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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聖心書院

家長教師會
第四十一期 

二零一四年九月

女兒由嘉諾撒聖心小學升上嘉諾撒聖心書院轉眼已兩年了。我也有幸加入學校家長教師

會，成為聖心大家庭的一員。承蒙本屆各執委推舉擔任副主席一職，於我，更多的是可以向主

席和另一位資深副主席以及各執委們取經，努力配合團隊做好會務工作，令各項活動得以順利

開展。

中學階段的孩子們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她們更願意並且相信自己有能力處理學業，社交等

各方面的挑戰。但在父母眼裡她們仍是尚未長大的小朋友，仍然需要被好好地保護着。而學校

為了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除了課堂學習以外，會放手讓她們成立各種社團，讓她們學習合作

和包容，學會在各自的興趣領域裡發揮所長。也因此，常常遇到一些家長會抱怨：「女兒每天

忙到不得了，問她也只會不耐煩地回答我，真是很擔心呢！」就是這樣，家教會籌辦各種活動，

期望可以成為一個平台，讓家長們通過參加活動互相交流親子心得，增加對學校的瞭解，

使家校之間更好地彼此合作和互相支援。

   一年多來，在家教會的活動中遇到很多熱心的
家長義工，有小學時期合作過的老友；有初相識便

已合作無間的新朋友。本人謹此感謝你們的熱

心幫忙，也感謝所有熱心參與活動的家

長們！願來年有更多的家長參加

PTA的活動，為了我們的孩
子，我們攜手共勉！

這個平台不簡單
主
席
感
言

校
長
良
言

 副主席　費騁馳女士

仁愛無限！

感謝 1860年六位勇敢的修女，無懼驚濤駭浪，由意大利千里迢迢來到亞洲，開創了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的遠東傳道，實踐了會祖傳揚基督的愛於世界各地的夢想；當然，也在香港創立了嘉諾撒聖心

書院。

 相信大家對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故事和當年六位勇敢嘉諾撒修女開辦中國香港及澳門修會的
歷史都耳熟能詳，我在這裏也不多加介紹。然而，每當我閱讀有關會祖的資料時，都會驚嘆她在年僅

五歲已經初次感受到上主的聖召，希望成為一位修女；成長的過程中雖經歷艱辛卻仍不斷回應上主，

服務他人，傳揚基督的愛。聖瑪大肋納的數十載努力，奠定了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教育、福傳、教靈、

退省等服務。在嘉諾撒聖心書院，我們也邁向第 155年的全人教育，心靈塑造。
150多年來，畢業於我校的家長、親戚、朋友們不勝枚舉，相信大家在很多地方、場合都會遇上「聖

心同學」。正是分佈於世界各地的數以萬計的「聖心人」，在每一地每一年每一天

的傳承着會祖仁愛的心，以畢業於聖心書院的「基督的心」實踐生活，在家庭、工

作及社會的各項責任上不斷追尋探索，創新突破自己之餘，也謙遜地服務社會。

同學們，當大家傳承了聖心 155年的薪火，激勵於基督無限仁愛中，大家可有
任何計畫目標，在新的學年追求探索？祈盼各位同學在家長、老師及師姐導師們的

陪同下，懷着感恩的心，不斷反思求進，無懼困難，挑戰自我，創造未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成功的聖心第 155週年！

傳 承 基 督 的
副校長　郭意明老師愛



一乙　李璟宜　家長Ms. Shirley Wan

週年大會及專題講座 10.5.2014

講座後的感想

一己　高美淇　家長Ms. Ivy Tam

讓人聽得投入的講座

家長與孩子的四不格言

早前家長教師會的季會邀請了鄧靄霖女士到我校作主講嘉賓，分享她的親子之道。這位鄧女士

果然是位星級講師，開場已說出每個父母的希望，就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而我也是抱有這

個希望的母親。當天鄧女士風趣幽默的演講，令我這位母親很有共鳴，她不但講出很多家長的育兒

方法，還道出了孩子們的內心世界。每當她講述個案時，她不但會站在父母的立場表態，同時也會

站在孩子的立場來表態；瞬間令我聯想起女兒令我生氣的畫面，也聯想起上次責罵女兒時，女兒內

心是否也有這樣的不滿？鄧女士還提及自己兒子從前是個成績差劣的孩子，為了使兒子成為尖子，

她曾經也是一虎媽媽，虎媽媽背後換來的是兒子對自己的憎恨；當得知兒子這樣討厭自己時，她整

個人瀕臨崩潰。在痛苦的日子掙扎過後，她決定改變自己與兒子的溝通方法，更用了好幾年時間來

修補母子關係。所以鄧女士給自己訂下「四不格言」──「不打、不罵、

不恐嚇、不黑面」。聽了鄧女士的經歷和她的「四不格言」後，感慨

現今做父母的都是肩負着艱辛的使

命，時常要着重孩子的感受，而孩

子們可有為父母親想想，能否有一

天給父母訂下「孩子四不格言」「不

發脾氣、不駁嘴、不說謊、不懶惰？

希望孩子明白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

出於愛孩子的心。

感謝天主！我和女兒向來有着良好的關係。我們的相處就好像是好朋友般，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在管教方面，我絕對是很嚴肅的。在我的朋輩中只有很少數有兒女，所以我特別熱衷於參與教導兒

