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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良言

內心一片靜土，每天一點自省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戶 6:24‧26

一年之計在於春，猶記得求學時，在
一年之始，老師往往以「我的願望」為
題，讓同學談談他們的新年大計。去年，
我們懷着歡欣的心情慶祝學校一百五十周
年校慶，在為學校過往百多年的成就及所
培育的同學感恩之時，也正是我們為學校
未來的發展籌劃的時刻。面對廿一世紀經
濟和科技的發展，面對新時代的衝擊和挑
戰，學校如何以全人教育為宗旨，本着基
督精神及心靈陶育為理念，繼續為社會培
育正直及博學多聞的下一代？
為配合新高中的發展，在修會的支持
下，並得到校友和家長們的協助，學校的
一百五十周年發展計劃及其籌款活動現正
密鑼緊鼓地進行。透過此發展計劃，學校
希望能提供更理想的學習環境和場地，讓
同學在美藝、話劇等方面的才能和其他學
習經歷，有更大的發展。同時，藉着資訊

科技的協助，提昇同學自學的能力，最終
成為一個自主學習，勇於探究及樂於求知
的人。
然而，身處瞬息萬變、資訊泛濫的世
代，同學如何自處及取捨呢？
優化學習環境，提供理想的平台，讓
同學有廣濶的視野，作多方面的發展固然
十分重要，但不可忽略的是同學的心靈培
育和內涵修為，更是他們作明智抉擇的一
盞明燈。校監羅婉明修女曾和參加嘉諾撒
國際青年會議的青年分享廿一世紀嘉諾撒
青年領袖應具備的素質──善於反思，智
巧而又富創意，虛懷若谷和仁愛至善，作
為青少年成長時期重要同行者的老師和家
長，我們又如何幫助同學培養這些素質
呢？
在繁忙的生活裏，內心的一片靜土，
是至為重要的。我們為同學準備多姿多采
的學習生活時，有沒有提醒他們預留一片
空間給自己呢？在那裏他們可以接觸自己
的內心，了解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強弱
項，深化生活中每一個的經驗和學習歷
程，讓自己在每一個生活片段中成長，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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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否鼓勵同學每天養成最少十五分鐘自
省的時間呢﹖
當我們能欣賞自己的優點，在不斷發
展自己潛能，又能接納自己的不足的同
時，我們便可以滿懷信心面對未來，運用
自己的才能，以富於創意的方法應付挑戰
和困難；同時更能以謙虛的心，聆聽別人
的意見，如基督一樣，明白自己擁有的一
切，都是上主的禮物，從而樂於與人分享
自己的生命和愛。
植根於愛和善，能讓同學在一個價值
混淆和充滿矛盾的世代中，得享一道清
流，在面對抉擇時，能夠作出明智的決
定。那麼，怎麼才能植根於愛和至善呢？
耶穌聖心的大愛為同學是靈感的泉源，生
活中愛的體驗和周遭人對正確價值觀的持
守，同樣都是不可或缺的，生命影響生
命，我們的言行、我們對生命的態度和看
法，都可能對同學有莫大的影響。
在新的一年內，祝願學校和家庭繼續
攜手合作，為同學提供一個充滿慈愛、欣
賞、接納和正能量的環境，鼓勵同學創造
自己的個人空間，反思自己的生命經驗，
培養和持守正確的價值觀，擁抱挑戰，成
為一位充滿自信和勇氣的自主學習者。

校長 霍慧敏修女

主席感言

當父母的角色，是一輩子的事
光陰似箭，本屆家長教師會已過泰
半，除如常舉辦每年兩次大型講座、工作
坊、午間茶敍、親子互動日營、周年大旅
行及校園燒烤晚會外，去年初更將積存已
久的冷氣機及儲物柜按金退還家長，在此
特別銘謝司庫不嫌麻煩，處理以千計支票
退款；亦順度再次多謝各家長捐款，捐款
總數約港幣十四萬元，將全數撥入冷氣機
維修基金。另外，去年的會員大會中，順
利通過多項會章條例修定，令會章更完善
及切合時宜。再過兩、三個月，現屆家長
教師會眾幹事即將卸任，在此預先感謝他
們無私的付出。又到新一屆幹事競逐上
任，冀盼在引入新幹事同時，能注入更多
新思維、新創建，更緊密地與校方合作，
務使我們的女兒能在完善的校園環境下一
展所長。
提到校園環境，大家定必關注正在籌
辦的「一百五十周年校園擴建計劃」，如
要查詢工程計劃進度及捐款數字，請參閱

