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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良言

面對學制轉變 勇於接受挑戰

第三十五期
二零一一年九月

及大學均聲稱改革規劃多年，資源調配足夠，大學學額
也有所提高，眾畢業生們的重重壓力仍是可以理解
的。

自二零零九年九月推行至今，香港新學制已經進入
了重要的第三年：第一屆新高中課程的中六畢業生即將

在這新舊學制畢業生並存的學年，我校在鼓

誕生，最後一屆的中七預科生也將會歷史性地替舊學制

勵同學奠定知識基礎、訓練多角度思維、提高分

劃上句號。

析能力、拓闊視野胸懷、認識社會世界的同時，

當全香港多家機構及輔導中心正落力地舉辦種種「新
學制新出路」及「新高中新文憑」等等的講座和展覽，關注
甚至擔心通識教育科這新核心課程時，也別讓我們忘記這新
舊學制過渡期的另一群主角：末代高考生。的確，新舊學制
交疊的這重要學年，學校班級數目創歷年新高，教育資源面
臨嚴重的足襟見肘；偏偏這十萬名末代高考生和新學制下的
高中畢業生將會同時出爐，同年升讀大學或就業。雖然政府

更會幫助畢業班同學迎接挑戰和競爭，勇敢向前，
達至突破及成功。相信她們在老師和家長的支持下，
必定自勉自強，奮力面對這一學年的種種挑戰。為升讀大
學兼收並蓄豐碩的養份，更為低年級的師妹們立下榜樣，
把聖心追求學問的態度及基督的精神不斷延續。
在此謹祝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有一個豐盛的學年！
主佑﹗

副校長 郭意明老師

主席感言

愛與關懷能成就子女的一生
新一屆的家長教師會

我經常反思一個問題：作為家

證明，在漫長的事業和人生路途上，成

幹事已經於五月當選，

績好只是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再者，

並於六月履行職務。首

長，在眾多責任中，最重要的一個是
甚麼呢？ 是要令子女成績名列前茅、

次擔任主席的我特別

長袖善舞，成為一個傑出的人嗎？過去

們喪失學習自我照顧的機會。我們是否

感謝上屆主席張志方

幾年間，我參加了多個家長教師會舉辦

該讓他們在生活上多經歷挫折，加強應

先生以及各幹事的無私

的講座和工作坊，並有很多機會與講者

變能力呢？

付出及貢獻，同時很高

及其他家長分享作為母親的苦與樂，能

興有一群熱心的新幹事與

感覺到很多家長矛盾的心情。為人父母

我並肩，繼續為學校服務。
在這個新學年的開始，我特別歡迎
中一同學及家長加入我們聖心這個大家
庭，希望同學能夠愉快地踏入中學生
活，健康成長。在每年的中一迎新日，

的都是希望子女開心成長，不強求子女
日後必須出人頭地，香港卻是一個功利
社會，在社會壓力下大部分家長唯有妥
協，逼子女努力讀書，放棄其他方面的
發展。

皆看見很多同學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踏

父母盡可能為子女生活上所有細節

入校門，同行的家長也很擔心女兒們能

安排得穩穩當當，讓他們專心學習。只

否適應新環境，因此踴躍互相討論；愛

要子女乖巧、成績好、考入大學，便是

女之情，隨處可見！我作為兩女之母也

家長一大成就。作為家長，我們是甘

不禁勾起女兒進入中一的情景，
反思自己過去多年來是否有
履行家長的責任呢？

願墮入以上的「思想陷阱」的嗎？
「子女沒有好成績，就沒有前途」
這句話是否誇大了學業的重要性？事實

如果我們處處過份保護子女，就會令他

我深信父母的愛是無條件的。無論
子女成績如何，父母都是那麼疼愛子
女。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要多關注他們的
品德操守、價值觀是否正確、是否以禮
待人，因為這些才是影響他們一生的！
在來年的家長教師會活動中，我們
仍會繼續舉辦一些講座以及工作坊，與
大家一起討論培育子女的態度及
方法，希望各位家長能踴躍參
加。順祝各位生活愉快！

