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中家校情

青松侯寶垣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轉瞬間，這特別的一
年又快完結了。回顧這一
年，學校盡力為同學爭
取多些回校面授的機
會，所以我們按政府
的上學指引，先後編
排了七次不同的上課
時間表，期望同學能在
既定的限制下，作最有

效率的學習。

班主任常常反映同學和
家長的意見，提醒我們每次更改上課安排，都會帶
來不便和混亂。十分感謝全體教師和家長的配合和
包容，最後這些不便都沒有引發嚴重的問題，亦有
不少意見認同每階段更改時間表是合適的措施。在
近日的校務檢討會上，大家汲取了這一年多的經驗，
下學年起將會預早制定兩套時間表 ( 半天及全日 )，
以涵蓋各種面授課堂限制的情景，使這些不便和混
亂減至最低。這事例也印證了家校合作在學校行政
運作上的美滿成果。

疫情下不宜多人聚集，按指引也不宜聚餐，所
以本年度取消了親子一日遊活動。本年度我們成功
舉辦了四次興趣班活動，包括中秋月餅製作、新年
水仙球培植、母親節親子花藝班和端午粽子製作，
當中有在禮堂進行的，也有預錄影片示範讓大家在
家自行製作的。最值得高興的是每次參與的人數都
比預期的多一至兩倍，在疫情下能有這成績，確是
十分成功，再次感謝家長委員和老師們的努力！

鄭鍾榮校長

各位家長，大家好！ 

過去是很特別的一年，在新冠
肺炎的影響下，各行各業都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響，即使學校都逃不過
疫情的厄運，很多家校活動都未能
如期舉行，例如家長晚會、親子
一日遊等。雖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
戰，但無阻我們推動家校合作的決

心，因此，有些活動破天荒改成了網
上教學，以視頻形式發送資訊，例如

家教會就職典禮暨家長晚會和新春水仙球
培植班，為大家在學習上帶來新元素、新概念。及後，當疫情緩
和下來後，家教會一如以往，繼續舉辦不同的聯誼活動，促進親
子交流、加強家校溝通，例如親子冰皮樂團圓、母親節親子花藝
製作班、端午粽子製作班等。

我再次感謝在過去的日子，在鄭校長的領導以及各位老師
的協助下，再加上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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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陳素賢女士

本人是應屆的中三學生家長，有
幸作為家長校董參與學校的事務，實
在榮幸之至。

這兩年，本人在服務學校期
間，經歷了世紀戰疫——新冠肺
炎，讓我親眼目睹學校的轉變，我
感到十分欣喜和驚訝。隨著病菌肆
虐，全港學校停課，網課應運而生。

看見學生在復課無期的情況下仍然可
以安在家中繼續學習，實在多得鄭校長

英明的領導。之後教育局宣佈學校可以維持
有限度的復課，侯寶垣中學沒有令一眾家長、學生失望，學校特
意安排學生分別在上、下午時段回校上課，讓全體學生都得以享
有面授的機會，我知道，這不是一般學校能夠做到的，但侯中做
到了！

復課後，學校妥善、貼心的安排，例如在門口測量體溫、
每天消毒學生桌椅、送贈口罩予所有學生、定期以紫外線消毒校
園等，這些措施無疑是為家長打了一口強心針。在此，我謹代表
全體家長，衷心感謝學校為學生所做的一切！這些日子，讓我明
白到學習不止是課本上知識的追求，學校關心學生，打從心底關
顧學生的身體健康、精神健康，這比提升學術成績更為重要。沒
有健康的身體，就不可能繼續追求無限的知識。

過去一年，大家都辛苦了！未來的日子，本人衷心希望疫
情早日受控，讓大家能夠盡快回復昔日的社交生活，讓我們的孩
子可以全面享受快樂的校園生活。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陳素賢女士

本人非常榮幸繼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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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法團
校董會和家長教師會
會議上，會盡力轉達
家長寶貴的意見，好讓

