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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觀念及基
本知識便來得
更重要。本人並不期望女兒的生活大富
大貴，只求她們將來能自給自足。倘若
她們能運用多餘的金錢及時間來作一些
有意義的事，這或許就是我們作父母的
心聲。

多年來培養女兒們奉行量入為出、
開源節流的理財觀念。為鼓勵她們養成
良好的儲蓄習慣，凡儲蓄達到既定目
標，我會附加「可觀」的獎賞以作鼓
勵。至今，在她們眼中的儲蓄已相當不
俗，儲蓄亦成為一種習慣。另外，學習
捐獻也是整個理財重要一環，每年例必
作兩次捐獻，金額不拘，用以引導她們
明白「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概念。
這種理財模式，也因時制宜，總算運作
暢順；尤其希望她們能明白金錢的意義
及建立健康的價值觀念。

自上學年，我們深感女兒開始不願
聽從我倆，常有些爭拗；於是我和內子
不停翻看有關書籍，希望找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我們的結論是我們的女兒已經
長大了，她們開始有自己的思想及價值
觀，會不斷探索自己的生活模式，這使
我倆又驚又喜！驚的是怕她在未深思熟
慮下作出錯誤決定，失敗乃成功之母，
唯有讓她們在錯誤中學習成長；又即使

主席感言

回望我們這一代的父母，多少已
經歷過八七股災、移民潮、香
港回歸祖國、九七股災、千禧

年科網股爆破、零三沙士等事件。無論
在經濟及精神上所承受之壓力，高低潮
起伏之巨大，實世間少有，然而我們能
一一安然度過，實在萬幸！今年，金融
海嘯直捲全球。威力甚大，相信以香港
人一貫堅毅不屈及打不死的精神，定能
安穩克服，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現今父母總是把
注 意 力 放 在 子 女 的
學 業 成 績 上 ， 希 望
他 日 學 有 所 成 ， 其
他 一 切 課 外 活 動 如
音 樂 、 體 藝 、 美 術
等 都 只 能 擔 當 輔 助
角色。這正是香港教育當局提倡三三
四學制的平衡措施。但最近數月的金
融新聞例如「Accumulator」及雷曼
兄弟事件，卻讓我有一番的體會。社
會上有許多專業人士如醫生、工程師或
會計師，他們擁有大學教育程度，但為
何仍會「中招」呢？有幸的只是賠了近
身錢，不幸的或已變成負資產一族，更
甚者可能連寶貴的生命也押上了；所以

她們做錯，我們只能從旁協助，不加批
評。喜者則看見她們在逐漸建立自信及
自發的能力，在各方面處理得井井有
條，而時間管理也初見成效。因此，我
倆急忙把過去種種管束的規條及不合適
的都全部廢除。沒想到當天建立的規
條，原意是培養她們生活禮儀、起居作息
及飲食等習慣，到今天卻成了不必要的束
縛，且更妨礙她們建立自我思考空間。

所謂「活到老，學到老」！今天我
們仍不斷學習如何做到「聆聽及諒解，
尊重與包容」。經過了半年的磨合時
間，我們的相處比以往更融洽，開心的
事多了。每天聆聽女兒們細訴校園軼
事，多開心，多有趣！多了解她們的訴
求及想法，也學習尊重她們的選取與決
定，即使她們犯了錯，也學習體諒及包
容。雖不容易，但我們願意嘗試從她們
的角度去想。女兒們，這是我們對你們
的承諾啊！

再說：快樂指數與要求指數成反比
例，我卻不同意。相反，我覺得是正比
例，只是「要求」不應再由父母加諸孩
子身上，由她們自發地要求，不是來得
更合時、更有效嗎？

副主席  張志方先生

2009—迎接新高中課程 
的重要一年

自2000年開始，香
港的教育改革已進行了
近十個年頭。在這多年
間，大家可從我校每年
的學年主題得悉我校的
教育方向，不單秉承會

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教育精神，也反
映全人發展的重要性：由提升學生社會
服務、擴闊國際視野、培養系統思維、
統整新思維模式、發展多元化學習、提

倡適異教學，以至重視五育德業，更要
有常懷感恩樂於助人之心。

當中落實的政策和活動，不得不提的
是由2000年舉辦至今的「專題研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為同學奠定了
新高中通識課程中個人專題研習的基礎技
巧；2006年開始的校本課程「初中人文
科」(Junior Humanities)，也為新高中必
修的通識科作好準備。今年新建的「自學
中心」(Self Access Learning Centre)，主
要為了提高同學們的英語水平，培養獨立
及多元化學習能力，讓同學們更能把各樣
所學的知識技能融匯貫通，從而令思考及

