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大家好！自女兒入讀
青松侯寶垣中學後，本人感受良多。
為人父母的滋味，猶如打翻五味架，
百般滋味在心頭。特別是當子女升
上中學，踏入青春期後，頃刻間，
天翻地覆，做父母的，頓時變了啞子

吃黃蓮，有苦自己知。本人的女兒自
小 在 各方面的發展都需要更多的照顧。從前，我
不懂得如何以最恰當的方法跟女兒相處，所以，以往
我對自己為女兒所做的一切，總是感到吃力不討好。
自從女兒有幸成為侯中的一份子後，我在社工和各位
老師的身上學會了如何設身處地體會女兒的感受，了
解女兒的想法。學校為我和女兒提供了很多非常寶貴
的意見，又為我女兒的特別情況設計出不同的學習方
案。看到女兒的持續進步，藉此機會，我由衷地向侯
中所有老師和社工說一聲：「謝謝你們！」

此外，本人加入了家長教師會後，使我對學校的
運作情況也加深了認識。作為家教會主席，我需要出
席及主持家教會會議，使我更明白學校推行政策的理
念。侯中的確是一所充滿愛的學校，老師非常願意聆
聽家長和學生的心聲，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能力為校
方多做一點甚麼，為各位家長和同學給校方傳遞訊
息，讓學校更瞭解家長和學生的想法及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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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不開鄭校長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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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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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郭家明女士

侯中家長教師會已創辦十九年
了，家教會的活動由最初的聯誼性
活動，至近年的校服回收、舊書轉
售、新生家長輔導和校董參與校政
管理等，會務持續發展，成效顯著。

本年籌辦的活動涵蓋層面廣泛，亦
能 配 合家長和同學的興趣，所以參與人數眾多，
常有超額報名情況。我連續六年參與了「親子一日
遊」活動，見證了各屆家長執委的努力，每年的活
動主題都不盡相同，曾舉辦行山、高爾夫球體驗、
童夢城、挪亞方舟、懲教博物館、消防博物館、農
莊和大館參觀等，執委會每年都依據成效檢討而制
定新一年的內容，所以活動極受同學和家長歡迎，
近兩年「親子一日遊」都逾百人參加，各人盡興而
歸，可見十分成功。

家校合作是學校管理的一項重要工作，學校每年
都會透過迎新營、家長日和家長晚會與家長溝通，
除此之外，很多班主任亦已自發組織家長手機群組
以加強聯繫。本年起，內聯網新增了通告功能，讓
家長可以透過手機收取通告及簽署回條，是家校合
作的另一重要進展歷程。

感謝家教會家長委員和教師委員多年來的努力，
使各項活動都能圓滿完成。在良好家校合作的氛圍
下，侯中的校務工作必定能事半功倍，不斷進步！

鄭鍾榮校長

還記得中一那年，前任家委邀請
我加入家教會幫忙，就這樣，不
知不覺我在家教會為大家服務已
經踏入第六個年頭了。我的孩子今
年是中六生，這是我最後一年可以

為侯中服務，我衷心感謝學校以及各
位 家 長給予我很多寶貴的機會，讓我可以一步
一步的了解學校為培育學生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有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過去六年，
我看到學校的老師非常用心教導孩子知識，亦十分
重視培養學生的品德。過去，學校都舉辦了不同的
品德教育活動，如德育故事比賽、服務日活動等，
讓學生能增長知識外，同時在待人處事及品德行為
上都有所裨益。此外，學校亦不斷優化各項設施，
使學生可以在良好的環境下學習。

作為家長校董，我希望學校能夠繼續進步，在所
有軟件、硬件上持續改善和優化，因此，我會把家
長對學校的意見在校董會中如實地反映出來，讓學
校能制定適切的政策和學習計劃，令我們的孩子無
論在知識或品格上，都能不斷地進步和成長。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雷詠棠女士

本人非常榮幸能再度連任青松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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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讓家長清楚知道
學校推行政策背後的理念，以減少彼此間的分歧。
一如以往，本人會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促進
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幫助家長和學生更投入學校的
生活，使學校成為一所能讓學生愉快學習和成長的
地方。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替代)
廖穎恩女士



今年的中一迎新日營為期兩天，時間看似充裕，但
意想不到學校為新生預備的活動竟是如此豐富，所以
就算學校安排了整整兩天的時間進行活動，當實際運
作起來時，原來都是不足夠呢！