主席 袁月卿女士

步行籌款
一個晴朗的清晨，七百多位愛心
人士聚集在聖心學校的操場上，他們
每一個人都懷著一顆為母校奉獻愛心
的強烈願望，在與天主禱告後開始了
步行籌款的旅行活動。
當天的活動非常熱鬧，參加的人
士有聖心學校的校友、天主教堂的修
女、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部分學生的
家長與朋友，甚至幼稚園的小朋友也
來分享今天的快樂；這次的活動成為
了我們大家庭的同樂日。

主席(2009-2011)
張志方先生致歡迎詞

雖然天氣炎熱，火辣辣的太陽把
大家曬得汗流浹背，但沒有人發出半
點兒怨言。見到久別的老師和同學，
有說不完的心裏話，分享不完的開心
事，照相機留下了我們美好的回憶。
兩個小時的時間，在笑語歡聲中不知
不覺的度過了，到達終點──薄扶林
水塘時我們感到意猶未盡。
在香港，有說不清的慷慨善長人
翁，但真正能為慈善事業而犧牲自己
寶貴時間和心血的人卻屈指可數；今
天來到現場的聖心人卻與別不同，譬

巾乙條

者獲贈毛

每位參加

如我們的阮小儀師姐，她是一位藝
人，工作非常忙碌，仍然願意抽時間
參加今天的籌款活動，為母校的擴建

步行籌款活動善款所得分佈表
No. of
Participants
SHCC student
SHCSPS
SHCS
SHCK
Alumnae
Guest
Staff
Walkathon(20/3)
Cash: HK$27,750
Cheques: HK$17,600
Total no. of participants
Sub Total
Total

2

401
30
184
29
13
100

Amount

Donation

HK$19,860 HK$57,300
HK$105,410 0
HK$140,000
HK$12,400 0
HK$6,000
HK$20,000
HK$31,700
HK$32,400

貢獻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
不同年代的聖心人承載著對母校

明報

的心意，團結一致的精神是難能可貴
的，通過這次活動充分體現了聖心學
校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家庭！

二己 (2010-2011) 余敏芝

757
HK$253,120 HK$249,700
HK$50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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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紅色的毛巾

如何面對孩子反叛工作坊

數百條在空中揮動的紅巾 ，再次燃起我對母校赤熱之心……
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早上，我參加了母校的步行籌款活動。甫抵集合地點，工作人員便送上一條鮮紅色的毛巾。當
時雖下著毛毛細雨，卻無損各人的熱誠和投入。一隊由母校神職人員、老師、學生、家長及舊生組成的人龍，脖子繞著紅
巾，以無比的熱情，貫穿了薄扶林水塘山徑。步行路程雖短，但足以助我舒筋活絡，亦讓我可和一些闊別良久的同窗重逢，
互通近況。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為母校籌款，擴建校舍，實乃一舉三得。
懷。昔日於母校十四年的生活點滴及種種回憶又都冒了出來。回想當年我能在那麼良好的環境下學
習和成長，全賴學校修女和老師們的無私奉
獻及歷屆舊生的慷慨捐助。俗語有云：「前
人種樹、後人乘涼」。在此，我籲請各位
校友，多多支持母校這次籌募經費，擴建

