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各位家長，大家好！ 

本會於過去一年，秉承家長教
師會的成立宗旨，以增進教師與家

長間之聯繫及合作為工作目標，透
過參與學校的活動和學生事務，例如陸運會、親子一日遊
等，加強家校溝通，增加家長對學校的了解。礙於新冠肺
炎的影響，停課了四個多月，以致本會未能為大家多盡點
心意舉辦不同的聯誼活動，但協助家長提昇管教子女的能
力，促進親子交流仍然是本會的初心。

我再次感謝在過去一年，鄭校長、各位老師，以及各
位委員對本會的鼎力支持，使本會各項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同時，我亦感謝各位委員悉力以赴，使會務得以順利
推展。我在此謹向有關人士致以深厚謝意，並希望在未來
日子，各位能繼續支持本會，使本會會務更臻完善，多謝
各位！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郭家明女士

轉瞬間，家長教師會已成立
了二十年。多年來，家校合作發

展平穩，成效理想。雖然本年度
能籌辦活動的日子不多，但在家長

們的努力下，能成功舉辦的活動仍不少，包括親子一日
遊、水仙球製作、家長晚會、糭子製作班、舊書回收轉售
和校服回收轉贈等。

學校於五月下旬復課，在籌備過程中，如何確保同學
能有足夠的口罩上課是一項難題，感謝家教會協助，慷慨
捐助了一批口罩贈予全體同學，解決了燃眉之急，也再次
體驗了家校合作的成果。

復課後首項工作是家長校董選舉，恭賀陳素賢女士
及李敏儀女士當選為新一屆的家長校董及家長校董 ( 替
代 )，也感謝前任校董雷詠棠女士及廖穎恩女士在過去兩
年的貢獻。在新舊校董和家長教師會委員的協助下，家校
合作的工作必定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鄭鍾榮校長

本人是應屆的中二學生家長，
有幸成為本屆的家長校董，參與學

校的事務，得以清楚了解學校的運作和發展方向。

本人在服務學校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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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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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董，我代表家長向學校反映意見和心聲，向學校提供寶
貴的意見，讓校方清楚知道我們的需要，確保校政以學生
為本，使全體學生都能在愉快的校園裏生活。

過去一年，大家都經歷了非常難忘的日子。停課期間，
學生失去了珍貴的學習機會和美好的校園生活。未來的日
子，本人衷心希望，家校能夠持續合作，讓學生追回所失
去的學習時間。學生能否過著健康愉快的校園生活，實有
賴各位家長的合作與支持。

最後，本人在此感謝各位投票支持我的家長，讓我有
機會為侯中這個大家庭服務，謝謝大家！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陳素賢女士

本人非常榮幸獲選為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校董 ( 替代 )
一職，可以成為校方和家長之間的橋樑。本人在出席法團
校董會和家長教師會會議時，會盡力把家長寶貴的意見呈
上，好讓校方知悉家長的想法、聆聽家長的意見，作為制
訂學校政策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作為家長校董 (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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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會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促進家校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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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學
習、愉快成長的地方。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 替代 )
李敏儀女士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及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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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一向致力推廣綠色校園和環保意識，家長教師

會亦樂意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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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素賢女士

 今年的中一新生迎新日營在二零

一九年七月十三及十四日舉行，學校

安排了整整兩天的時間進行活動，為

新生預備了豐富多彩的活動！

我在迎新日營的畢業典禮上，看見

所有的中一新生都信心滿滿，唱糭校歌

和自選歌曲，在表演中盡顯信心。同

學間彼此合作，發揮團隊精神，在場

家長都感到欣喜。在「我的願望」環

節，父母需要找回子女的「願望」，

一方面看看父母是否明白子女所思所

想，另一方面讓父母多點了解子女的

想法，活動背後有著如此重要的意義。

今年繼續有班主任跟學生一起打邊爐

的環節，藉此聯繫情誼，相當溫馨。

我仍然期望所有的孩子都會主動與

父母分享自己成長的喜悅，一起成長，

一同面對各種難關。新生將會在侯中

這片土地上茁壯成長，大展所長，

成為社會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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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與家校合作組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星期六），舉

行了「新春水仙球親子培植活動」。一如以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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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龐先生細心

指導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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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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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素賢女士

新春水仙球親子培植活動



由於疫情的關係，是次選科簡介晚會延期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五日（星期五）舉行，但仍有不少中三的家長和同學出席。

在校長講解了學校的行政架構和學生的復課安排後，便由

不同學習領域的教師向家長和同學介紹各選修科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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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他們評估未來升學的方向，選擇適

合自己的科目。最後，在與班主任進行面談後，晚會亦順利

結束。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劉佩詩女士

每年大受歡迎的親子冰皮月餅製作班於 2019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進行。當日家長、同學與教師聚首一堂，除
一起製作冰皮月餅外，亦藉此增添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令他們更加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在製作冰皮月餅的過程
中，家長和學生都充分享受親子的樂趣。在導師的專業指
導下，每組參加者都能製作出具有個人風格的「冰皮月
餅」。活動結束後，大家都帶著精緻的月餅與家人共渡佳
節，還很期待下一次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呢！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姚少蘭女士

親子冰皮樂團圓



親子一日遊

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師會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

