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話

李惠芬家長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已是今年度最後一期的會訊，這亦意味著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的任
期即將屆滿。作為主席，本人非常感激一群家長委員、老師委員、家長義工及校方的配合，
讓本會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另外，更感謝同學們及家長們對本會的支持，踴躍參與各項活動。
本人出席近期的活動時，有不少家長與本人分享生活點滴，話題離不開女兒學業、校園
生活、壓力情緒等，反映出父母對子女的關懷。我相信願意聆聽和溝通，孩子們一定可以感
受到父母關心，讓我們一起發放正能量吧！
往後家教會會繼續舉辦不同活動，期盼大家能積極參與；亦希望家長們能加入家長義工
隊，大家一起努力，讓女兒們在保祿校園開心健康成長。最後，祝大家身心健康！


2016 年家長意見調查表分析報告
調查對象：中一至中五家長
發出問卷：664 份
收回問卷：392 份
1. 你對本校課程的編排：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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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對本校測驗及考試的編排：

3. 你對本校課外活動的安排：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87.4%

4. 你對本校校規的內容與執行：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83.3%

5. 你對本校家長教師會所舉辦活動的安排：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86.4%

6. 你對學校小食部、飯盒的服務：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75.7%

7. 你對本校校服供應商的服務：

A. 順和 (夏季、冬季校服及校褸)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63.3%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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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對本校校服供應商的服務：

B. 卓麗 (運動服)

7. 你對本校校服供應商的服務：
C. 金綸 (毛衣)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66.9%

十分同意、同意的家長共有 79.6%

若家長希望列席家教會的會議，可與家長教師會主席、副主席或負責老師聯絡：
李慧芬主席

電郵

fancy525@gmail.com

林慧貞副主席

電郵

friedalam@ymail.com

廖黃桂珍老師

聯絡電話

2420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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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果雙週
今年是我的女兒升上中學的第一年，很開心可以成為家長義工的一份子，並可以參與學校這次
水果雙週的活動。當看見家長義工們的心思和熱誠，我也被這種氣氛感染了，樂在其中。
學校的水果週出售水果杯的份量雖然不多，但所花的功夫卻不少，也充滿家長義工們的心意。
當看見放滿水果盒的桌面及同學的笑面，我們的臉上不禁露出一份喜悅和滿足。
希望這次活動能增加同學對吃水果的興趣，從而培養出每天吃水果的良好習慣。
（1D 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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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銳恆）

二、水果烹飪比賽
一聲「開始」，廚藝比賽便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每一組都花盡心思，無論是烹調過程，還是最後的碟面裝飾，都是經我們老師、同學的精心預
備，務求將色香味俱全、又不失健康的菜餚送呈桌上。
看著大家揮灑著汗水，材料在掌中翻飛，讓人見證老師、同學在比賽中所花的功夫。此外，這
也創造了一個讓師生、家長得以交流的機會。平日，大家的溝通大都集中在學業上，而是次比賽則
焦點於日常生活。同學、老師除可以交流廚藝心得外，更可以分享健康生活的點滴，增進家校、師
生間的了解。
4D 朱綽瑤

在機緣巧合下，我們五個同學組隊參加了這次的比賽，當中有很多得著。
我們在這次比賽中製作墨西哥卷。由於我們未曾練習過，所以大家比賽前都緊張得手心冒汗，
不知製作此菜式能否成功。比賽一開始，大家非常緊張，在沒有好好分配工作的情況下，手忙腳亂。
幸好，在同學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們加以檢討、分工合作，最後終於能在指定時間內將菜式完成並
上碟。
公布結果時，可謂出人意料， 大家不約而同地尖叫了一聲，我們竟獲得了第二名！最後，我
們更有幸嘗試其他參賽者的美食，令這次比賽得到完美的句點。
2A 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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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ate Spring we were invited to the school
cooking competition. Three junior form parents
including me joined this interesting event. As
housewives we were confident in the competition,
however we still tried our best. We gathered two
hours before the target time in order to do the
shopping. Although we are not the regular
customer in Shek Lei market, the butcher and the
grocery shopkeeper are very sincere and give us a
heavy loaf of beef when realize we are the parents
of Pope Paul.
We are surprised when we encountered our
competitors –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They
cooked Mexican Food, Thai Food, butterfly puff
and sophisticated dessert. When compared to their
wide variety, our food seemed too simple. We
concentrated our effort on Chinese Food. As the
subject of the competition was fresh fruit, we used
kiwi to stir fry beef. We used canned pineapple to
prepare fried rice. In addition we used apples
and pear to prepare soup.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used kiwi to prepare beef. Kiwi was a natural meat
tender
The allowed time was an hour and the budget was
one hundred dollars. As housewives, it was an easy
job. Although we did not know much about each
other before, we co-operated smoothly together.
We even had much spare time. We had much time
in learning the recipes of the oth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butterfly puff.
It is a funny experience to participate the cooking
competition. I know food more, know other
parents more and know the culture of Pope Paul
more…. Moreover, our group won a most nutrient
food prize.
Parent: Polly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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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義工燒烤會
每年「六四」，大部分香港人都百般滋味在心頭；而今年六月四日，對我們保祿六世書院的家教
會委員而言，是別具意義的一天。當天是本屆家教會最後一次的委員會議，亦是本會最後的一次委員
活動──家長義工燒烤會。
會議結束，委員和家長義工們到學校的雨天操場。過程中，大家合作無間，義工們為大家預備了
美味豐富的食物，而老師、委員則埋首預備燒烤的「火爐」。另一方面，探身觀看教職員飯堂，校長
與多位委員體現無私的精神，互相分享老師們帶來的甜點佳餚，談笑風生。
三個燒烤爐均燃起熊熊烈火，大家又轉戰爐旁，手起叉落，大戰香腸、雞翼、肉丸等。力戰數個
回合，食物一掃而空。日落黃昏，整個聚會最後在歡笑聲中結束，大家來個合照，便各自踏上歸途。
1A 家長 黎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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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教師會今年參與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海洋公園所合辦的「與你同行」獎勵計劃，獲大會欣賞及鼓勵，肯定本校家教會在提升學生的正向
思維、建立互助互愛校園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委員一直以來無私的奉獻。
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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