我們對母校的一點回饋。

流，得到身邊人的認同？？

著那條鮮紅色的毛巾，我希望我和其他參加者仍保留

身分的象徵？你不購買，就代表老土！莫說你只不過

著那股熱誠，並一直延續下去。

是一名學生！

走出來的歷史
上個星期天，一個風和日麗的早

婆婆的校友，有的帶着活潑可愛、哈

預計的事，而一所學校的運作不會只

上。我校舉行了一個步行籌款的活

哈大笑的孩子；有的獨自上陣，敘事

是走在風平浪靜的大直路上；當中總

動，目的是為學校籌募費用以供擴建

擁有一頭閃亮雪白的頭髮但以身體力

會遇到一級一級的階梯、崎嶇曲折的

及修葺工程之用，為下一代的聖心人

行支持母校。

小徑，面對種種的困難，必須要在彼
此的鼓勵和支持下才能成功地克服
的。

全程的路徑非常平坦，沒有什麼

動及捐款幫助學校，替學校感到分外

艱辛難走的小徑。只是那天剛好下了

自豪。我不是一個對學校有很大貢獻

今天，我有幸加入聖心的大家

一場微雨，一顆一顆的露珠在陽光的

的人，只是回想以前校長、老師、千

庭，跟大家走在這條路上，全因當年

照耀下一閃一閃的，令路面帶有一點

里迢迢來到香港創辦學校的修女們，

的學生、老師、修女沒有放棄過。面

兒濕滑，大家都要互相扶持慢慢走下

都在發揚「愛」的道理。感謝各位修

對逆境時，大家都互相握着手走過；

一級一級的階梯。路旁有一大片綠油

女、老師對學校付出了一百五十年的

這歷史也教我們現在無論遇到什麼難

油的樹林使各位從緊張、急促的生活

耐性和時間，培養一位又一位對社會

題，只要與家人和朋友分擔，一起跨

步伐上好好放鬆心情。

負上責任的學生和人才。要知道一百

過，一定能度過難關的，而且對未來

五十年中可發生的事很多：天災、疫

的我絕對是一份提醒。

症、戰爭……，這些往往是人們不能

呢！
有些人會反駁名牌是質優的代表，但這絕對不是年青學
生追求的東西。試問名牌東西推陳出新，年青人又怎麼會用
幾年而不轉換款式呢？優質對學生來說又是否那麼重要呢？
現今青少年的思想似乎只懂得盲從附和，是否真的有分
析力，思考力去判斷誰是誰非？同輩一句勝過父母十句。

生，嫌棄未能得到高薪厚祿，毅然放棄前途光門的正職，轉
移販毒，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其追求名牌的慾望，結果泥足深
陷，不能自拔。就此奉勸各未來社會之楝樑，正所謂「知足
者，貧亦樂」，切勿變成物質的奴隸。

中四級家長

左四為麥秀芬校友

麥秀芬 (1978年中七畢業生)

看見五、六百人能抽空來到以行

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背道而馳，年青人又怎懂得珍惜

而走險去販毒的新聞，實在感到痛心。好好一名大學畢業

姑勿論是否有能力購買，追求物質是否就代表追趕潮

校需要我們的支持和幫助還多著。正如我家中仍擺放

不過，現今大多數父母只恐其子女失禮於人，根本沒有
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所有東西變得理所當然，完全與「一分

就近期一篇有關年青人因不斷追求名牌而以身試法，鋌

為什麼要鼓吹物質享受？？？

是次步行籌款活動於兩個多小時便結束。但母

毫無賺錢能力的學生來說，那份虛榮感遠超於一切！

為什麼永遠要做別人的影子，而不是做回自己。

雜牌子──走開吧！

樣可以在優質的環境下接受教育，以作為

陌生的臉孔擦身而過，是一位父母及

香港──一個經濟型的社會，
到處是引誘，青少年實在抵受不了。
名牌手袋、「iphone」、衣服鞋履，各式各樣，
除非你是瞎子，每天都在你身邊出現。
用得起名牌的，就夠面子！

校園，改善教學設施，使我們的後輩同

一面跟着大隊走，一面見到無數

物質是那麼的吸引！名牌是那麼的重要！
現今青少年的價值觀就是那麼的膚淺！
身為青少年的家長，我實在有感而發。

畢業多年的我，當天目睹一眾年青學生朝氣蓬勃、士氣高昂，喚醒了埋藏在心底裡對母校的情

提供更全面的設備。

2011年3月12日

動輒用上過千元費用購買一個銀包，值得嗎？對於一個

二丁(2010-2011)

午間茶聚之
「通識知多少」

通識科的最大特色是透過議題探

索的習慣，從而達到思維明晰、立場

究學習，和多角度課題研習，從而建

明確的目標；這樣對於學生仍在未來

構個人知識。此科特別強調學生的溝

投入社會而面對變幻無窮、日新月異

2011年3月5日

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運用資訊科

的社會實在是有莫大的幫助。

──淺談三三四新學制下通識科的教

技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學重點和考核範疇
在三三四新學制下，通識教育科
是新高中課程中除中、英、數以外的
唯一必修科目之一。通識科的課程包
括六個單元：香港研究、環境教育、
人際關係、現代世界、今日中國及科
學技術與社會。

