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委員就職典禮及 

        綠色親子之旅暨攝影及心聲咭創作比賽 2016-2017 
 

1.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委員就職典禮 
本會謹訂於 201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於本校禮堂舉行第十九屆家長教師

會會員大會暨委員就職典禮，請 台端踴躍出席會員大會，並與班主任見面，跟進 貴

子弟的學習表現。 

是日安排如下： 

1:40 – 2:00 接待 
2:00 – 2:20 會員大會 
2:20 – 2:35 家長講座(1)： 

辛亥教學新策略，哪個孩子不出色？ 
講者：曾詠珊副校長 

2:35 – 2:55 茶點  
2:55 – 3:55 家長講座(2)： 

a） 健康校園檢測計劃簡介 
講者：林佩詩姑娘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b） 家長教室「溝通管教有妙法」 
講者：徐康泓先生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3:55 – 4:30 家長教師座談會（出席家長將獲班主任派發「學生進度報告」） 

2. 綠色親子之旅暨攝影及心聲咭創作比賽 
「江城如畫里，山曉望晴空」，為觀賞水鄉澄明的秋色，本會特意於 2016 年 10 月 29
日舉辦「昂坪、大澳水鄉親子遊」，以求家長及師生在享受郊野之趣的同時，能通過家

人的陪伴、交談、分享及互助，感受天倫之樂，並增進辛亥家庭成員間的溝通及關愛，

行程請參閱附件二。為增進親子關係，活動中並舉行「綠色親子之旅」攝影暨心聲咭

創作比賽，詳情請參閱附件一。旅行其他活動安排如下： 
日  期：2016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及地點：(請提前 15 分鐘集合，準時開車，逾時不候)。 

 集合時間 開車時間 集合地點 
去程時間 8:30am 8:45am 本校有蓋操場 
回程時間 3:45pm 4:00pm 大澳巴士站 

 
解散時間： 約下午 5 時於學校解散 
地  點： 昂坪(天壇大佛、寶蓮禪寺、心經簡林、昂坪廣場)、大澳水鄉(大澳土產

市場、棚屋、大澳文物酒店、鹽田紅樹林) 
裝    備： 輕便運動服、運動或行山鞋、陰晴用具、適量食水 
費  用： 每位$80 (大小同價)，包括旅遊車、午膳及每人 26 萬元保險（意外死亡

及永久傷殘），餘額由家長教師會津貼。 
午  膳： 大澳東方小祇園酒家 
參加資格： 以家庭為單位，每家庭最多 4 名直系親屬報名。 
名  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參加辦法： 有意參加者請填妥參加表格，連同費用及回條交給班主任。 
截止日期： 2016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若於 201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或之前

未獲通知，即報名已被接納，請依時出席。 
回程備註： 家長如欲逗留大澳進行其他活動，則須離隊及自行支付回程交通費。 

 



附件一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家長教師會 
「綠色親子之旅」攝影暨心聲咭創作比賽 

 
本會舉辦「綠色親子之旅」攝影及心聲咭創作比賽，旨在鼓勵同

學與父母結伴同行，借出行之旅的相處陪伴，製造一家人共同觀察評

賞自然萬物的機會，以求增加辛亥家庭成員間的親密感，促進心靈健

康。在釋放壓力、紓緩情緒之餘，同時激發同學在攝影及文字創作方

面的興趣及能力，提供施展文采、分享創意的機會。 
 
參賽細則： 

1. 攝影作品的相片背景必須為指定區域； 
2. 相片必須為「綠色親子之旅」團員之合照； 
3. 兩部份的心聲咭字數上限皆為 150 字，不設下限。 

 
獎項：設以下獎項各一名 
 「幸福笑容」獎 
 「合拍默契」獎 
 「形貌齊一」獎 
 「長幼有序」獎 
 
備註：「綠色親子之旅」攝影及心聲咭參賽表格將於旅行日派發，

表格完成後，須自行交往校務處收集籃。 
 
收件截止日期為 11 月 10 日。 

 
 



 
行程簡介                                 附件二 
08:30  集合及點名：本校有蓋操場 

08:45 – 10:00  學校 → 昂坪 
 漫遊天壇大佛 

˙ 天壇大佛全景  
拍攝指定區（一） 

 

