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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聖心書院

家長教師會
第四十期 

二零一四年二月

小女兒於2009年成為嘉諾撒聖心書院一年級學生後，我便加入家長教師會。不知不覺間參與家長教
師會的工作有四年多了。我感恩能與女兒一同在聖心這大家庭中學習和成長！

作為一個在職的母親，如何在繁忙工作中仍能妥善分配時間照顧家庭，同時亦要堅守服務家教會

的職責？這是我經常自省的課題。我透過參與家教會各式各樣活動，包括開學迎新日、午間茶聚、

專題講座、歷奇日營等，便能輕鬆地與本會幹事和家長們彼此交流分享學習親子祕笈、更能了解

學校教學方向和時下青少年的生活模式。這確實令我陪伴女兒的成長和建立親子互信關係中產生

正面啟發！在教育子女過程中帶來莫大的裨益。

社會環境日益進步，網絡通訊發展一日千里，家長們如能願意主動接觸社群、學習新事物和具備勇於接受

挑戰，必然成為子女最好的身教並能與他們拉近距離。我深信子女的優質教育必須透過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

相輔相成，才達到理想效果。家教會正是我們分享心得、互動互勉的平台，希望各位家長能繼續支持，並參與

本會即將舉辦親子義工探訪、週年大旅行、廚藝烹飪班等活動。

馬年伊始，在此謹祝各位有一個和諧美滿家庭。本人亦寄望家教會能夠繼續與大家成長，讓更多家長參與

活動，一展所長，配合校方政策携手向前，惠澤學生。

新年幸福！主愛常存！

今年農曆新年期間，我們慶祝了聖若瑟芬柏姬達 (註1)的瞻禮。

若瑟芬柏姬達大約於一八六九年在蘇丹 (Sudan)的達爾富地區出生。大約在九歲時，她被販賣奴隸
的商人拐賣作奴隸，更被販賣多次，歷經工作上的辛勞及被虐待，由於這些慘痛的經歷，柏姬達失去

了很多兒時的記憶，她不但不知父母是誰，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記不起，而「柏姬達」這名字更是販賣

奴隸的商人給她起的。後來，柏姬達被賣給意大利駐蘇丹的領事夫婦，並跟隨他們來到意大利。在意大

利，柏姬達成為了這對領事夫婦一個好朋友的女兒密米娜的褓姆。當密米娜的父母前往非洲工作時，她

們便被送往威尼斯的嘉諾撒修院。在那裡，柏姬達有機會學習教理，並接受了洗禮，後來，更成為了一

位嘉諾撒修女。

柏姬達是一位幸運兒嗎？

是的，她是幸運兒，因為她成為了一位自由人。她不但獲得身體上的自由，更有福的是她能從心靈

的枷鎖中釋放自己。柏姬達沒有被幼時的痛苦經歷綑綁而自怨自艾，反而在痛苦中懷着希望，最後更從

中看到這些經歷的意義。她曾說道：

「如果我要與那些綁架我的奴隸販賣者、及那些折磨我的人見面，我會跪下來親他們的
手，因為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對待我，我不能成為一個基督徒及修道人。」

柏姬達獲得了心靈的自由，運用她的自由意志，選擇寬恕、分享、接納和愛每一個人；

她看到了生命的意義，自由地選擇終身追隨她的主。

在崇尚自由的世代中，我們有沒有柏姬達這份的福氣呢？我們是否一個真正的自由

人呢？我們有否成為了物質的奴隸？我們是否被過往的經歷所束縛而無法昂首前行？在

人際關係中，包括和子女或同學的關係，我們是否成為了他人﹝子女或同學﹞的主人，

又或成為了他人﹝子女或同學﹞的奴隸呢？在陪同子女或同學成長的路途上，我們是否

幫助他們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人，懷抱感恩的心，面對生命的每一個經歷，選擇真、

善、美和愛，勇於追尋生命的真正意義？

成為一位真正的自由人，是我們福之所在。在新年之始，讓我祝願大家成為一個獲

得真正自由的人！

(註1)「柏姬達」意指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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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會計師審核）

港幣 港幣

流動資產 :
匯豐銀行往來帳 1,057,361.56
電費按金 0.00
預付帳款 0.00

1,057,361.56
流動負債 : 

應付帳款 -55,590.00
暫存帳款（家校合作計劃） 0.00

-55,590.00
流動資產淨值 : 1,001,771.56
資產淨值 : 1,001,771.56

財盈滾存

承上年度經常收入 /支出之財盈滾存 425,036.36
2013年9月1目至2014年1月31日期間財盈 /（財赤） -95,574.80
轉下年度經常收入 /支出之財盈滾存 329,461.56

冷氣系統維修基金

承上年度基金餘額 673,410.00
是年度轉變 -1,100.00
轉下年度基金餘額 672,310.00

1,001,771.56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   
經常收入 /支出表
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 至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會計師審核）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淨收入/（支出） 

港幣
家教會年費 112,300.00 0 112,300.00
儲物櫃租金 76,580.00 0 76,580.00
銀行利息收入 0.00 0 0.00
教育局家校合作計劃資助經費 4,811.00 0 4,811.00
逾期還書罰款收入 0.00 0 0.00
其他收入 0.00 0 0.00

出版組： 會訊印刷費 0.00 0.00 0.00
培育組： 圖書館書籍 0.00 0.00 0.00

講座 5,000.00 0.00 5,000.00
工作坊 0.00 0.00 0.00
午間茶敍 900.00 0.00 900.00

文康組： 親子歷奇日營 9,560.00 9,560.00 0.00
燒烤樂晚會 26,160.00 39,733.00 -13,573.00
Fun Fair 0.00 0.00 0.00
週年旅行 0.00 0.00 0.00
聯校活動 7,000.00 0.00 7,000.00
親子義工服務 2,160.00 0.00 2,160.00
賀年糕點製作班 0.00 0.00 0.00
中一迎新日聚餐 0.00 4,500.00 -4,500.00

行政： 典禮（花藍 /廣告） 0.00 700.00 -700.00
固網電話費（學生專線） 0.00  854.00 -854.00
會員大會 /工作坊 /會議茶點招待 0.00  -   0.00
文儀雜費 0.00 328.80 -328.80
學生飲水機濾芯+座地飲水機 0.00  5,640.00 -5,640.00
致送紀念品 0.00 0.00 0.00
SMS（短訊通告） 0.00 0.00 0.00
維修費 0.00 260,770.00 -260,770.00

贊助： 學生活動資助 /贊助 0.00 17,960.00 -17,960.00
家長日教職員午膳飯盒 0.00 0.00 0.00
學生獎學金 0.00 0.00 0.00

總收入 /總支出 :  244,471.00   340,045.80  
本期間經常性 
項目淨收入 /（支出）:

-95,574.80

本期間財盈 /（財赤） -95,5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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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歷奇天
10.11.2013

    家長心聲  一丙 陳姵萁及家長陳文龍 
今次我和爸爸參加的歴奇親子活動，真是獲益良多。

透過參與各式各樣不同的遊戲和活動，使我和爸爸不但增進父女感情，更加學會

溝通、信任、合作、反思和諒解。

我們明白到良好的溝通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如果沒有大家的合作和彼此的信

任，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各項任務，而從每次的反覆討論中，我們都能從中學習，有所進

步，最後，無論成功與否，我們都不會因為勝負得失而難過。

所以我和爸爸都覺得今次真的不枉此行，如再有機會，我們一定會再次參與這個

活動。

下學期 
活動預告

三月 烹飪班
 春季旅行

五月 專題講座

詳情容後公佈
請踴躍參與

副主席  劉佩嫻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