通識科實在是一科較新穎的科

學習通識科不再是以傳統的學習

目，所以無論對於老師或學生們都是

方法去強記，死記硬背書本上的知識

處於摸索及學習的階段中，故要「教

而應付考試，而是要求學生必須本着

好通識」及「學好通識」絕對是有一

求知、求真及求證的心態去思考分析

定的困難。希望教育局能多給予支援

及去批判每件事物，從整個學習思索

及提供更多的資源，使老師在教學上

的過程中漸漸地培養自己的見解及立

不會承受太大的壓力。

場，使學生養成凡事都善於分析及思

對於學生方面，應培養他們勤於
閱讀、放眼世界、融入社會及關心時
事的習慣。
學校也可嘗試安排學生在上課或
課餘的時間直接收看一些較重要的電
視直播節目，如香港特首選舉或美國
總統選舉等節目，然後給予學生時間

翁幗婷

去討論及發表意見。這樣使他們多關
心及參與社會事務，拉近彼此的距
離，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明辨善惡
是非，從而達到「德智兼備」的至善
教育目標。

科主任周湘君老師為家長解構如何應付通識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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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2010-2011）洪子晴
二戊（2010-2011）洪子逸
家長 翁仰純女士
5

眾幹事參與校友會所舉辦的盆菜宴
2011年3月4日

歷屆家教會主席、總顧問老師與校長合照。
左起董敏侖女士、傅李慧梅老師、張志方先
生、校長霍慧敏修女、劉葉鳳珠女士、陳文
珊女士、區陳惠芬女士及黎陳詠瑜老師。

關注、反思與實踐──嘉諾撒國際青年會議
二零一一年度假香港舉行的嘉諾
撒國際青年會議（Canossian

五月季會
幹事們與陳方安生女士合照

2011年5月14日

4Q商數秘笈──五月季會講座摘要
家長教師會誠邀余德淳
先生舉行“4Q商數秘

渡成長階段。

會中講

者認為家長除了
注重青少年之
「IQ」外，更
需對子女的
『4Q』給予
重視及訓練，
「4Q」包括情
緒商數（EQ）

Global

共衛生和公平貿易。青年代表分為十

Youth Conference 2011）已於七月二

個「代表國」，根據該國家立場及利

十二日完滿結束，與一百名來自東帝

益，就會議的三大主題進行思考和討

汶、菲律賓、印度、澳門及本地的嘉

論。他們更以模擬聯合國會議的形式

諾撒青年同樣帶着傳揚嘉諾撒福音精

建立聯盟及草擬解決方案。會議提升

神與關注、貢獻社會的理念回到各

了青年對國際事務的興趣，更讓青年

地。

代表學會以不同的角度審視國際問

本年度的會議有來自嘉諾撒聖心

題，反思個人和不同社會團體對相關
問題的責任。透過與各地青年的直接

、逆境商數（AQ）、心靈商數

常生活中對子女給予讚賞、支持、關

書院和嘉諾撒聖瑪利書院的高中同

（SQ）及創意商數（CQ）。

心，讓其獨立處事的機會、使能自我

學、兩校的校長與幾位老師籌委幹

激勵、鼓勵與人溝通，從而懂得選擇

事，同時幸得陳方安生女士、羅婉明

良朋益友。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對子女

修女為榮譽贊助人，和富慈善基金、

的情緒行為細意栽培，潛移默化，可

豐村電子(香港)有限公司、兩校的家

會議即將完結之際，青年代表們

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引領其自信、自

長教師會、校友會及「JaneClare」專

皆寫下行動計畫書，承諾會在回國後

發、有耐性、懂得聆聽、接納意見和

業皮膚護理中心等慷慨支持，讓參與

把會議中所學到的付諸實行。他們承

細緻思考。

者獲益匪淺。

諾抱着嘉諾撒仁愛與謙遜的精神，發

笈”講座，與家長們一
起探討怎樣協助子女過

本年會議的主題為能源安全、公

「EQ」是情緒的掌控能力，青少
年應有的責任感如自發性、團體合
作、挫折時的抗逆力等必須加以提高
才能為將來的路向奠下穩健基礎。 其
中情緒商數（EQ）分為八類優質，包
括自信、自發、樂觀、擅談、耐性、
合作、盡責及細緻等，講者更認為家