女的講座。適逢家長教師會邀請在加拿大讀大學時主修心理學的香港電台資深節目主持人鄧靄霖女

士主講「解讀女兒心的專題講座，我當然要洗耳恭聽！

我在這講座中確實是獲益良多！難得的是鄧女士用深入淺出的方法，跟在場的家長分享了很多

真實的個案。從大家熱烈掌聲中，就可得知道在場的每位家長，甚至校長和教師們，都聽得投入。

說到我自己，最叫我深刻的是鄧女士虎口婆心地告誡大家以後不要再怒駡

女兒，跟她們談話時應常常臉帶笑容；讓她們充滿着被接納和被愛的感覺。女

兒們基於回報父母親的愛的心態，自然就會盡力

做好。

我期望家長教師會可多舉辦這類講座。謝謝

家長教師會！



感謝各位家長義工的幫忙

校長霍修女致送紀念品

予主講嘉賓鄧藹霖女士

講座後的感想

一丙　陳姵萁　家長Ms. Sandy Kong

講座後感想──從愛出發

我一直嘗試用不同方法去教導孩子，跌跌碰碰，兜兜轉轉，當我心力有點不支時──感謝主！

把我的女兒帶到聖心大家庭，把我帶到鄧藹霖女士的講座中，令我重拾信心，對管教孩子再次充滿

希望和憧憬。

鄧女士親切的聲音和笑容，謙厚有禮，演詞豐富幽默，字字珠璣，很有說服力，令我反思自己

教孩子時會否偏離了愛，依重了自己是媽媽，要尊嚴，要面子的做法，得來的只會破壞和女兒彼此

的關係？

不打！不駡！不恐嚇！不黑面！是鄧女士教導子女的四大原則，不能採取強權鎮壓的手法教導

子女。真是情緒智商低一點也做不到，但我會努力，從今天起重新出發！

鄧女士又說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才能，我們應該從旁協助，讓他們的才能得以發輝，使其發光

發亮。十二、三歲開始可視孩子為大人，孩子開始有個人的想法，

應多用愛和孩子溝通，了解每件事背後的原因，教曉孩子決定事情

前要三思，做好資料搜集，然後好好分析和研究，才作最後決定。

鄧女士所說的每個故事都賺人熱淚，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會從中好好學習。祝願聖心的每個家庭都充滿愛和歡樂，幸福美

滿，家共勉之。



一丙　陳姵萁

最初我和爸爸到達香港聖公會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時，真的感到有些陌生，但每位

長者都笑容滿面的迎接我們，我的心便開始溫暖起來，使命感也開始燃燒起來了。

我和爸爸被分配到兩位長者的家中探訪，雖然跟他們素未謀面，互不相識，簡簡單單的

問候和笑容卻很快地把我們拉近。兩位慈祥的長者很樂意分享他們生活的點滴和歷史大事，

家中充滿歡樂的笑聲。

這次探訪長者令我深深體會到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是在幫

助自己，我們只是送出了一份小小禮物，只能說是一丁點的

心意，長者們卻報以感激之情，讓我感到人間有

愛，生命的關愛可以溫暖彼此心靈，互相傳送正

能量。這次的長者探訪真的很有意義。

親子義工服務 - 

探訪獨居長者

15.3.2014

1 丁　班譚錦盈及其家長  

「謝謝你們的到來，跟你們一說，我的心鬆了！老婆婆的一席話，頓時令我驚覺：原來，

我們簡單的一次探訪，給有需要的老人帶來的慰藉竟是如此巨大！同時，也令我對這次家教

會主辦的「親子探訪老人活動」的意義有了更深的認識。

這次探訪活動，不但令我們有了個親子共樂的機會，還令小女學

習到如何關心他人，更令我們這些為人子女者反思應如何關心父母，

真是獲益良多啊！    （媽媽）

家教會的探訪老人活動雖已過去了，但其中的點點滴滴仍歷

歷在目。這是我第一次探訪老人，在過程中我學會了

耐心聆聽。通過聆聽，我可以清楚知道他們的需要，

再給予幫助。甚至只是耐心聆聽，讓他們傾吐心中的

鬱結，對他們已是莫大的幫助了。    （女兒）

                                                      