www.shcc.edu.hk之 「Design of the150th
Anniversary Project」；此網頁資料每月
更新，在此不贅。為配合及支持此項擴建
活動，本會特定在三月二十日舉辦慈善步
行籌款，敬請各家長踴躍參加。
參與校內會務，已是第六個年頭，在
處理會務期間亦接過不少資料查詢甚或投
訴，如對校巴、飯盒供應商的服務素質及
收費、老師教學態度、功課繁多或校規條
例等問題，整體上出自家長們關切女兒校
內生活情況，實屬正常；同時也反映現今
家長較從前對子
女的關切及其在
校內情況大大提
升，實屬可喜。
然而，換轉另一
個角度，相信大
家也同意學校也
是一個社會縮
影，同學間有如

同事，老師好比上司。同學每天要交功
課，如同我們上班要交公差一樣。遇有難
題，是否可先讓她們自行處理，只從旁聆
聽，不必每事由(上司)大人出面。即使她
們受了怨氣或懲罰，亦刻意忍口，讓她們
承受小小挫折後自我成長，日後更見堅
強。有否聽聞，家長陪同大學畢業生往公
司進行求職面試嗎？家長或多或少經歷貧
窮或在逆境中長大，不經意地希望下一代
不用捱苦，能健康愉快地成長。在物質充
裕的環境中，更不想她們捱窮或在人前丟
臉。但孩子如長期在溫室中長大，又能否
面對現今社會的種種挑戰、誘惑、經得起
風浪之侵襲而又安然渡過呢？在如何教導
女兒方面，我不時反思，從前父母是如何
看待我們，雖然時代不同，但發覺大同小
異，都是本著「愛」。本著學習精神，我
總會參考有關書籍，如何做到「聆聽及
諒解，尊重與包容」。當「父母」角色是一
份長期差事，是沒有做完的一天呢！

主席 張志方先生

參觀環保圖書館有感
你希望在一處遍地開花、空氣清新的地方，坐在木椅

一間樹屋，它和周圍的大樹、小溪等景色配合得天衣無縫，

上，靜靜地看書嗎？你還希望在一處能忘掉煩惱、遠離煩

令人感覺靜謐又和諧。一踏進書香木香夾雜的圖書館裡，你

囂的地方看書嗎？我想大部分人都會嚮往這種生活，可是

更會忘記自己是身處在社區中。 在這樣怡人的環境裡，我們

這世上真的有這種地方嗎？有的，有這種地方。北投圖書

可以吸着新鮮的空氣，靜靜地看書及休息。如果累了，還可

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以欣賞面前優美的大自然，讓眼睛得以休息。這種愜意，在

位於臺北市郊的北投圖書館是全臺灣首座綠色圖書

香港是很少享受得到的。

館，座落於林木茂盛、鳥語花香的北投公園。它是在2006

因為還有時間，所以我和朋友在圖書館外逛逛。在逛逛

年底正式啟用，整體建築多採用木材與簡單的鋼架所搭設

的時候，突然看見一隻可愛的小松鼠。因為香港少機會見

而成，使這整棟建築物可以融入公園林木而不顯得突兀。

到，所以我們就一窩蜂走去拍照。雖然圖書館周圍都有人

它利用太陽能發電、木造外形及雨水回收系統，是一座環

在，可是只有我們反應這麼大。那是因為台灣是主張人和動

保圖書館。北投圖書館還曾經獲得「綠建築標章」。

物並存，所以臺灣人已經習以為常。可是香港卻是主張以人

去年暑假我有幸參加了學校舉辦臺北、宜蘭生態之
旅，有機會一睹北投圖書館的特別。記得進去參觀的時
候，我看到很多學生靜靜地看書，甚至有一些人因坐位不
夠而坐在地上看書。我走的時候也頓時感到戰戰兢兢，深