整理 秘書 余玉明女士

是次會議有幸邀請到的諸位講者

長們應加強訓練孩子的（AQ）逆境智

使活動生色不少，包括前任首席大法

慧。所謂逆境智慧是指人在遇到不愉

官楊鐵樑爵士、莊陳有先生等。參與

快或困難時的面對能力，能力高者會

者在會議後，繼續在社交網站保持聯

靈活變通、鎮定面對。家長應透過日

絡及分享與會的心得。

交流，代表們學會與不同國籍的人溝
通來往，也令他們更了解不同地區的
情況和需要。

備註：兩年一度的嘉諾撒國際青
年會議始於二零零三年，由本校校監
羅婉明修女創辦，旨在透過各地嘉諾
撒青年在香港模擬聯合國會議來討論
世界問題、各校精彩的文化表演、各
種分享、講座及本地參觀等，讓他們
體驗嘉諾撒精神的國際合一性與重要
性、嘉諾撒家庭文化多樣的特點，鞏
固青年對世界的敏感度與使命感，並
明瞭如何在工作與生活中實現嘉諾撒
仁愛與謙遜的精神，合適的運用領導
才幹務實地改善社會現況。
參考網頁: www.shcc.edu.hk/cgyc/index.html

六丁 (2010-2011) 江日嵐、樊安淇

揮個人的力量，以實際的行動影響他
人、改善社會，也讓更多人受惠於天
主的慈愛。

余德淳先生之公開講座（成人部訓練課程）
15/10/2011

平和的內心

箴十二︰20

Work for good, find happiness

22/10/2011

自足的健康

箴十四︰30

No jealousy, cancer

05/11/2011

說話的魅力

箴十五︰23

Make knowledge attractive

12/11/2011

和好的把握

箴十六︰7

Enemies into friends

19/11/2011

真情的忠友

箴十七︰17

Share trouble

26/11/2011

謙卑的美譽

箴十八︰12

Respected, unless humble

有興趣參加的家長，歡迎瀏覽以下網頁：余德淳訓練機構有限公司 www.cyt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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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霍慧敏修女致送紀念品與余德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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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壯觀震撼的眼前景像，
為自己能踏上這塊國家航天軍事重地
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也為能成為中
國的一份子感到光榮！擡頭望着遠處
在熱烈喝采我們的到

瀘沽湖泊的驚艷
航天科技的謳歌

來。不久，我們便到了
技術廠區。踏進廠內，一枚
巨大的火箭便映入眼簾，火箭以
純白色為主，前身印有我國國旗，

──暑期雲南、四川遊學行

火箭十分長、大，看不到盡頭似的。
解說員說這是一枚專供參觀的「長征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我們師