這個青銅坐佛像，面相豐圓端麗，雙耳垂肩，右手示

「施無畏印」，顯示佛陀救拔眾生的心願。要參拜大

佛，得先爬上 268 級石階來到大佛跟前，佛像莊嚴祥

和，加上四周風光如畫，令人心曠神怡，適合靜思放

鬆。大佛基座紀念堂內，供奉著佛陀舍利，有興趣可

購票參觀。 

 
 ˙ 寶蓮禪寺正門 

拍攝指定區（二） 
 

寶蓮禪寺是座百年古剎，素有「南天佛國」之稱，多

年來香火鼎盛。寺內有多座富中國特色的建築值得參

觀，如供奉著本土、東方及西方三方佛的大雄寶殿，

以及建有庭院園林的天王大殿。 

 ˙ 心經簡林地標 

拍攝指定區（三） 
走進這個由 38 條木柱組成的大型戶外木刻群，您會

看到國學大師饒宗頤的墨寶 ── 木柱上刻著儒、

釋、道三教共尊的寶典《心經》經文。木柱排列成∞

字形，代表生生不息；不加雕飾的木柱群，同時展現

出《心經》自然不工的境界。從寶蓮禪寺及天壇大佛

一路走到「心經簡林」，沿途您還可以觀賞到南中國

海的景色，翠綠禪境，特別容易感到祥和平靜。  

 ˙ 昂坪廣場牌坊 
拍攝指定區（四） 

昂坪廣場上古色古香的亭台樓閣，包括：採清代北式

設計的新牌樓、置有藥師 12 神將石像及 40 盞石造蓮

花燈的菩提路、不時有宗教儀式舉行的地壇，以及建

築設計與寶蓮襌寺風格配合的中式亭園。 

11:30 – 12:00 昂坪 → 大澳水鄉  

12:00– 1:15 午膳 – 大澳風味餐 生炒排骨 

腰果肉丁 

紅燒豆腐 

五柳仙斑 

金牌焗雞 

鼎湖上素 

菠蘿脆卷 

粟米魚肚羹 

絲苗白飯 

1:15– 3:45 漫步大澳水鄉  

 ˙ 大澳土產市場晾曬物 
拍攝指定區（五） 

當您走在永安街及新橋橋頭的街市街上，您會聞到陣

陣的海產味。小店前擺賣著一瓶瓶的蝦醬蝦膏、小攤

子前的蝦乾魚肚，鹹香撲鼻，都是大澳居民自己製造

的。這些土產產量少，不外銷，品質又高，要買就得

要親自來走一趟。 



 

 ˙ 「棚屋伴小艇」 

拍攝指定區（六） 

 

棚屋是大澳漁村的標誌，也是香港最獨特的景觀之

一。大澳曾是香港的主要漁港和駐軍鄉鎮，也是百年

來的漁鹽業重地。世代以來，大澳都是漁民蜑家人的

聚居地，漁民認為在平實的土地上居住缺乏安全感，

所以就在岸邊建造棚屋住下來。密密麻麻的棚屋、縱

橫交錯的水道與橋樑，因而構成大澳現今的面貌。 

 

大澳的棚屋就建在漁村中間一條河道的兩旁。棚屋戶

戶相連，部分通道更會穿過鄰居的客廳或廚房，造就

了親近的鄰里關係。傳統棚屋依漁船的概念設計，棚

頭是漁民日常作息的地方，棚尾則用來曬鹹魚、海帶

等。 

˙ 大澳文物酒店側影 

拍攝指定區（七） 

 

 

 

歷史建築級別：二級歷史建築 落成年份：1902 年 

 

大澳文物酒店由舊大澳警署修復而成──舊大澳警

署是新界區內其中一所最早期的警署建築。以往，警

署主要負責保障大澳的治安，並以舢舨在區內巡邏，

確保所有進出大澳的貨物已向海關申報。1950 年代

初，駐守舊大澳警署的警察有 14 名；至 1996 年，由

於小漁村治安良好，大澳警署改為巡邏警崗，大部分

警員被調配到龍田邨報案中心，而舊大澳警署也最終

在 1996 年 12 月關閉。 

 

大澳文物酒店立於大澳碼頭旁邊的一個小山之上，在

這裡能夠遠眺一望無際的海天景色。酒店妥善保留大

炮、探射燈、看守塔及地堡等原有的特色，整體展現

著 19 世紀晚期的古典建築色彩。 

 ˙ 鹽田紅樹林水上棚屋 

拍攝指定區（八） 

大澳曾經是生產官鹽的重鎮，鹽田因而可以說是促成

大澳昔日繁榮的其中一個因素。不過在製鹽業日漸式

微後，大澳的鹽田也逐漸荒廢，變成現在這一大片紅

樹林。這裡的紅樹林生態豐富，幾乎擁有全港九成的

紅樹品種，形成了大澳另一處自然景觀。而由於紅樹

林能抵擋風浪，故當地人又稱為「打浪樹」。 

15:45 – 17:00 大澳 → 學校 

 

圖片所在處為親子拍照的指定背景，參賽作品僅限在此等背景前拍攝的照片，同時須連同

150 字以內的心聲或感想一併遞交，交稿截止日期為 11 月 10 日。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委員就職典禮及 

綠色親子之旅暨攝影及心聲咭創作比賽 2016-2017 
回  條 (請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前連同款項交回班主任) 

 
 
 
1.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委員就職典禮 

本人 *  將／  未克 出席 10 月 15 日（星期六）會員大會。 
 
2. 綠色親子之旅暨攝影及心聲咭創作比賽 

本人 *   未克出席上述活動。 

 參與上述活動。 

 參加者姓名(最多 4 人) 與學生的關係 
(圈出適用者) 費用 

本校學生  

$80 x _______
其他直系親屬 

父 

母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合共 $  

 
 
 
 學生姓名：＿＿＿＿＿＿＿＿＿＿ 

 班  別：＿＿＿＿＿＿＿＿＿＿ 

 班  號：＿＿＿＿＿＿＿＿＿＿ 

 家長簽署：＿＿＿＿＿＿＿＿＿＿ 

 日  期：＿＿＿＿＿＿＿＿＿＿ 

 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