為主，以動物為次，所以接觸少，不習慣。人是有生命，動
物也有生命啊！不能因為牠們不懂得說話就要分等級。這個
世界是屬於所有活着的人和動物，我們應該學習臺灣那樣去
尊重牠們。

怕會發出聲音影響他們。那裡充滿着

我認為香港可以仿效臺灣興建一座環保

書卷味，簡直是愛書人的天堂；更有

圖書館，最好是一座和北投圖書館的建築風

戶外閱讀區，讓我們可以在大自然的

格相似。這樣香港人就能享受到這種愜意，

陪伴下看書，是另一種享受。而且，

也可以提高香港人的環保意識。而且，我們

那種寧靜又濃厚的讀書氛圍，和香港

香港人應該學習臺灣人，尊重動物，尊重大

的不太一樣，令我們一生難忘。

自然。我們要記住：這個世界不是只屬於我

當我看到北投圖書館時，有眼前
一亮的感覺。北投圖書館的外形就像

們的，是屬於所有活着的人和動物，還有大
自然呢！

五己 楊雅煜

從小玩意悟大道理

達終點，也有人被困樹前不斷打圈，

親

家都能完成旅程，順利過關。

不懂繞樹而過，也有人……。幸好大

子歷奇活動是甚麼？對於我

緊接而來的活動，有親子背對背

這個「初哥」來說，是玩玩

從地撐起身、有集體以「一陽指」舉

集體遊戲、捐窿捐罅吧！11

起躺在地上的隊友，總的來說，就是

月7日的早上，天氣還有點涼，我們一
批家長和同學，浩浩蕩蕩前往位於大
埔洞梓的童軍中心，參加家長教師會
舉辦的親子歷奇日營。

體力、智力和合作性的考驗。

通有更深的體會，學懂了一往直前地

平的石牆，在同伴指示下一步一步的

把問題解決。

後，在石牆上大顯身手，最後大家更

則是這樣的：大家在按着同學的指

嘗試蒙着眼睛攀石，和在石牆上玩

示，在白紙上畫上不同的圖形，在第

「剪刀、石頭、布」遊戲。原來只要

一輪不准問問題的環節中，大家畫出

有決心踏出第一步，克服困難並非難

的圖形可真是天馬行空。到第二輪大

事。

溝通才能準確傳遞訊息。

雖然我們都有點筋疲力盡，但透過這

動。戴上頭盔的小女孩們抓住凹凸不

簡介了活動後，先來個熱身。遊戲規

的大道理：溝通不是單向的，雙向的

途。縱使我們衣服上添了不少汗水，
天的親子歷奇日營，令我們對親子溝

攀爬。連爹哋、媽咪們也不甘囡囡之

確性大增。導師隨即道出這個小玩意

智力交融的挑戰，我們終於踏上歸

最令大家興奮的，要數攀石活

到達童軍中心，接待我們的導師

家可以隨便發問，結果大家的答案準

下午四時許，經過一整天汗水與

歷奇訓練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歐美國家，1970年引進香港，是一種
從外展訓練理念中演化出來的輔導技
巧，揉合歷奇、體驗式學習，及小組
和個人輔導，令參加者從中學習和成
長。歷奇訓練近年已被應用到青少年

壓軸好戲之一，就是大家蒙著眼

輔導工作以至企業培訓等不同範疇

睛，一個一個的沿着繩索摸索而行，

上。家教會這項一年一度的活動，明

其間更要「爬上爬落」。這可真是非

年你們還會錯過嗎？

一般的考驗，有人信心十足，迅速到

爹娘博客BLOG
疲倦又開心的一天... Fun Fair
22-1-2010 (星期六)