淡的天空。可是望向我的右方，遠處

生一行二十六人啟程到了雲南昆明，

的天空卻還是那般晴朗，太陽甚至把

開始了為期五天四夜的雲南、四川遊

一切景物都染上了淡淡的橘紅。在同

學之旅。在這短短五天的行程裏，我

一個畫面中，兩邊的景色卻可以如此

們體驗了許多讓人難以忘懷的經歷，

截然不同，讓我們所有人都歎為觀

親眼看到了無數神州大地瑰麗的風

止，不禁讚歎大自然的奇妙。

景，並在參觀中學習到了不少有關航

參觀完瀘沽湖，我們便啟程到另

天的知識。而獨特的風土人情和少數

外一個此次遊學的重點景點，西昌衛

民族的習俗都讓我們大開眼界，深深

星發射中心去了。翱翔太空，是人類

地體會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幾千年來的夢想。千百年來，人類把

這句話的真正意思。

對宇宙的遐想和探索太空的飛天之夢

我們這次遊學之旅的首個景點，

編織成一個個美麗浪漫的神話和傳

就是位於四川省和雲南省交界處的瀘

說，傳誦了一代又一代。然而，浩瀚

沽湖。這個美麗的湖泊就像一塊璀璨

宇宙的神奇與它的奧秘，隨著中國的

的寶石，深藏在叢山峻嶺之中，只有
能夠忍受長途跋涉之苦的旅人，才能
有幸一睹芳容。誠然，入山的旅程真
的讓人苦不堪言，長時間的乘車讓大
家都精疲力盡，可是當我們終於看見
瀘沽湖的倩影時，那份感動和雀躍也
同樣因此而更加深刻。
瀘沽湖的美，筆墨難以形容其
萬分之一。那是一種沈靜又生
氣勃勃的美——靛青色的
湖水，蔚藍色的天
空，還有那被落

日染得金燦燦的彩霞，構成了一幅讓

的暈染成澄澈的湛藍；舉目環顧四

人沈醉的畫卷。我坐在瀘沽湖特有的

周，遠山如黛，偶有一兩隻鳥兒劃過

豬槽船上，伸手探入湖中，感受著那

天空，恍惚中覺得自己已身處在仙境

清冽的湖水從我指縫中漏走。迎面而

一般。

來的微風中夾雜著淡淡的水氣，清涼
的空氣更是讓我神清氣爽。我聽到同
學嬉鬧時的笑語，但由於隔得遠，入
耳時已模糊不清了；反而是那木槳拍
打水面的聲音，清晰而有規律地在我
耳邊一直迴蕩著，讓我的心慢慢地平
靜下來。我的目光追隨著起伏的波
浪，看著原本碧綠的湖水在遠處漸漸

我們回岸的旅途竟然比去程要顛
簸多了。在不知不覺之間，天空中聚
集起了厚厚的雲層，風也變得凜冽起
來。我緊緊地握住船邊，身體隨著波

改革開放已漸漸揭開了其神秘的面
紗。這次，我們有幸來到了西昌衛星
發 射 中 心 ， 展 開 了 航 天 的
「探索」之旅。

三號」運載火箭，火箭長達四十多

無邊無際的晴空，我思緒萬千。看上
去美麗迷人的太空，究竟隱藏了多少
的秘密！隨着航天科技的日新月異，
中國航天的發展會為我們帶來多少的
驚喜呢？我相信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
並不會停止征服太空的腳步。他們正
漸漸地揭開「她」的神秘面紗，探索
令人驚歎的「寶藏」！

米，寬七八米。火箭分別由第一子

無論如何，這次旅程中學到的一

集、第二子集、第三子集組成，而火

切，都會成為我們寶貴的財富；而這

箭最頂方的是整流罩，作用是保護後

個旅程中的美好記憶，也會被我們好

方的人造衛星。

好的珍藏；每次想到的時候，都會會

出了技術廠區向左拐，沿着小
徑，拾級而上來到了一個小型觀光
台。站立在觀光台向遠方望去，只見
三座發射塔架矗立在一片片綠色的矮
樹叢中。發射塔高八十米以上，頂端
橘紅色部分的是吊車，可以對火箭進

心一笑，感謝老師讓我們有這樣一個
珍貴的機會去體驗，去學習。遊學之
旅是結束了，但學習和進步卻永遠不
會停止，願諸位共勉之。

三戊(2010-2011) 曾綉薇
三己(2010-2011) 梁嘉儀

行吊裝、起豎和對接；寫有「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字樣的銀白色部分為十
三層固定平臺，平臺可以一百八十度
旋轉；塔底有一個支撐火箭的發射台
和一個能耐高溫、高速氣流沖刷的導
流槽。此外，發射塔的周圍有三座呈
三角形分佈的三角架，高一百六十
米，造型獨特，解說員說那是避雷