長者探訪 - 親子義工服務



一己 高美淇　家長 Ms. Ivy Tam

家教會籌辦旅行當天的天氣特別好；風和日麗，還有清爽的微風，當然心情也格外的好！

其中的一個參觀的景點是多年來列為禁區的沙頭角邊境，因為從來沒到訪過，我這地方特別

感興趣。

當中一個蠻有趣的景點，就是一口很細小的井。這口小井是以前駐守邊境士兵食水的來源。

它的外觀雖是非常簡陋，卻不減大家拍照的熱情！

在步行回程的路上再經過村民的小吃亭，也是大家品嚐小吃的最佳時候。茶果和羅漢果茶是

我和女兒的最愛！面對這些美食，我們當然不會放過大快朵頤的機會！

這個旅程當中，每當旅遊車停下來讓大家下車時，主席余

女士都會站在車門前看顧大家安全下車；她那充滿陽光的微笑

真是好親切。我也想藉這個機會感謝家教會為老師、學生和

家長們籌備這項活動，謝謝！

旅行後的感想──蠻有溫情的一個旅行

週年旅行 - 曾大屋、 
沙頭角、科學園金蛋一日遊

23.3.2014

親子曲奇美點製作班 -
烹飪導師李詠詩老師 

17.5.2014



「人必須活在當下，把每件事都看成最後一次，那麼我們便能更珍惜、更全力以赴。」光陰荏苒，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跟各位畢業生一樣，在這幢校園度過六個寒暑了。過去的點滴歷歷在目，儼如昨

天的畫面；然而我們終究走到了街巷的盡頭，縱然有諸多不捨，我們都必須跟彼此說再見。

回想昔日第一次踏足這校園，當時懵懂莽撞的我，對即將展開的中學生活心如鹿撞。一方面為新里

程、新嘗試、新挑戰感到雀躍不已；另一方面卻擔心未能適應新環境、新人事、新作風。指顧之際，

我們已從年少無知的稚子，蛻變成蝴蝶，準備朝着各自的夢想飛去。無論這個過程是喜是悲，都會成

為我雋永的回憶。

還記起中三的那年，為了在下學期成功爭取自己喜愛的科目，我曾試過在教室中揮灑汗水，努力做

歷年的測驗卷、考試卷；日以繼夜苦練想要入讀數學延伸課程的美好片段，最後僥倖地得到我一直嚮往

的結果。到了中四的學習初段，我卻讀得非常吃力。或許由於我還未能夠適應新高中課程，以及出題

模式；我第一次經歷成績一落千丈。我感到失望，更因此對朋友家人愛理不理。

然而，埋怨和放棄從來也不是面對失敗的正確態度。人生中難免經歷失敗，命運也難免有弄人的

時候。所謂屢敗屢戰，豈不是繼續堅持意志、拼搏努力才能達致成功嗎？相信自身的能力固然重要，

但一定不可忽略邊一直支持過我、提醒過我、扶持過我的老師和同學。我一向明白「人可以被擊敗，

但，絕不能被擊倒。」其實失敗並不可怕，可怕是人再也不懂爬起來，繼續踏步向前。當然，在中五及

中六的時間，我作了一定的進步，獲得身邊人更多的鼓勵和認同。

吵鬧、歡笑、落淚、憤怒、沮喪、感動、悲傷⋯⋯的確，這所校園帶給我很多酸甜苦辣而又浪

漫的回憶、幻想與憧憬。不僅如此，它更是同學們的避風港，每當我們承受着挫敗而陷入了軟弱時，

身邊的老師總會不厭其煩地開導我們，加以指正。我也希望藉此鳴謝校長、各位老師、工友的提𢹂關

愛，多謝你們對學的諄諄教誨，多謝你們無私大愛的犧牲；還有更感謝大家，合力在艱辛險峻的世途

裡，圈出一個讓我和同學們可安心學習及歇息的地方。

我曾是學校的田徑隊、游泳隊、英文辯論隊、以及學生領袖（風紀隊成員）。在這六年來，無論在

個人成長、品德培養、領導才能、學業成績方面，也作出了顯著的進步。這也就是我參加「最佳進步

獎的原因。老師、同學偶爾的提點，對自己的鞭策⋯⋯成就了今天的我。大家懷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

決心，有着聖心畢業生的各種特質，蓄勢待發，想要通去嚮往的國度。

記得有人說過： 「母校就是你會罵它百遍，卻不許人罵一次的地方。」我現在才深深感受這番話的意
思。希望即使我們離開了母校，也不忘記「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這校訓，做個正

直謙遜的聖心人，毋負一眾師長對我們的寄予厚望。祝願各位同學前程似錦、友誼

永固。

六己　金穎霖

（編者註： 金穎霖同學為本學年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的得主之一，
我們也祝願金同學繼續以這顆勇闖高峰、不懼困難的態度