表達能力更準確及有效率。我們將於本學
期末對「其他學習領域」(OLE)及「學生
學習概覽」(SLP)兩個項目作檢討、修正
及改進，務求讓新高中學制實行之時更具
果效。

懂 思 考 、 善 創 造 、 愛 求 新 、 勇 求
變，正是人類能夠進化、進步的原因。
聖心的同學們，你會把新高中課程所言
的「立足現在，創建未來」作為你的學
習目標嗎？連美國的新任總統Obama也
用「Change」作為口號，你願意變得更
加好嗎？

副校長　郭意明老師

校長良言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於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邀
請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

研究所資深導師陳廷三博士擔任大會
講座嘉賓，主題為「有實效的少年培
育技巧」，陳廷三博士很風趣，他以
輕鬆有趣的語調，現實家庭及學校生
活寫照的比喻和內容寫實的例子－－
特別提到家長子女相處問題時，即時
有共鳴之感，令全場家長及老師全情
投入聆聽，有時有趣可笑的內容打破
了一小時多的沉寂氣氛呢！

這次講座內容充實，令我們得益
不少啊，這樣一個既生動又踏實的講
座怎能少你們一份兒啊，希望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

陳廷三博士首
先帶出一個問題: 
怎樣教孩子的實效
方法？究竟怎樣培
育子女，管教小孩
的呢？怎樣令孩子
喜歡與你溝通？

提到坊間有很多大同小異的教育
子女講座，形式層出不窮，多不勝
數，令家長不知怎樣去選擇，他們也
無所適從呢。

事實上，孩子很喜歡別人注意他
們，緊張你們對他們的關懷才作出一些
極端怪異行為吸引你們。所以我們與他
們相處時，是怎樣去對待他們和怎樣與

他溝通。中國人有一個很貼切的稱呼自
己的孩子叫做「骨肉」。陳廷三博士又
說子女是父母生命的身體一部分，自己
也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續。

父母照顧孩子時，看見子女成長
就是看見照顧生命的延續和自己生命
的長大。照顧孩子就等如照顧自己身
體一樣，不其言地對待自己的標準來
對待子女，所以就要首先怎樣去學習
對待自己。

究竟怎樣培育子女，管教小孩主
動學習呢？

有些人說有問題的孩子來自有問
題的家庭，是否真的這樣嗎？

怎樣令孩子喜歡與你溝通？
如何令子女肯主動地跟你談話

呢？簡單說，人與人之間相處，是透
過一個生命故事的交流，人生裏的遭
遇就是好像一個故事裏的喜怒哀樂，
他曾經對你說過，感覺兩人之間的距
離拉近了，就是這樣建立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因此他認定是你心中所重視
的人。他所重視的人所說的話，他就
會聽；同樣地，他會考慮所重視的人
所講的說話。那麼，他們自然地打破
了大家之間的隔膜，彼此常常有溝通
了。

在家庭方面，父母和子女的親情
關係好，父母看到自己子女成長，就
是自己與配偶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續和
長大。因子女是父母愛情結晶又是兩
人身體的一部分。

父母享受情懷等如子女享受做你
的子女一樣。一個幸福的孩子就是要
有一對喜歡做父母的人，孩子是父母
生命的延續，就是管教關係的基礎，
疼愛子女首先疼愛自己，才是管教的
基礎。要培育子女喜歡學習，就要培
育一個和諧及洋溢着溫馨的家庭了。

所以懂得疼愛子女，就要由自己
身體力行，首先懂得愛惜自己，才能
實效地培育你的下一代。

整理/秘書 張惠卿女士

『具實效的少年培育技巧』講座
   秋季會議及專題講座 -- 嘉賓講者陳廷三博士

主席致送紀念品與陳廷三博士

父母的離異，對整個家庭都有極
大的負面影響。表面上父母為孩子做
很多很多事情，怎樣……怎樣為他們
設想。事實上，「We just see the 
wound, we never feel the pain」，又
怎理解孩子的心靈有多創傷，這樣的
決定，只有帶給孩子一個極不快樂的
成長背景呢！他引用歌手譚詠麟唱的
一首歌「高聲唱盡心中滋味，自己安
慰自己」，形容父母只能自己安慰自
己罷了。

在家庭方面孩子得不到和諧的成
長背景，在學校又怎樣令他們每天開
心地和喜歡學習呢？子女學習是透過
實際的例子學習，和透過父母動力去
為子女推動學習。但父母的分離，又
怎樣與子女有效地溝通，培育子女一
起成長一起學習呢。

左起：副主席何梅冰女士、張志方先生、  
           羅婉明修女及董敏侖女士



青少年深受網絡文化影響，家長與
子女紛紛出現了「網絡代溝」，有見及
此，家長教師會於早前為中一及中二同
學的家長舉辦了「安全使用互聯網」講
座及工作坊。我在此將是次講座的內容
及我個人的感受與大家分享。