我在迎新日營的畢業典禮上，看見所有的中一新生
都精神抖擻，信心滿滿，起勁地唱着已經並不陌生的
校歌和自選歌曲，家長都感到十分意外和欣喜。各組
同學上台向全體家長、老師和學生分享這兩天活動的
苦與樂，亦有同學與父母擁抱時熱淚盈眶，場面令人
感動。今年新增了一項活動，就是班主任跟學生一起
打邊爐，藉此聯繫情誼，實屬難得。孩子升中後往往
要面對很多新的問題，以及要應付不同的挑戰，身為
家長教師會的主席，我期望所有的孩子都會主動與父
母分享自己成長的喜悅，讓父母陪伴自己一起成長，
一同面對各種難關。但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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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郭家明女士

為慶賀農曆新年將至，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師
會與家校合作組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五日（星期六），
舉行了「新春水仙球親子培植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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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先生教導我們
如何切割水仙球，大家很快便掌握到當中的技巧。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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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除與一眾家長
一起學習如何切割水仙球的技巧，還認識到新的朋
友，大家互相交流子女在校點滴，非常難得。其後，
當看到水仙球發芽、長高、開花，成功的喜悅真是非
筆墨所能形容，期望日後有機會再參與其他更有趣的
活動。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陳定福女士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及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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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此機會，可以讓家長對
學校有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藉著舊家委和新生家
長的分享和溝通，讓新生家長更有信心地協助子女
適應中學生活。此外，由二零一六年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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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參與這個活動。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李敏儀女士

舊書不等於廢物！回收課本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環
保活動，可以教育下一代珍惜和愛護物件，不要隨
便丟棄。二零一六年學期末，本會初次和學生會協
辦「初中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協助共十六位同
學售出大約一百本初中教科書，涉及金額大約港幣
五千元。由於反應非常熱烈，所以本會決定繼續舉
辦這項活動。去年，「初中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
協助到五十位同學出售約三百多本初中教科書，涉
及金額大約港幣一萬五千元。從客觀的數字來看，
成績是有目共睹的。舉辦這個活動，既可以支持本
會以環保為本的宗旨，同時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舒緩新學年沉重的經濟負擔，真是一舉兩得。希望
大家繼續踴躍支持「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謝謝。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李敏儀女士

這是我的一個親身經歷！

某一天早上，快要上學的女兒
對我說：「媽媽，校服裙的鏈子
好像有問題，拉不上去呀！」我
一看，原來鏈子已經破爛了！一
時間，找不到其他校服裙替換，
我只好叫她穿上運動服回校。其
後，我致電校服商查問補購校服
的詳情，可是校服商的回覆是：

相應尺寸的校裙
剛好缺貨，最快
要一個星期後才
有貨。正當我感

到驚惶失措之際，忽然想起家教
會一直都有進行環保回收校服活
動。然後，我致電班主任，看看
能否替我們安排一下。想不到，
女兒在第二天便已經把校服帶回
家裡。我非常感激班主任的幫
忙，同時真切地感受到這個回收
校服活動所帶來的好處。

環保回收校服活動不單是為

了響應環保計劃而推行，這個活
動真的可以幫到有需要的學生和
家長。在此，我呼籲各位家長和
同學，如果孩子的校服已經不合
身，請大家把校服清洗乾淨，帶
回學校捐給家長教師會，讓家教
會處理這些校服，幫助有需要的
家庭。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劉佩詩女士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
小兒的中一學習生活快將結
束。回想當初小兒被派到侯
中時，因為小兒對侯中毫無
認識，所以心裡總是感到忐
忑不安。作為家長，我可以
做的就是鼓勵孩子要勇敢面
對。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星
期五），是舉行第一次家長
晚會的日子。當晚由鄭鍾榮
校長為大家致開幕辭，簡介
學校發展的方向和政策，重
點介紹《健康校園計劃》，
強調學校注重學生的身心健
康發展及積極向上的價值
觀。作為家長，我深感認同
學校的發展方向。當鄭校長
語重心長地說：「每個孩子
都是獨特的，不可能人人都
是尖子，只要自己努力過，

就算考不上大學，也要做個
好人。」此時此刻，我緊繃
的心終於可以放鬆下來了。
學校注重的是品德教育，我
可以安心地將孩子交給侯中
了。隨後，校方又安排家長
與班主任見面。家長都就著
自己孩子的學習情況和感到
疑惑的地方向班主任提出查
詢，班主任都耐心地和家長
交流溝通，氣氛溫馨融洽。