振翅高飛。）

學生篇

一個里程碑的終結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向那應得人施行。」 【箴言3：27】

我們貢獻社會的責任會隨着人的成長不斷增長、日俱增；然而，這不代表重重的壓力或數之不盡

的工作，而是以汗水和淚水積累而成的滿足及快樂。我們的責任不只在學業，更包括了服務社會，對

社會多出一分力。

學校為了提昇學生對社會的關懷，舉辦了中四級服務日──中四學生分成各個小組，合作組織一

次社會服務以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相信中四服務日令學生關心社會上擁有不同背景、不同性格、

不同訴求的人們，瞭解並培養對服務社會的一份堅持及感情。

我們組以年屆六至十二歲的小朋友為服務對象，我們希望透過是次教導小朋友烘焙紙杯蛋糕的活

動，讓他們在製作紙杯蛋糕的過程中學習英文單字，令他們從活動中學習。

經過多次的討論及試驗，我們成功組織了一次充滿歡笑與感動的服務。參與是次活動得小朋友有

些活潑好動、精力旺盛，有些沉靜羞澀、不擅言語，但都十分樂於學習，他們對於製作蛋糕有莫大的

興趣和喜悅。當他們看著烤箱裡面的蛋糕漸漸膨脹，臉上的期待也漸漸浮現，各個都迫不及待想要一

嚐自己的手藝。我們組員都驚訝於小朋友用之不盡的精力和他們對學習製作蛋糕和學習英文的熱誠，

而他們的動力及熱情更是令我們感動不已。我們總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不把學習和接觸新事物當作

一回事，而這些小朋友因為初嘗製作紙杯蛋糕的樂趣，從中得到了莫大的喜悅，那種純淨的快樂和滿

足是社會上缺少又被遺忘的價值。

從這次服務日，我們組員都各自踏出了自我了解的第一步，我們學習到的遠比表面的技巧更多，

我們找到的是自信、快樂的感觸和與人相處合作的態度。人與人相處難免會有摩擦或碰撞，逃避和假

裝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一段一段的關係都是以淚水、義氣和感動一步一步堆積起來的，朋友亦不例

外。小朋友對着我們展現出他們獨有純淨的喜樂，瓦解了我們組員原本對服務日的擔憂、恐懼。

我們同心協力，互相給予支持和幫助；當組員遇到困難或遇上害羞的小朋友，其他組員會義不容

辭地伸出援手，使那天的服務日充滿了溫情。

我們感謝學校給予我們中四學生這個機會，去幫助並了解也需要的人，也讓我們體會的快樂並不

稀有，只是我們都不小心忽略了，生命中很多事情都取決於你，自己。當我們在埋怨這

埋怨那的時候，或許我們可以回想幫助別人時那種純淨的喜樂。「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有人說窮達都是身外事，只有道義是生命根本。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使徒行
傳 20: 35】

學生篇

中四服務日施比受更有得着
四乙　尹樂希  林佳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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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港幣

流動資產 :
匯豐銀行往來帳 943,052.16
電費按金 0.00
預付帳款 0.00

943,052.16
流動負債 : 

應付帳款 0.00
暫存帳款（家校合作計劃） -7,000.00

-7,000.00
流動資產淨值 : 936,052.16
資產淨值 : 936,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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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期間財盈 /（財赤） -160,194.20
轉下年度經常收入 /支出之財盈滾存 264,842.16
冷氣系統維修基金

承上年度基金餘額 673,410.00
冷氣機維修費 -2,200.00
轉下年度基金餘額 671,210.00

936,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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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 0 49.00
其他收入 0.00 0 0.00

出版組： 會訊印刷費 0.00 4,400.0 -4,400.00
培育組： 圖書館書籍 0.00 280.00 -280.00

講座 5,000.00 5,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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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794.20 -794.20
週年旅行 13,520.00 20,429.00 -6,909.00
聯校活動 0.00 0.00 0.00
親子義工服務 2,520.00 1,719.60 8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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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曲奇製作班 660.00 662.60 -2.60

行政： 典禮 (花藍 /廣告 ) 0.00 1,600.00 -1,600.00
固網電話費 (學生專線 ) 0.00  1,930.00 -1,930.00
會員大會 /工作坊 /會議茶點招待 0.00  111.00 -111.00
文儀雜費 0.00 328.80 -328.80
學生飲水機濾芯+座地飲水機 0.00  13,416.00 -13,416.00
致送紀念品 0.00 2,149.00 -2,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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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8.00 -19,978.00
家長日教職員午膳飯盒 0.00 3,899.00 -3,899.00
學生獎學金 0.00 20,994.00 -20,994.00

總收入 /總支出 :   252,060.00  412,254.20 
本期間經常性 
項目淨收入 :

-160,194.20

本期間財盈 -160,194.20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經會計師審核）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   
經常收入 /支出表
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 至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經會計師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