要解決代溝，我們先嘗試瞭解網
絡世界的吸引力。網絡世界的特性－
－即時性、資訊性、群體性、匿名性
及控制性正可滿足青少年心理發展的
需要。在網絡世界裡，青少年可以透
過網誌、Facebook、群組、聊天室、
網上遊戲等等找到別人的認同、歸屬
感、自主權、成就感及樂趣，尤其當
青少年在現實生活裡得不到滿足，網
絡世界就成為他們的避難所。

大部分家長對子女浸淫互聯網都
有怨言及感到不知所措；我們既擔心
他們荒廢學業，又害怕他們在網上接
觸到不良的資訊及認識不良的朋友，
又或跌入網絡陷阱，亦不滿互聯網搶
去了親子的時間，外國報道曾經有青
少年因為抵受不住同學在網上欺凌而
自殺，亦有家長在網誌上發現自己的
子女拍攝色情照片，形形種種，多不

勝數，難怪不少家長視互聯網為洪水
猛獸。

家長該如何「打怪獸」？如果
我們的假想敵是互聯網，我相信這
網絡代溝只會越打越深；你嘗試過
強硬關機、鎖電腦、狂數落上網的
不是嗎？有效嗎？要衝破這網絡代
溝就得從我們的管教、管制和協商
方法三方面入手。

我們對子女的關愛足夠嗎？當
子女年紀越大，我們可有表現出尊
重他們的意見？我們有否留意子女
成長的需要？我們與子女有真正的
溝通嗎？我們有為他們建立道德倫
理觀嗎？子女享受家庭生活嗎？他
們在家中感到幸福嗎？良好的管教
及親密的親子關係是「打怪獸」最
有效的彈藥，沒有良好的管教及親
密的親子關係做基礎，要衝破這網
絡代溝就只會碰到焦頭爛額。只要
青少年在現實世界中得到親人的認
同、感到可以自主、有成就感、並
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樂趣，他們就
像穿上了保護網，不易在網絡世界
裡迷失了自己。

其次是管制及協商。在某些重要
的議題上，家長要給子女定立底線，
如不可單獨見網友、不可侵權、不可
做黑客、一週上網時間上限及網頁內
容的限制等；對某些上網的規則，家
長與子女可以民主協商的方法，商議
上網的安全規則、隱私度、使用時間
等。管制及協商的比重應隨子女的年
齡及自律性而調整。

協商的內容其中一項可包括過濾
軟件的安裝及使用；過濾軟件的主
要功能是要建立「限制」網頁及建
立「允許」網頁清單。成長中的子
女在鍛煉他們自制能力和建立正確
價值觀的過程中，透過使用過濾軟
件，可協助子女強化自我的約制能
力，和減少他們接觸到不良資訊的
機會。

每個孩子的個性、成長經歷、生
長 背 景 、 所 接 受 的 管 教 都 有 所 不
同，實難有一套特定的方案可以解
決「網絡代溝」這個問題；家長只
可從每日的磨合、時有的矛盾和衝
突中學習，常提醒自己現有的管教
方 針 、 管 制 和 協 商 的 方 法 是 否 合
適，以恆久的愛作後盾，網絡代溝
總有填平的一天。

副主席  何梅冰女士

「安全使用互聯網」講座及工作坊簡報－

 家長可以衝破「網絡代溝」嗎？

誰明父母心？
學校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每

年開學不久，即分別舉辦初中家長
晚會，讓家長了解孩子在校的學習
情况；中一先做，然後是中二及中
三。說是晚會，當然是晚上舉行，
由晚上7時半至9時半，但卻常常超
時至晚上10時才完結。

說是校方優良傳統，因為晚間
活動，為教師、為家長都是一個負
擔。日間工作已夠累了，晚上還要
出席家校聚會，對人的精神體力，
無疑是一大挑戰！但學校仍堅持舉
辦，因為我們深信，家校能多接
觸，對孩子成長有幫助。

至於家長呢！其實是有選擇權

親，看看兩老為你付出的一切！為
什麼他們連休息也不要，也要出席
家長晚會？為什麼開學才一個月，
明知班主任其實不大熟悉自己的女
兒，卻仍硬着頭皮查問你上課的表
現？孩子就是一切——世間上最不
可思議的行為，應是父母對孩子流
露的情，純感性，也無法訴諸理智
解釋。