舉辦這類資訊型的家長晚
會，對於新生家長來說，得
著的地方確實不少。我可以
透過在晚會獲得的資訊，更
加瞭解小兒在校的學習和生
活情況。班主任的鼓勵，使
家長學會嘗試放手讓孩子自
己去學習成長。晚會過後，
我也鼓勵小兒要多參與學校
的課外活動，本人也加入了

侯中家教會，為家校發展盡
綿薄之力 !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陳定福女士

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
師會舉辦之「親子一日遊」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圓滿舉行。當天
行程首站是「鳥結糖 DIY 」
工作坊，中午到酒店品嚐自
助餐，然後再參觀香港大館
建築群。

早上八時半，家長師生們
已準時在學校的飯堂集合，
大家懷著興奮雀躍的心情，
分別乘坐三輛旅遊巴出發前
往目的地。

到達後，我們便分成兩
隊。我們分別到蜜蜂教育基
地觀看有關蜜蜂知識的短
片，了解蜜蜂的特性及蜂蜜
的來源，最後還有有獎問答
遊戲，大小團友都非常投入。
另一隊則被安排進入鳥結糖
製作室，由導師示範及講解
如何製作鳥結糖，其後各團
友便開始親自製作，期間導
師則從旁指導，各人都非常
順利地製成屬於自己的鳥結

糖，帶走並慢慢品嚐。

第一站行程完結後，我們
便到尖沙咀君怡酒店享用豐
富的自助午餐。各家庭邊吃
邊聊，場面既輕鬆又溫馨。
各人填飽肚子後便再次登上
旅遊巴前往最後一站目的地
──大館。

「大館」的前身是中區警
署，是香港其中一項最重要
的歷史古蹟活化計劃。建築
群內包括三項法定古蹟──
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
和域多利監獄，這裡集警署、
法院和監獄於一身，在全球
實屬罕見。在一系列歷史古
蹟建築群之中，建有兩座外
貌一致的新型建築，分別為
賽馬會立方 ( 綜藝館 ) 和賽
馬會藝方，以培養公眾認識
當代藝術和表演藝術，啟發
參觀者的想像力。當天我們
在「大館」渡過了一個輕鬆
的下午，慢慢地邊走邊看，
細心體味歷史知識，悠然感

受文化氣息。

最後，我要感謝老師及家
教會安排了這個親子活動，
感謝導遊路上的詳細講解和
介紹，更感謝各位家長及同
學的參與，令這次的活動得
以順利進行。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何麗敏女士



為 了
讓學生
和家長
進一步
了解中
三選科

的資訊，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四日（星
期五），學校特意舉辦了一場家長晚
會。是次晚會有關中三選科的資料十
分詳盡，各科科主任向家長和同學介
紹了課程的內容、出路及選科時需要
考慮的種種因素，讓家長及同學對中
三選科有更深入的認識，學生並嘗試

去評估未來升學的方向，選擇適合自
己的科目。

本人非常感謝校方的悉心安排，
以及老師為大家所預備的豐富選科資
訊。透過不同老師的詳細講解和分
享，讓我們在選擇科目時有了明確的
指引和方向。本人衷心希望各位中三
同學能為自己的將來選擇最合適的出
路。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何麗敏女士

二零一九年五月四日（星期
六），我和女兒一起參
加了侯中家長教師會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的母親節親子花藝製
作班。當天來到學
校，走進學生活動
中心，發現校方為
我們預備了很多不
同種類的鮮花，每張大
大的桌子都放滿了亮麗奪
目的鮮花，我們都感到非常
驚喜。是次活動由方嘉琪副校
長擔任花藝導師教導我們插花。在

方副校的細心講解和循循善
誘的指導下，我們都學
會了如何製作一盆盆
別出心裁的花卉。在
插花的過程中，家長
與小朋友能夠增進溝
通，培養感情，拉
近彼此距離，促進
親子關係。平日家
長工作繁忙，學生
學業壓力沉重，插
花可以讓人靜下心
來，使大家得到片

刻的安閒自在，同時

能夠培養孩子的審美觀念。離去時，
各人雙手捧著自己親手製作的一盆鮮
花，大家都有很大的滿足感。放眼望
去，畫面真的很美、很溫馨！

侯中家長
曾彩霞女士

青松侯寶垣中學
家長教師會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

主席 郭家明女士
副主席 劉佩詩女士
秘書 何麗敏女士
司庫 陳素賢女士
宣傳 姚少蘭女士、方堅綢女士
聯絡 陳定福女士、李敏儀女士



本學年的升中資訊日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舉行，我很高興能參與
其中，讓蒞臨參觀的家長
及同學有一個愉快的時光。