校方知悉家長的想法和
意見，成為制訂學校政策

的重要考慮因素。

作為家長校董 ( 替代 )，我會繼續讓家長清楚
知悉學校政策背後的理念，讓家校間盡力達至共識。
本人也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促進家校聯繫，
協助家長和學生投入學校的生活，讓學生努力學習、
愉快成長，使侯中成為家長可以安心信任的地方。

青松侯寶垣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替代 )
李敏儀女士



今年的中一新生註冊日營在疫情下進行，學校安排了
老師為同學介紹家教會的活動，雖然只能作簡單的介紹，
但各家長及新生都樂意接收訊息及充滿盼望，對學校充滿
好奇。老師即使未能夠深入接觸各位家長及新生，但對他
們將來有新校園生活，送上祝福。作為執行委員會委員，
期望他們可以在未來日子，過著愉快的生活。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劉佩詩女士

新生迎新日

製作敬師小禮物

今年的中一新生迎新日營在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舉
行，學校安排了整整半天的時間進行活動，為新生預備了
精彩的活動！

雖然今次的迎新日是在疫情下進行，但看見所有的中
一新生都在活動中互相認識，彼此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畢竟這是在疫情下，新生們第一次近距離認識自己的老師
和同學，師生關係情誼更加深厚，令人鼓舞。

我期望疫情盡快過去，讓所有的孩子都在侯中有更全
面的學習生活和成長經歷，大展所長，成為社會的棟樑。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陳定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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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一級新生製作了「愛
心乾花杯墊」，以表達對老師的敬意。
學生在杯墊盒裏放入一張已寫上謝意的

心聲語句卡，以感謝小學老師多年來的教導和愛護。之後
學生將製作好的敬師小禮物，連同表達謝意的書信一併送
回母校交給老師，為老師送上祝福。

每一位同學按自己的心思和創意，以不同的乾花花瓣
裝飾這個「愛心乾花杯墊」。杯墊是為放上水杯而用，這
杯墊讓同學表達並反思「飲水思源」的真義，相信每位小
學老師在收到學生的心意後會深感欣慰。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劉佩詩女士

新生註冊日



大家好！

很榮幸能參加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舉行的中秋節《親子冰皮樂團圓》
活動。首先，感謝學校家委組織本次活動，這兩
年因疫情關係，我們的生活和學習都大受影響，
很難得的機會可以和這麼多家長及同學們一起參
與這次有意義的活動。我和俊然都很喜歡吃冰皮
月餅，所以特別期待。感謝方副校長全程細心的
講解冰皮月餅的製作方法，使我們能夠在輕鬆愉
快的氣氛下進行活動。我和俊然分工合作，很快便
完成了成品。第一次和孩子一起做出美味的冰皮月
餅，使我心裏湧現大大的滿足感。參加這次親子活
動也讓我和俊然增進了母子感情。活動結束後，我們除了把
冰皮月餅帶回家與家人一起分享外，還分給了住宅樓下的管
理員，感謝他們日夜守護我們的家園。能和子女一起動手送
愛心，教育孩子們長存一顆感恩的心，真是非常有意義呢！
希望學校日後能繼續舉辦更多的親子活動，我定必會積極參
與，謝謝！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蔣小華女士



由於二零二零年疫情嚴重，
為保障家長和師生健康，第十八屆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暨家長晚會是以網
上形式進行。我們預先錄影好就職典禮和
會員大會的過程，然後在二零二零年十月九
日晚上於網上播出。錄影當日，我和副主席
一同在台上介紹家教會全年活動和財政報告，
然後進行新一屆家委的委任儀式，從未試過
正式錄影的我們確實有點兒緊張，但在各個
家長委員互相支持下亦順利完成，這真是
一個難忘的經歷啊！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陳素賢女士