誰明父母心？別人儘管可以不
明白不理解，但為人子女的，實應
多花時間，好好明白父母的心意，
因為表面堅強的他們，實際也需要
你的愛護與關懷！

（文稿曾刊登於2008年11月
4日第372期《明報教得樂》專欄）

林美儀老師

的，但偏偏家長們都不辭勞苦，晚
飯未吃，衣服未換；為了女兒，準
時聽命前來，乖乖坐下，靜候活動
開始。全級200多個中一學生，但禮
堂卻坐滿400多人；放眼開去，許多
是夫婦倆攜手同來的。當孩子在家
做功課、玩電腦的時候，她們的爸
爸媽媽，正乖乖就座，靜聽校方指
示。誰說爸爸不理孩子？當今世
代，緊張孩子成長的爸爸多的是！
誰說母親只懂鬧鬧鬧，晚會上滿眼
最多見的，是母親靜靜寫筆記的情
景！之後，回到教室，父母坐在狹
而小的椅子上，仍是繼續乖乖靜聽
科任教師及班主任的解說……

走筆至此，老實說，我真想孩
子能看看這些情景！不是坐在父母
身旁，一起聽課；而是直接面向雙



尼泊爾「知」行
二零零八年年底我和樊安淇同學隨校

長羅婉明修女和葉老師到了尼泊爾，希望
更能了解當地文化及生活。

行程中，我們和當地的慈善機構探訪
了幾所小學及中學(加德滿都的小學及中
學，其學生年齡及學習程度其實相等於香
港的幼稚園及小學)。在這幾所學校裏，能
感受到的不再單是學生的積極投入的求學
精神，更使人深刻的是老師和他們極大的
耐性—同一班的同學，年齡相差甚遠、學
習程度亦有所不同，學生卻能在老師教導
其他學生時，保持安靜，自行預習，遠比
我們初夏時空調壞掉而鼓噪不安，有耐性
得多；在老師人數不足下，老師卻能清楚

片子內容樸實溫馨又笑位百出，當
中最觸動我的是主角趙光對知恩圖報精
神的那份堅持。他衝動地承擔了二十五
個孩子的糊養責任，不但花耗辛勞得來
的積蓄，還要面對鄰里的嘲諷、厭惡，
更遭到未婚妻的埋怨、捨棄；很多人在
這「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自然會萌生回
頭之念，他卻沒有就此放棄，仍忠耿於
當初對孩子的承諾，但是孩子的頑劣終
也 令 到 這 個 柔 情 鐵 漢 哭 了 ， 信 心 動 搖
了 ： 「 一 個 文 盲 的 孤 兒 能 教 育 好 孩 子
嗎？」，這才是趙光的真正考驗！

可是趙光當初的堅持不是白費的，他
的真誠和對養孩的愛護，感動並撫順了養
孩的頑劣，亦喚起了鄰里鄉親當年將小孤
兒趙光扶養的那份惻隱憐憫之心，最後更
軟化了未婚妻抗拒養孩的硬心腸，眾人同
心同力下結果感動了城市老師不辭勞苦地
來到鄉間給養孩們正規的教學。

趙光的堅持，不單令養孩們受惠了，
也令他身邊的人從冷眼旁觀變為感性熱
情，他們在以實際行動支持趙光的同時，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電影的標題後會有
什麼感覺呢？會不會認為這「一個爹」很
了不起，還是認為他很不自量力？看過這
電影後，我認為這「一個爹」十分偉大，
也非常了不起。

先讓我粗略地介紹電影的內容，孤兒
出身的養雞大戶趙光脫貧致富後，在縣表
彰會上將相親用的一萬元捐給了福利院的
孩子。善良的趙光為人們的熱情所動，衝
動地說出：「願為所有孤兒當爹。」不
料，這句衝口而出的說話為他帶來了不少
的麻煩，十里八村的孤兒和冒充孤兒的孩
子一起擁向下溝村「認爹」。二十五個孩
子把下溝村弄得雞飛狗走，更把趙光的未
婚妻嚇走了。養育這二十五個孤兒令趙光

「二十五個孩子一個爹」電影分享  

了解學生需要。例如：他們明白學生英文
不足之處只在於不善於運用，也因此提出
以角色扮演等教學方式改善問題。另外，
我們更跟穿上了民族服裝的學生學習跳尼
泊爾的民族舞呢！

尼泊爾更有一省電政策令我們更能感
受當地居民的耐性及容忍度。那兒的電量
供應會突然中斷，以省電供應其他地區。
有一次，我們到那慈善機構的負責人家吃
晚飯，突然停電，能觀察到的是居民不會
埋怨，反而會立刻拿出備用電燈照明，並
滿瀤理解地向我們解釋此項政策。