今年與女兒一起負責遊戲攤位，本擔心她會不住投
訴辛苦、疲倦，結果是出人意料的落力，值得一讚！
早上人流未算太多，開幕儀式過後，校長牽頭一試
極具荔園風味的家教會攤位遊戲：「跟你做個
FRIEND」 和 「一擊即中」，平日一臉嚴肅的校長也跟
老師、校工、家長和中學生一樣盡情地玩。整個校園熱
鬧非常，除了攤位遊戲之外，也有舞蹈、辯論和歌唱表
演，真是目不暇給。

一乙徐子欣家長 李旭綉女士

中午開始人潮湧現，許多小學部的同學與家長魚貫
進場，我們的兩個攤位遊戲最受年青人和小朋友歡迎。
小學生很可愛，偶然擲中要扣分的階磚時，又會嘟咀皺
眉，似要投訴為何偏要把 「吸毒」 和 「遲到」 放在中
間。所以，我整天講得最多的鼓勵說話也就是「加油
呀！努力！再試一次！」，蓋印時當然還要稱讚一下。
小朋友擲得興奮時，家長也看得開心。一些年幼新
手往往會急不及待的，把一到手的籌碼狠狠地擲出來，
也懶理要交怎樣的好友，一個個彷如暗器的籌碼就飛到
我身上來，就如電影中葉問師傅說：中、中、中，我不
禁慶幸擲的不是「一擊即中」 攤位中的大型豆袋。
還有一班忠實小粉絲不時在攤位前排隊與我交談，
感覺既親切又好玩，每當搖鈴聲響起時就更令人振奮，
畢竟要5分全取絕非易事，PTA當然要送上糖果作獎
勵，看着小朋友笑盈盈地吃着糖果，我也樂透了。看着
一張張笑臉，漸漸忘卻疲倦，也不覺時間流逝。
後記：Fun Fair 已籌辦第3年了，真的很高興可以
參與其中，PTA亦感謝一班義工家長、老師、同學們的
鼎力支持，令家教會奪得最受歡迎攤位之冠。期待在3
月20日的慈善步行籌款活動中再有您的參予，讓我們再
一次感受那份熱鬧、那份喜悅和感動！
想分享我們的喜悅，Click入家教會網頁相簿看看
http://www.shcc.edu.hk/~pta/Photo.htm

出版組 游韻鈺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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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害處

『與ｅ世代打交道』講座簡報
幹事 張惠卿女士 整理
打機上網電玩已是年青人日常潮玩的通訊玩意，因網上資訊新奇無
限，年青人容易沉溺於網上世界。然而新一代父母為口奔馳及對電腦認
知有限而未能同步認識網中世界，且沒有充裕時間與他們溝通，容易產
生「數碼鴻溝」。
本會特於十一月十三日誠邀雅歌家庭輔導及訓練協會總監屈偉豪博
士擔任大會講座嘉賓，主題為『與e世代打交道』，讓家長們多了解及
怎樣面對孩子上網問題。屈博士以幽默風趣的語調，列舉個人生活體驗
及如何實踐家長和子女應該學習的態度。這次講座內容充實，令大家得
益不少，這樣一個既生動又踏實的講座又怎能少你們一份兒啊，在此節
錄部分內容和大家分享：
認知孩子沉溺網上世界，首先要有敏銳的觸覺去注意他們平時的生
活行為：
• 會否因上網而出現人際關係、工作、學業和前途等等問題呢？
• 曾對家人、老師、社工或其他人隱瞞上網情況呢？
• 用上網作為逃避或發洩情緒的途徑？
• 沒有上網時，是否顯得情緒波動及焦慮不安呢？
以上種種可能性都需多加留意，以免日後愈陷愈深而不能控制呢！
事實沉溺網絡電玩對孩子及青少年做成很多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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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困擾 :
• 生活惡習
• 家庭失衡
• 親子疏離

父母預備 :
任
• 重視教導責

警覺
• 要有敏銳與
識
• 掌握上網知

性

有:

• 虛耗
時間

，無心向
學
• 長期
亢奮，健
康受損
• 生命
狹窄，孤
獨疏離
• 情緒
不穩，放
縱衝動
• 毒害
資訊，造
成沉溺

家長避免犯以下錯誤

切記勿軟弱無力，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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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沉溺