今年家教會的攤位遊戲
是「匙羹青蛙跳」， 參加
者需把調羹彈入杯中才能
中獎。從未接觸過這個遊
戲的我，以為這個遊戲的
玩法很高難度，參加者不
會容易贏得獎品，怎料參
加者都很厲害，獎品很快
就派光了，最後還要麻煩

負責老師和同學外出補購呢！

回想當天參與遊戲的家長、學生和跟
著哥哥、姐姐來參觀的小朋友，他們都
玩得很開心、很投入，玩完一次又一次，
拿著獎品滿足地離開，是多麼歡樂的光
景啊！我很期待下一年的升中資訊日
呢！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陳素賢女士

為 了 迎 接
中 秋 佳 節 來

臨， 家 教 會 於
2018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六)舉辦「親
子冰皮樂團圓」活
動，藉此增進彼此
之間的感情，並加
強孩子對中秋節傳
統習俗的認識。
當日家長與教師
聚首一堂，一
起製作冰皮

月餅，大家
在享受製作美
食的樂趣之餘，
又可以交流教子
心得，可謂一舉兩
得。活動結束後，
大家都帶著心愛的
冰皮月餅與家人共
享 佳 節， 人 月 團
圓，樂也融融。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姚少蘭女士



每年的中一級新生均獲邀製作敬師小禮物，例如「敬
師相架」、「星空瓶」、曲奇餅等。所有中一新生都會
寫一封書信給自己的小學老師，在書信上寫上心聲語句，
感謝老師六年以來的教導和照顧。學生會將製作好的敬
師小禮物，連同書信一併送回母校交給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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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顏色的水晶粒粉飾瓶子。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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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深感
欣慰。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劉佩詩女士

二零一九年六月一日
（星期六），我和女兒一
起參加了侯中家長教師會
在 108 室舉辦的端午粽
子製作班。這次活動，本
人的身份十分特別，因為
本人有幸成為是次活動的

導師。這是我第一次為侯
中家長和學生服務。在活
動開始的前幾天，老師和
我已經開始預備粽葉及其
他食材，供十多位家長及
同學們使用。我們包的是
五香咸肉粽，餡料非常豐
富，包括有鹹蛋黃、肥豬
肉、綠豆、紅豆、糯米等
等。看見家長和同學努力
學習，親手製作粽子，過
程當中雖然有點手忙腳
亂，但慶幸各位家長和同
學還是有板有眼的把粽子
一一做好。能夠跟各位家
長一起有說有笑，大家分

享包粽的心得，同時談及
子女在學校生活的點滴，
真的很愉快呢！不用兩小
時，便製作出十分具個人
風格和美味的粽子，大家
都感到非常滿意呢！希望
有機會可以再為大家服
務，讓更多的家長和同學
獲益受惠。 

侯中家長義工導師
李常青女士



項目 活動名稱 日期

1 新生註冊日 2018 年 7 月 12-13 日

2 迎新日 2018 年 7 月 15 日

3 敬師日活動 2018 年 9 月

4 冰皮樂團圓 2018 年 9 月 15 日

5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選舉 2018 年 9 月至 10 月

6
第一次家長晚會暨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就職典禮

2018 年 10 月 12 日

7 升中資訊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

8 親子一日遊 2018 年 12 月 16 日

9 第二次家長晚會（中三選科） 2019 年 1 月 4 日

10 新春水仙球培植班 2019 年 1 月 5 日

11 母親節親子花藝製作班 2019 年 5 月 4 日

12 親子粽子製作班 2019 年 6 月 1 日

13 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 2019 年 6-7 月

14 環保回收校服活動 全學年

15 出版第十九期《侯中家校情》 2019 年 7 月

項目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上年度盈餘 126,275.27

政府資助：經常津貼 5,474.00

政府資助：活動津貼 10,000.00

家教會費及捐款 14,485.00

印製《侯中家校情》 1,710.00

電費及水費 1,983.30

家教會活動和雜費 12,238.83

學校活動：書券及獎品 1,000.00

2018/2019 親子一日遊 21,354.00

本年度盈餘 117,948.14

156,234.27 156,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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