另外，我們也探訪了老人院和孤兒
院。孤兒院內的工作人員和小童非但沒在
電視上見到的悲愁面容，反而在物資不足
的生活環境下，依然快樂，沒有怨天尤
人。我們拿着購買給他們的毛衣和帽子到
孤兒院—一間小小的鐵皮屋，下層有三間
房，上層養雞種花，小孩雀躍地蹦跳出來
穿上保暖衣物，並不斷笑着跳着，爭看相
機中穿上新衣的自己。我們一行人也被他
們的歡樂感染得樂而忘返。這種無求而快
樂的態度十分值得我們將它融為知識，尤
其是應用在面對現在嚴峻的經濟環境。

尼泊爾是一個宗教氣氛濃烈的國家，
所以四處都有很多寺廟，香火鼎盛，足以
見得當地人對信奉之神的虔誠，而其中以

印度教最多人信奉。加德滿都的居民視鴿
子為和平的象徵，牛乃神聖之物，因此，
加德滿都的居民絕對不會吃鴿子或隨便獵
殺牛。每逢進入寺廟，除了總會見到一大
群的鴿子或一些牛外，還會聽見噹噹的敲
鐘聲。那是由於善信在入廟參拜之前會敲
一敲鐘，叫喚神靈，告知衪們「我到達
了!」。尼泊爾的寺廟總給予人一種十分
平靜的感覺。不知是否因為善信對信仰的
堅定不移及誠心—差不多每天清晨都不計
走很多路，踏上階級多不勝數又陡峭的樓
梯，到廟裏參拜，或是因為見到廟中的猴
子、狗、牛、鴿子能和平共存，從不侵擾
對方所致。而某些寺廟外，還有讓露宿者
居住休息的地方，當地的人或警察都不會
打擾他們的。

我們更初嚐穿上尼泊爾傳統服裝之
味。上身短衣剪裁和清朝服裝很相似，只
是沒有企領；下身長裙由一塊綢布於腰間
下斷纒繞束成，極需技巧。髮飾方面，長
髮的會加上假髮捆辮子，再綁上紅繩；短
髮的則只會在一束頭髮上綁上紅繩。穿衣
過程繁複，但非常有趣。

是次尼泊爾之行得到了很多需要親
身經歷才能獲得的寶貴經驗和知識，實
在難忘。

中四戊 何曉欣

分享了「愛」的喜樂，讓村子裏洋溢更多
的温馨和歡愉！趙光的知恩圖報精神使我
想起2000年的一套荷里活電影－－「拉闊
愛的人」(Pay It Forward)，憑着愛的施予
和傳播，幸福將必然充滿這個世界的！

家長   劉葉鳳珠女士

遭到鄰居的排斥，甚至他最親的人－－他
的未婚妻對他亦不瞅不睬。雖然他受到親
人冷嘲捨棄，但他仍然無私地給予孩子們
居所和食物，還嘗試給他們提供教育，為
他們將來的成長和獨立鋪路。

現今社會裡有很多人致富了仍管繼續
往上爬抓更多的財富，而忽略了身邊有需要
的人，認為身邊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趙
光雖不是很富有，卻願意接納這班跟他沒有
血緣關係的孤兒，更對他們照顧得無微不
至，甚至花盡他準備結婚生活用的三萬塊
錢；在旁人眼中他所作的犧性很大，但為了
孩子，他絲毫沒有後悔，而且更積極掙錢解
决孩子生活及健康上的需要，可見他對生命
尊重的偉大精神。

趙光最初的一句簡單說話，為孩子帶
來希望；往後他以一個平凡人最純真摯誠
的心及行動，為孩子體現人間美麗的生命
故事。其實，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力量不在
於富有或貧困，而在於「助人為快樂之
本」的決心，只要所有人都願意本着這句
話去幫助別人，相信這世界會變得更美
好、更溫暖！

中三乙   劉嘉善

葉可婷老師、羅婉明修女、樊安淇同學、
何曉欣同學與一眾尼泊爾師生合照



校內音樂比賽後感
扣人心弦的旋律、悅耳動聽的歌聲、

加上台下聽眾熱烈掌聲鼓勵，為今年校內
音樂比賽畫上圓滿的句號。

今年的音樂節目可謂千變萬化，除了
一如以往的獨唱、合唱、樂器演奏外，尚
有新增設的公開組別，吸引老師、家長及
校友組隊積極參與，使節目內容更形豐
富、生色不少。同學以個人小組或學社的
名義參加比賽，為己為社出力。各人巧妙
地運用樂器演奏家傳戶曉的歌曲，如：送
我一枝玫瑰花和美麗的壯錦，令台下觀眾
得到共鳴。在這種既輕鬆又愉快的氣氛下
比賽，同學們能夠互相觀摩學習，並培養
起對母校的歸屬感。

各學社為求在社際合唱項目爭取最佳
表現，各隊紛紛在賽前勤加練習，透過她

們的積極參與，假以時日，通過老師的聲
樂培訓，不難成為明日之星。

在公開組別中，有整個家庭組合參
加，期間各成員負責不同部份，使同學們
感受到家庭溫馨，為平凡生活添上和諧姿
彩。校友的參與更展示了聖心同學之間緊
密的聯繫，充份體現同學對母校之熱愛及
支持。