• 不要即時解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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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只重壓制，
而忽

罵

略教育

給予輔助方向應有態度

治療 :
校長霍慧敏修女致送紀念品與屈偉豪博士

• 及早糾正頑劣的沉
溺行

• 管制行為

以上幾個論點及方法正正回應了家長燃眉之急....
此外，若果能與子女有效地溝通，減少父母和子女之
間的磨擦和隔膜，與孩子一起鑽研及探討電腦知識世界，
藉此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

為

• 改善生活習慣
多聆聽及了解 :
• 為他們尋找背後推

力

• 避免爭辯是與非、
黑與白，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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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家庭輔導及訓練協會
http://www.watwaiho.com/
筆者後話：
這講座給了我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自己也必須鍛煉毅力
和決心，與孩子鬥智鬥力，需不斷努力嘗試，把自己升
「呢」，從而慢慢地改變子女對電玩沉溺態度！這篇簡報
希望能與大家分享對ｅ世代的關注及在過程中分享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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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須 :
重要資源 :
- 安裝過濾軟件(政府影視及娛樂管理處)
- 有網能量(基督教服務處)
http://www.hkcs.org/archives/letswalk3/lw3.html
- 做個智net (青年協會)等資源協助下，減少風險呢

• 擴闊興趣經
驗

• 建立家庭溫
情，

培養興趣自尊
• 立約限制上
網，管制工具

家教會活動花絮

中一迎新日
28.8.2010

「性」在有你
家長性教育工作坊
11.12.2010

挑選飯盒供應商
13.11.2010

燒 烤 晚 會 13.11.2010

周年大會 (專題 講 座 ： 與 e 世 代 打 交 道 )
13.11.2010

Bon Voyage, Fun Fair

22.1.2011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

為學校擴建工程出一分力

經常收入/支出表

家長教師會步行籌款

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 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會計師審核)

家教會年費
儲物櫃租金
逾期還書罰款收入
出版組:
培育組:

文康組:
行政:

贊助:

收 入:

支 出:

淨收入/(支出)

港幣

港幣

港幣

122,700.00
80,010.00
148.00

會訊印刷費
講座-「與e世代打交道」
「性在有你」工作坊
「入門電腦應用」工作坊
午間茶敍
親子歷奇日營
燒烤樂晚會
固網電話費 (學生專線)
會員大會/工作坊/會議茶點招待
文儀雜費
學生飲水機濾芯+座地飲水機
SMS
學生活動資助
健身室設備

總收入/總支出:

122,700.00
80,010.00
148.00

0.00
0.00
980.00
0.00
630.00
2,520.00
21,68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000.00
5,217.00
0.00
30.00
349.00
7,500.00
21,292.70
612.00
4,500.00
150.00
6,948.00
2,000.00
2,000.00
8,389.00

228,668.00

64,987.70

怎能沒有你的參與？請大家踴躍支持，
詳情另見通告或留意本會網頁。

(6,000.00)
(5,217.00)
980.00
(30.00)
281.00
(4,980.00)
387.30
(612.00)
(4,500.00)
(150.00)
(6,948.00)
(2,000.00)
(2,000.00)
(8,389.00)

本期間經常性項目淨收入:

163,680.30

本期間財盈

163,680.30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會計師審核)
港幣
流動資產:
匯豐銀行往來帳
電費按金
流動負債:
冷氣機及儲物櫃按金

港幣

923,258.96
51,000.00
974,258.96
(432,900.00)
(432,900.00)

流動資產淨值:

541,358.96

資產淨值:

541,358.96
港幣

財盈滾存
承上年度經常收入/支出之財盈滾存
2010年9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間財盈
轉下年度經常收入/支出之財盈滾存

173,268.66
163,680.30

冷氣系統維修基金
承上年度基金餘額
轉下年度基金餘額

204,410.00

港幣

336,948.96

204,410.00

步行籌款路線

541,358.96

編 委: 游韻鈺女士 梁凱欣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