我們坐著當地的觀光車漸漸地進

塔，可以在火箭、衛星吊裝上塔後有

入了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馬路兩旁竹

效防止雷電襲擊。這樣的避雷針還真

樹列隊迎候著遠方而來的我們，彷彿

是第一次看到呢！

浪越來越劇烈的起伏而晃動著。浪越
來越大，我似乎能感覺到湖水在不安
的翻滾著，咆哮著，空氣中滿是山雨
欲來風滿樓的感覺。浪花在與木槳碰
撞時破碎，綻開的水花滴落在我的身
上，冰涼得讓我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船夫更加賣力的划著船，努力在暴雨
來臨前把我們送回岸上。我回過身，
望著離我們越來越遠的群山和小島，
不禁舒了一口氣——它們早已被籠罩
在一層雨水的輕紗之中，加上升騰的
霧氣，使它們彷彿蓬萊仙境一般若隱
若現。「轟隆！」我的耳邊響起滾滾
雷聲，一道明亮的閃電隨即劃破了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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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 撒 聖 心 書 院 家 長 教 師 會 – 2 0 1 1 / 2 0 1 3 幹 事會

培育組組長
許少芳女士

出版組組長
鄭麗香女士

文康組組長
黃鳳琼女士

學校社工
秦恬宜小姐

教學支援組
組長
黃麗葵女士

出版顧問
梁凱欣老師

教育支援顧問
/文康顧問
盤念祺老師

事務秘書
何慧珊小姐

校長/會長
霍慧敏修女

顧問老師
傅李慧梅老師

福利組組長
石咪娜女士

主席
袁月卿女士

司庫
梁玉華女士

副校長
郭意明老師
總顧問/
司庫顧問
李詠詩老師

秘 書

秘書
馮笑萍女士

秘 書

培育顧問
李怡欣老師

輔導顧問
張郭潔玲
老師

副主席
張志方先生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1/2013幹事會
執行幹事會成員名單

副主席
劉佩嫻女士

文康組組長

秘書
余玉明女士

出版組組長

校方（顧問團）

主席

袁月卿女士 (Amy Yuen)

校長/會長

霍慧敏修女

(Sr Veronica Fok)

副主席

張志方先生 (Raymond Cheung)

副校長

郭意明老師

(Florence Kwok)

副主席

劉佩嫻女士 (June Lau)

總顧問/司庫顧問 李詠詩老師

司庫

梁玉華女士 (Judy Leung)

輔導顧問

張郭潔玲老師

(Priscilla Kwok)

秘書

馮笑萍女士 (Connie Fung)

培育顧問

李怡欣老師

(Canny Li)

秘書

余玉明女士 (Winnie Yu)

教育支援顧問/
文康顧問

盤念祺老師

(Nikki Pun)

培育組組長

許少芳女士 (Connie Hui)

出版顧問

梁凱欣老師

(Leung Hoi Yan)

教學支援組組長 黃麗葵女士 (Margaret Wong)

事務秘書

何慧珊小姐

(Sandy Ho)

文康組組長

黃鳳琼女士 (Candy Wong)

學校社工

秦恬宜小姐

(Candy Chun)

福利組組長

石咪娜女士 (Amina Sheik)

顧問老師

傅李慧梅老師

(Joanna Fu)

出版組組長

鄭麗香女士 (Connie Cheng)

去年某天的中午，與

首次加入中學家教

三個孩子的媽媽，最

本人過去曾任教育工

身穿校服之小女午飯時，

會，望能以既有經驗，與

愛玩，最愛熱鬧；亦愛做

作，故對孩子的成長甚為

身邊有位女士力說我參與

各執委及老師合作，為學

義工家長，但又什麼都不

關注。在小女幼稚園階段

1)

18/11/2010

Joyful Fruit Day

HK$2,000.-

家教會工作，她的2個女兒

生和家長謀取最好的福

懂，只因貪戀自己過往的

已是家教會任委員，積極

2)

22/1/2011

Fun Fair Day

HK$10,000.-

也是本校畢業生。是這位

祉。

學校生活。

參與學校不同的活動。今

3)

24/1/2011

Music Odyssey

HK$1,500.-

4)

24-27/2/2011

Book Exhibition

HK$1,000.-

5)

4/7/2011

Art Competition

H$3,000.-

6)

12/7/2011

Macau Trip

HK$9,700.-

7)

Canossian Global Youth Conference 2011

過來人的經驗推動了我的
興趣，有幸地成為本屆幹
事。希望透過參與家教會
工作, 真的做到與女兒在聖
心校園裏「同行」成長。

馮笑萍女士 Connie

余玉明女士 Winnie

福利組組長
My name is Amina Sheik.
I am the new exco member of
PTA and also the old girls of
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 I will do my best to
complete my tenure.