（星期日）舉行了「親子一日遊」。當天天朗氣清、陽

光明媚、微風送爽，正是郊遊的好日子。各位家長、老

師及同學們在八時多已齊集學校準備出發。

當天行程首站是前往位於大埔三門仔的珀麗高爾夫球

場。珀麗高爾夫球場面向吐露港，被眾山環抱，環境清

幽，由於只有短短一小時的高球體驗，所以大家都爭取

時間輪流享受打高爾夫球的樂趣。

經過早上的體力消耗後，中午我們到達沙田帝都酒店

品嚐豐富美味的自助餐。填飽肚子兼休息片刻後，我們

再登上旅遊巴出發到行程的最後一站，位於大埔鳳囿路

的大埔蝶豆花園。

大埔蝶豆花園是一個剛開張的有機農莊。進園後我

們先聽了一個介紹蝶豆花的講座，還即場試飲了蝶豆

花蜂蜜，味道清清甜甜，我一試便愛上了。講座後，園

方還給我們一些香草種子，讓我們帶著這小小紀念品回

家享受種植的樂趣。

隨後的自由時間，同學與家人在園內輕鬆行逛。園內

有小動物及小型遊樂場，還種有各式各樣的漂亮花卉。

最特別的是這裏有不少浪漫的拍照位置，大家可以與家

人拍攝留念。

最後，再次感謝老師們及家教會安排了這個親子活

動，讓我和家人共渡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何麗敏女士



讓我們為環保多出一分力！回收課本是一個很有意
義的環保活動，同時可以教育下一代珍惜和愛護物件，
不要隨便丟棄。自二零一六年開始，本會便開始和學
生會協辦「初中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反應非常熱
烈。因此，本會決定每年學期末都舉辦這項活動。去
年，「初中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協助到五十多位同
學出售約三百多本初中教科書，涉及金額大約港幣一
萬七千多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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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中
課
本
回
收

及
售
賣
活
動

家教會舉辦的環保回收校服

活動已經持續多年，每年都有不少

同學因轉換季節或畢業而把校服捐贈予

本會。有需要領取校服的同學，可以在內

聯網選擇適合自己尺碼的校服，十分方便。

此外，老師亦可以代有需要的同學領取校服，讓

更多同學得到照顧。這個既環保又有意義的活動，

本會將繼續舉辦，歡迎各位家長把子女不合身的校

服捐贈予家教會，而各位支持環保的同學亦可以

聯絡家教會老師或班主任，查詢領取校服事宜，

以便這項活動得以持續進行。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方堅綢女士

環保回收校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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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中一級新生製作了「愛心卡片木盒」，以表達對老
師的敬意。學生在卡片木盒裏放入一張已寫上謝意
的心聲語句卡，感謝小學老師六年以來的教導和關
顧。期後學生將製作好的敬師小禮物，連同書信一
併送回母校交給老師，為老師送上祝福。

這個「愛心卡片木盒」，每一位同學可按自己
的創意，以不同顏色及形狀的閃石粒粉飾盒子。每
個卡片木盒都包含著同學的心思，相信每位小學老
師收到學生親手製作的小心意後，必定深感欣慰。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劉佩詩女士

製作敬師小禮物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我和女兒一起參加
了侯中家長教師會在禮堂舉辦的
端午粽子製作班。本人第二年以
導師的身份參加這個活動。在活
動開始的前幾天，家委和我已經開
始預備粽葉及其他食材，供三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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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鮑魚、鹹蛋黃、肥豬肉、綠豆、
紅豆、糯米等等。由於今年參與
活動的人數多了，在地方寬敞
的禮堂教授裹粽技巧，對於沒
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我來說，
確實帶點挑戰。幸得家委

和老師的幫忙，以致活動得以
順利進行。在裹粽的過程中，
能夠跟各位家長一起有說有笑，
分享裹粽的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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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製作出美味的
粽子，大家都感到非常滿意呢！希
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再次為大家
服務，讓更多的家長和同學受益。

侯中家長義工導師
李常青女士

親子粽子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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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活動名稱 日期

1 新生註冊日 2019 年 7 月 11-12 日

2 迎新日 2019 年 7 月 13-14 日

3 敬師日活動 2019 年 9 月

4 親子冰皮樂團圓 2019 年 9 月 7 日

5 2020-2022 家長校董選舉 2019 年 11 月至 6 月

6 新春水仙球培植班 2020 年 1 月 4 日

7 親子一日遊 2020 年 1 月 5 日

8 家長晚會（中三選科） 2020 年 6 月 5 日

9 親子粽子製作班 2020 年 6 月 13 日

10 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 2020 年 7-8 月

11 環保回收校服活動 全學年

12 出版第二十期《侯中家校情》 2020 年 7 月

項目 收入 (港幣 ) 支出(港幣)

上年度盈餘 117,948.14

政府資助：經常津貼 5,633.00

政府資助：活動津貼 20,000.00

家教會費及捐款 14,320.00

銀行存款利息 44.00

印製《侯中家校情》 1,981.00

電費及水費 1,717.00

家教會活動和雜費 9,033.53

學校活動：書券及獎品 1,100.00

2019/2020 親子一日遊 38,229.00

本年度盈餘 105,884.61

157,945.14 157,9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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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  方堅綢女士
聯絡  陳定福女士
聯絡  李敏儀女士

特別鳴謝本年度
家長義工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