離開母校數月，這次重返校園，回
到熟悉的禮堂，感覺並不陌生。站在充
滿回憶的舞台上，昔日在校的難忘片段
一一重現於腦海裡，那種親切的感覺使
我 也 恍 惚 回 到 從 前 。 正 是 老 師 們 的 栽
培、無限的愛心與關懷令我能夠在各種
挑戰下健康快活地成長、衝破逆流，並
得到難忘的學習經驗。

音樂可以陶冶性情，通過是次音樂比
賽，個人體會到同學在緊張學習之餘，仍

然能爭取時間練習，實屬難能可貴。但更
難得的是，各老師及同學在籌備音樂比賽
過程中所取得的合作無間精神，以及她們
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敬佩！

短短數個小時裏，體會很多。台上人
才濟濟、台下同學聽得十分投入，經常用
熱烈的掌聲鼓勵台上渾身充滿活力的同
學，頓時令我感到親切萬分，猶如置身於
一個大家庭溶爐當中。音樂的感染力和震
撼力實在令人讚嘆！ 

動人的音樂繞樑三日，令人意猶未
盡，至今仍沉醉於美妙的音色間。音樂
令人感到愉快、滿足，希望各同學都能
好 好 享 受 整 個 籌 備 過 程 、 互 相 勉 勵 支
持，相信一定有更大得著。祝願母校培
育更多優質的青年，成為璀璨的明日之
星，綻放異彩！

校友 張嘉蕙
Form 7B, 2008

寒夜歌聲繫母校
事緣於去年暑假的最後一天，我們一

家參加了外子母校——九龍華仁書院的回
歸音樂會(Homecoming Concert)。除了兒
子和其他現有的學生外，還有不少各屆的
畢業生表演。他們有的剛畢業、有的畢業

了十年、二十年甚至
更久。當晚丈夫除了
替兒子的大提琴獨奏
伴奏外，在九龍華仁
當了九年合唱團伴奏
的他也替自己的師兄
弟伴奏。「寒風沙喇

喇……細雨淅零零……」琴音起伏和着合
唱團雄壯激蕩的歌聲，勾起各師兄弟當年
的情懷和回憶。他們的團結精神也觸動了
台上台下每一人的心靈。更令我們回味的
是父子倆穿着同一校服，在母校的舞台上
表演的滋味。

想不到三個月後，機會來了。女兒興
高采烈地拿着「Music Odyssey」的報名
表嚷着要參加，並說今年增設了公開組，
歡迎舊生和家人參加。於是丈夫提議我們
一家人一起參加，以示支持女兒和自己的
母校。但我擔心雖然自己當年也是合唱團
的成員，但多年來沒有再踏台板，而且兒
子的聲線仍在轉變中，女兒的聲線更是所
謂的「雞仔聲」。不過，我又想不能讓丈
夫和兒子專美，能和女兒回到母校同台演
出的機會實在千載難逢。最後，在一家人

互相鼓勵下，我們抱着志在參與的精神遞
交了報名表。我們所選的曲目是一首充滿
愛國情懷的抗戰合唱曲——近代中國著名
作曲家黃友棣教授所作的《寒夜》。

參賽者名單公佈了。綵排當日，我們
才發現大部份參賽者都是現在的老師、學
生和舊生，而且他們的水準很高。回看我
們這一家呢？沒有美妙和諧的聲線，沒有
投入感，沒有聲樂的正統訓練，沒有四人
一起的演出經驗，所選的曲目更是「另
類」。我們的綵排糟透了。

回家之後，我們沒有放棄，既然參加
了，硬着頭皮也要撐下去，唯有從長計
議，全力以赴。雖然我們甚麼歌唱造詣也
欠奉，而且要以三人的聲線凝造出合唱團
的澎湃效果，更是挑戰，但我們有的是團
結的精神、對音樂的熱情和對承傳的執
著。比賽的日子越來越近，我們每天放工
放學後都加緊練習。目標是比前一天有進
步。就算比賽輸了，對自己也有交代。

比賽的日子到了，我走進熟悉的禮
堂，心情又緊張又興奮，坐在參賽者席上

欣賞着表演，我彷如回到中學時代，和同
學們一起喝采歡呼。輪到我們表演了，離
坐前，坐在我們後排的同學們為我們加油
打氣。當司儀介紹我們出場時，全場歡
呼，可能因為我們是唯一一組全家出動的
緣故。準備好了，丈夫彈奏出懾人的前
奏，「寒風沙喇喇……細雨淅零零……」
琴音起伏和着我們三人的歌聲，我們把平
日練習所得盡量發揮，以眼神及身體語言
將自己投入歌曲的意境，將音樂注入生
命，以高低起伏的旋律感染觀眾。「東方
將白，艷陽快升……」丈夫按下最後的琴
鍵，頓時掌聲雷動，歡呼聲和喝采聲此起
彼落。我們四口子攜手謝幕。

