主席 雷詠棠女士

副主席 廖穎恩女士

秘書 鄭燕娟女士

司庫 梁寶萍女士

宣傳 何麗敏女士、李佩珊女士

聯絡 楊海梅女士、李敏儀女士

特別鳴謝本年度義工導師
陳慧敏女士、戴可宜女士、梁志輝先生



項目 收入 (港幣 ) 支出 (港幣 )

上年度盈餘 123,468.97

政府資助：經常津貼 10,000.00

政府資助：活動津貼 5,372.00

家教會費及捐款 13,657.00

印製《侯中家校情》 5,000.00

電費及水費 1,716.90

家教會活動和雜費 1,505.40

學校活動：書券及獎品 3,380.40

2017/2018 親子一日遊 14,620.00

本年度盈餘 126,275.27

152,497.97 152,497.97

活動名稱 日期

1 新生註冊日 2017 年 7 月 13-14 日

2 迎新日 2017 年 7 月 16 日

3 敬師日活動 2017 年 9 月

4 冰皮樂團圓 2017 年 9 月 23 日

5 第一次家長晚會 2017 年 10 月 13 日

6 親子一日遊 2017 年 11 月 5 日

7 第二次家長晚會（中三選科） 2017 年 11 月 27 日

8 升中資訊日 2017 年 12 月 1-2 日

9 新春水仙球培植班 2018 年 1 月 27 日

10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2018 年 2-3 月

11 母親節親子紙杯蛋糕製作班 2018 年 4 月 28 日

12 親子粽子製作班 2018 年 6 月 2 日

13 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 2018 年 6-7 月

14 環保回收校服活動 全學年

15 出版第十八期《侯中家校情》 2018 年 7 月

青松侯寶垣中學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二零一七年四月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
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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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成員 ： 現屆執委成員 電郵 ： email@cchpw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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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侯中家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