青松侯寶垣中學
家長教師會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

主席 陳素賢女士

副主席 劉佩詩女士

秘書 李常青女士

司庫 蔣治平女士

宣傳 姚少蘭女士、蔣小華女士

聯絡 陳定福女士、鄧雪鳳女士



初中課本回收及
售賣活動

由於疫情關係，去年
初中舊書回收及義賣活動順
延至七月期終考試後舉行。
與往年不同，今年校方沒有
安排學生集體回校，而是安
排初中學生個別將適合的教
科書帶回學校交給老師。由
老師先進行簡單檢查及消
毒，再轉售予有需要的學弟
妹，以保持社交距離及有效
防疫。「初中課本回收及售
賣活動」協助到二十多位同
學出售約一百多本初中教科
書，涉及金額大約港幣七千
多元。義賣的所有款項及未

賣出的書籍於八月份交回
物主。希望在疫情期間，大
家亦不忘為環保出一分力，
為舊書帶來新生命，亦能幫
助有需要的學弟妹。除此之
外，亦可以教導下一代，怎
樣去珍惜和愛護每件物件，
不要隨便棄掉。所以希望大
家繼續支持「課本回收和售
賣活動」這些有意義的活
動，謝謝！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鄧雪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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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班主任帶到家教會室
試穿，十分方便。此外，所有老師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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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這項活動得以持續進行。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蔣治平女士

環保回收
校服活動



新春水仙球培植班

今年的水仙球班未能與各家長一同在學校進行，
感到十分可惜，但學校為各位家長準備了教學短片，
好讓大家在家中自行培植水仙球，此舉真是很貼心。
我花了很多時間，根據片段的指導，培育了三盤水仙
球，都能一一開花，感到十分欣喜。從水仙球的培
植，聯想到子女的成長，正如教學片段指出，需要
耐性和方法，就如學校教導我們的子女一樣，需要
加上家長的配合，我看到小朋友開始成熟，亦感到
十分欣慰，期待日後學校可為家長安排更多活動。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劉佩詩女士



母親節親子花藝製作班

二零二一年五月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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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有勿忘我、康乃馨、非洲菊、星花、
尤加利葉等，每個家庭都有一個非常
別緻的花籃和一張心意卡，我們都感

到非常驚喜呢！是次活動由方嘉琪副
校長擔任花藝導師教導我們插花。方
副校一開始更為我們講解插花的不同
技巧，使我們獲益良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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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姚少蘭女士

端
午

製作班

二零二一年六月五日（星期六），
我和女兒一起參加了侯中家長教師會在
G02 室舉辦的端午粽子製作班。本人再
次以導師的身份參與活動。在活動開始
的前幾天，方副校長和廖老師已經開始
預備粽葉及其他食材，供四十多位家長
及同學們使用。我們包的是五香咸肉粽

和鮑魚粽，餡料非常豐富，包括有鹹蛋
黃、肥豬肉、綠豆、紅豆、糯米，還有
鮑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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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李常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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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
(2020-2021)

青松侯寶垣中學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項目 活動名稱 日期

01 新生註冊日 2020 年 7 月 9-10 日

02 迎新日 2020 年 9 月 17 日

03 敬師日活動 2020 年 9 月

04 親子冰皮樂團圓 2020 年 9 月 26 日

05 家教會就職典禮暨家長晚會 2020 年 10 月至 9月

06 新春水仙球培植活動 2021 年 1 月 11-22 日

07 母親節親子花藝製作班 2021 年 5 月 8 日

08 親子粽子製作班 2021 年 6 月 5 日

09 課本回收及售賣活動 2021 年 7-8 月

10 環保回收校服活動 全學年

11 出版第二十一期《侯中家校情》 2021 年 7 月

項目 收入 (港幣 ) 支出 (港幣 )

上年度盈餘 105,884.61 

政府資助：經常津貼 5,740.00 

政府資助：活動津貼 20,000.00 

家教會費及捐款 13,760.00 

電費 660.00 

家教會活動和雜費 14,240.92 

學校活動：書券及獎品 800.00 

退回政府資助活動津貼
(取消親子一日遊 )

10,000.00  

本年度盈餘 119,683.69

145,384.61 145,38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