僥倖地我們贏了公開組冠軍，更難得
的是那份畢生難忘的美好回憶，尤其是
我。終能如願以償，回到母校和自己女兒
一起演出，抒發我對母校的感激、支持和
期盼。希望日後再有機會踏上母校的台上
和我的同學們、師姐妹們一起演出，發揮
並延續我們的聖心精神。

我要感謝學校給我們這個的機會，
感謝校長、老師們和同學們的支持和鼓
勵，感謝丈夫的鋼琴老師林聲翕教授、
他的音樂老師李德君先生，感謝我的音
樂老師黃德倫女士，最重要的是感謝天
主，沒有祂的美妙安排，今次的演出，
又怎能成事呢!

校友梁淑敏(Form 7B, 1985)
中一丁 許樂絲家長



聖心年宵嘉年華樂也融融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天）是一個很特別且有

意義的日子，這天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應邀參與了
嘉諾撒聖心學校(津貼部)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聖心年宵嘉
年華」活動。

這次聖心書院家教會邀請了「有機園」學會在年宵攤
位擺賣有機種植的植物，以宣傳學校綠色種植的精神，所
賣得的款項將留作「有機園」發展其他有機植物種植的經
費；另外校友會也提供聖心學生陶瓷塑像及舊校舍的明信
片擺賣，扣除成本後的利潤全數撥捐嘉諾撒仁愛會。

本會的副主席何梅冰女士同
時包辦及精心設計了一個特色糖
果義賣攤位，所籌得的款項也捐
贈與嘉諾撒仁愛會。我和兩個女
兒都參與了這攤位的工作，這是
我們第一次跟一班青少年中學生
一起參與聖心年宵攤位活動，所
以心情特別緊張和興奮。其他參

與年宵攤位的單位還有聖心商科學校、高主教書院、嘉諾
撒聖心小學一班熱忱積極參與的小學家長和學生……等
等。各團體擺賣的物品，各具特色，有別緻的牛年擺設、
咕臣、牛型布公仔、布錢箱、賀年飾物（飾物賣款將捐給
南非兒童辦學團體），還有家長們自製愛心小吃及充滿牛
氣色彩的Bingo遊戲活動攤位……，十分新奇富創意，場
面非常熱鬧。

希望我校學生會即將舉辦的遊藝會能按樣加入不同的
元素，以提升及推動這麼有意義的活動，讓我校學生積極
參與，學習與人分享和關愛別人－－施比受更有福呢！

秘書 張惠卿女士

BLOG

我的課外活動－泰拳
我從小六開始就參加現

時香港非常的普及運動－－
泰拳。

我開始參加這項課外活
動 主 要 就 是 想 培 養 一 些 興
趣。起初，我並不太會做那
些動作，經過教練細心的指
導，我漸漸地發揮流暢，信心也增加了不少，感到自己所
付出的艱辛練習是沒有白費的。每次練習完也會鬆一口
氣，就像發泄了許多不如意的事一樣。出了一身子汗，便
能令身心舒暢，壓力全消。

總之，我非常喜歡這個課外活動。
中四丙　黎栢妍

參考圖片

爹娘博客
2008年11月7日(星期五) 九型人格親子篇

若非在職進修的關係也沒有想到接觸九型人格
學，最初抱有心態是既可以取得持續進修學分，又可
多了解身邊人的性格特徵，何樂而不為呢！想不到這
門學問也滿有趣的，為了多了解，便往圖書裏搜索導
師的著作《九型人格全接觸》，閱讀後更感到其奧
妙！原來我們自出娘胎的性格特徵
便是受著自己的世界觀所影響。按
實例而言，家中的大小怪獸便與 
「The mediator」（和平型） 和  
「The epicure」（快樂型）的性格
特徵十分相近。

書中文句淺白，大小怪獸看得
津津有味之餘，亦叫他們嘖嘖稱奇
的說很準，更反過來催促我再多借
這方面的書籍，讓他們可互相了
解。想不到一本有趣的讀物有如此
效果！

2008年11月29日(星期六) 水痘篇
小兒子感染了水痘，渾身痕癢難擋，女兒於是好

言相勸他冷靜下來，嘗試分散注意力，免得抓破了留
下疤痕，可是弟弟面紅耳赤的一點也沒有改善。我不
禁稱讚姊姊的情緒智商較高，母女相視而笑，女兒此
時不忘補充一句：「老僧入定，神遊太虛都是我的強
項嗎！」一陣爆笑反害得弟弟痕上加痕！