石咪娜女士 Amina

黃鳳瓊女士 Candy

教學支援組
大家好！我是黃麗
葵，是家教會新加入的成
員。對我感到陌生吧！不
要緊，在往後家教會的活
動裏將會有很多機會與大
家見面，交流意見及心
德，就此約定你下次活動
見。

黃麗葵女士 Margaret

有幸再次為家教會委員，
能參與更多有關學校的活
動。
再者，本人在小兒聖
保羅書院(中學)的家校委

(Wendy Lee)

2010—2011家教會贊助學生活動如下:

HK$20,000.-

員，在過去六年均主力籌
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團體
合作親子義工服務。本人
希望能在家教會以舉辦不
同的活動中，鼓勵家長及
學生可多參與投入其中，
促進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實行家校合一。

鄭麗香 Connie
新任幹事與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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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

下學年活動預告

經常收入/支出表

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 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會計師審核)

80,010.00

80,010.00

4,224.00

4,224.00

200.00

200.00

會訊印刷費
講座-「與e世代打交道」
「性在有你」工作坊
「如何面對孩子反叛階段」工作坊
午間茶敍
親子歷奇日營
燒烤樂晚會

贊助:

港幣

儲物櫃租金

「入門電腦應用」工作坊

行政:

港幣

122,700.00

講座-「4Q商數秘笈」

文康組:

港幣

淨收入/(支出)

122,700.00

逾期還書罰款收入

培育組:

支出:

家教會年費
教育局家校合作計劃資助經費

出版組:

收入:

0.00

12,000.00

(12,000.00)

0.00

3,500.00

(3,500.00)

5,000.00

6,000.00

(1,000.00)

980.00

750.00

230.00

0.00

30.00

(30.00)

1,410.00

1,115.00

295.00

920.00

494.00

426.00

7,520.00

7,756.00

(236.00)

21,680.00

23,686.70

(2,006.70)

Fun Fair

0.00

672.00

(672.00)

步行籌款

1,500.00

24,668.70

(23,168.70)

聯校活動

9,700.00

0.00

9,700.00

0.00

1,528.00

(1,528.00)
(4,500.00)

固網電話費 (學生專線)
會員大會/工作坊/會議茶點招待

0.00

4,500.00

文儀雜費

0.00

220.00

(220.00)

學生飲水機濾芯+座地飲水機

0.00

22,428.00

(22,428.00)

SMS(短訊通告)

0.00

4,000.00

(4,000.00)

學生活動資助/贊助

0.00

16,500.00

(16,500.00)

家長日教職員午膳飯盒

0.00

3,043.00

(3,043.00)

健身室設備

0.00

8,389.00

(8,389.00)

255,844.00

141,280.40

總收入/總支出:
本期間經常性項目淨收入:

114,563.60

本期間財盈

114,563.60

• 親子歷奇活動
• 親子義工服務
• 烹飪班
•季會
• 午間茶敘
•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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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麗香女士”
pta@shcc.edu.hk

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會計師審核)
港幣

港幣

流動資產:
匯豐銀行往來帳
電費按金

916,392.26
51,000.00
967,392.26

流動負債:
冷氣機及儲物櫃按金

(475,150.00)
(475,150.00)

流動資產淨值:

492,242.26

資產淨值:

492,242.26
港幣

港幣

財盈滾存
承上年度經常收入/支出之財盈滾存

173,268.66

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間財盈

114,563.60

轉下年度經常收入/支出之財盈滾存

287,832.26

冷氣系統維修基金
承上年度基金餘額
轉下年度基金餘額

編委： 鄭麗香女士

204,410.00
204,410.00
492,242.26

梁凱欣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