晚上替弟弟用芫茜水淋浴時，他一臉不悅的掩着
鼻子對我說：「為甚麼不讓我搽姊姊的藥膏？」循着
小手指的方向看，發現竟是＜清痘洗面露＞，令我失
笑的是上面的兩行大字「幫助抑制痘痘形成，舒緩肌
膚」？？！！

出版組組長 游韻鈺女士



家教會預告
下學年活動預告
• 28.3.09 程翠雲戀愛工作坊
• 29.3.09 春季大旅行
• 25.4.09 Fun Fair
• 16.5.09 季 會

收入: (港幣) 支出: (港幣) 淨收入/(支出) (港幣)
家教會年費 128,900.00 128,900.00 
儲物櫃租金 88,200.00 88,200.00 
銀行利息收入 39,499.02 39,499.02 
教育局家校合作計劃資助經費 3,890.00 3,890.00 
逾期還書罰款收入 97.00 97.00 
電影「奇異恩典」欣賞會 7,080.00 4,130.00 2,950.00 

出版組: 會訊印刷費  16,900.00 (16,900.00)
培育組: 圖書館書籍  787.80 (787.80)

講座 3,000.00 5,300.00 (2,300.00)
工作坊 1,770.00 2,440.00 (670.00)
親子歷奇日營 5,320.00 6,720.00 (1,400.00)

教學支援組: 工作坊 - 致送講者紀念品  360.00 (360.00)
文康組: 週年旅行 13,086.50 13,750.00 (663.50)
行政: 畢業典禮(花籃)  400.00 (400.00)

固網電話費 (學生專線)  1,833.00 (1,833.00)
會員大會/工作坊/會議茶點招待 500.00  6,294.50 (5,794.50)
文儀雜費  821.70 (821.70)
學生飲水機濾芯  5,490.00 (5,490.00)
致退休校務處職員紀念品  480.00 (480.00)

贊助: 學生最佳進步獎學金 4,000.00 (4,000.00)
學生活動資助 6,300.00 (6,300.00)
家長日教職員午膳飯盒 1,968.00 (1,968.00)

其他: 折舊 - 冷氣機及設備 133,105.23 (133,105.23)

總收入/總支出:  291,342.52  211,080.23 

本年度淨收入: 80,262.29 

經常收入/支出表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 至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港  幣 
收 入: 冷氣系統更換工程收入捐款 981,066.00 

累積經常收入/支出滾存撥入 173,124.00 
1,154,190.00 

支 出: 冷氣機及設備更換合約總額 1,154,190.00 
基金餘額 0.00 

固定資產:
原成本 (港幣) 減 : 累計折舊 (港幣) 港  幣

冷氣機及設備 665,525.78 (665,525.78)
減:更換注銷 (665,525.78) 665,525.78 

0.00 0.00 0.00 
流動資產:

匯豐銀行往來帳 540,726.93 
匯豐銀行定期存款 1,277,484.71 
電費按金 51,000.00 
應收帳款 - 教育局資助金等 11,091.50 

1,880,303.14 
流動負債:

冷氣機及儲物櫃按金 (1,244,800.00)
應付帳款 (671,943.00)

(1,916,743.00)
流動負債淨值: (36,439.86)

負債淨值: (36,439.86)

承上年度經常收入/支出滾存 56,421.85 
本年度淨收入 80,262.29 
經常收入/支出滾存 136,684.14 
減: 撥入冷氣系統更換工程基金 (173,124.00)

轉下年度經常收入/支出財赤 (36,439.86)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冷氣系統更換工程基金
截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財政 梁玉華女士整理）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十三屆)

家長教師會出版組
誠邀閣下就會訊投稿，
內容可環繞以下各項：
• 與子女相處之道 
• 生活點滴、爹娘博客 
• 參與活動、講座或工作坊 
 後的感想 

有興趣者請電郵予

"家長教師會出版組幹事-游韻鈺”
publish.shccpta@gmail.com

~ 一切從關懷開始， 
請支持家長教師會 ~

家長教師會網站重整工作 
正式完成！
本會最新活動及消息，請登入
http://www.shcc.edu.hk/~pta/

歡迎大家透過電子郵件 
給予意見。
pta@shcc.edu.hk



十一月季會

11月29日午間茶聚

11月9日親子互動歷奇日營

10月11日
安全使用互聯
網家長講座及
工作坊

培育組圖書借閱服務

學校管弦樂團於8月30日中一迎新日表演

2007-2008 年度最佳進步獎學生

2008-2009 年度水運會得獎健兒

編委會  游韻鈺女士、梁凱欣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