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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聖心書院

家長教師會
第四十四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

本會出版組誠邀大
家來投稿，內容可
圍繞以下主題：

• 與子女相處的點滴

• 家教經驗分享

• 參與各項活動後的 
 感想

有興趣者請電郵予 
「家長教師會出版組幹事 - 
蘇穎兒女士」  
pta@shcc.edu.hk 

編委︰ 
蘇穎兒女士 
梁凱欣老師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十八屆 )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5年10月31日

港幣 港幣

流動資產 :

匯豐銀行往來帳 1,061,759.46

電費按金 0.00

預付帳款 0.00

1,061,759.46

流動負債 : 

應付帳款 0.00

暫存帳款（家校合作計劃） 0.00

0.00

流動資產淨值 : 1,061,759.46

資產淨值 : 1,061,759.46

財盈滾存

承上年度經常收入 /支出之財盈滾存 354,526.46

2015年6月1目至2015年9月30日期間財盈 /（財赤） 36,139.50

轉下年度經常收入 /支出之財盈滾存 390,665.96

冷氣系統維修基金

承上年度基金餘額 670,110.00

是年度轉變 

轉下年度基金餘額 670,110.00

1,060,775.96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八屆）     
經常收入 /支出表
2015年6月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淨收入/（支出） 

港幣

家教會年費 103,100.00 0 103,100.00
儲物櫃租金 72,800.00 0 72,800.00
銀行利息收入 0.00 0 0.00
教育局家校合作計劃資助經費 0.00 5,300.00 -5,300.00
逾期還書罰款收入 3.00 0 3.00
其他收入 0.00 0 0.00

出版組： 會訊印刷費 0.00 9,270.00 -9,270.00
文康組： 親子歷奇訂金 兩期 4,800.00 10,500.00 -5,700.00

燒烤樂晚會 /午間茶敍 33,930.00 29,367.50 4,562.50
行政： 典禮 (花藍 /廣告 ) 0.00 800.00 -800.00

固網電話費 (學生專線 ) 0.00  1,322.00 -1,322.00
學生飲水機濾芯 0.00  13,410.00 -13,410.00
 Tie, Belt 3,250.00 3,250.00 0.00
銀行轉名收費 0.00 100.00 -100.00
中一迎新日 0.00 4,238.00 -4,238.00

贊助： Fashion Show 2015 0.00 40,000.00 -40,000.00
CGYC 2015 0.00 40,000.00 -40,000.00
學生獎學金 0.00 8,000.00 -8,000.00
書券 0.00 15,386.00 -15,386.00
Extended Learning 0.00 800.00 -8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 217,883.00 
  

  181,743.50 
   

本期間經常性項目淨收入 /（支出）: 36,139.50

本期間財盈 /（財赤） 36,139.50

主席感言

•	 Fun	Fair	園遊會		5.3.2016	精美小食、精緻咖啡等……

•	「免揉免機		變出萬千麵包點心」烹飪班		9.4.2016

•	 春季旅行		24.4.2016	中文大學、西貢等地遊遊逛逛

•	 週年大會		21.5.2016專題講座

下學期活動預告

尊敬的老師和家長們：

承接陳耀龍主席在上期的「主席感言」中所述，現屆 (2015 – 2017) PTA 中除了主席和費聘馳副主
席外，本人和其餘的執委都是新加入家教會的成員。感謝他們兩位的帶領和幫忙，各執委都能很快的接

任職務。在家教會的不同活動當中，大家能充分地發揮所長，絕對是合作愉快的！ 

在過去的幾次會議和家教會的校內活動當中，校長和各位當執委的老師們也是非常的支持，並使我深深感受到家校合

作的好處。

為了我們的女兒們有更理想的校園生活、學習環境和全人發展的機會，我們都很認真地參與討論和投入策劃及主辦不

同的活動。之前的校園燒烤晚會、親子歷奇訓練營、午間茶敘和探訪觀龍樓長者義工活動等，都有賴熱心參與的家長和同

學們，各項活動都十分成功及圓滿！

下學年還有多項活動，例如週年旅行和週年大會暨專題講座等，敬希家長和同學們積極參與。

　　順祝

新年進步、身心康泰

副主席譚苑貞　敬啟

校 長 良 言

校長　霍慧敏修女

方法總比問題多──親子歷奇有感

一戊　鍾曉嵐    家長鍾錦泉先生

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很高興有機會能參與由家教會舉辦的親子歷奇活動。當天，

本人、女兒及大伙兒都玩得非常開心；因為活動除了啟發彼此的思考能力外，亦鼓勵我

們從不同角度、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在活動的過程中，也使每一個人明白溝通

及合作的重要性；這種體驗是平日很難有機會接觸到的，更重要的是

使學生能體會到「方法總比問題多」的道理。

最後要多謝家教會舉辦這有意義的活動，及

感謝幹事Ivy和Sandy的帶領，使我們

樂而忘返。

親 子 歷 奇 活 動 感
想

探訪獨居長者的活動感想

一乙　麥穎妍
在這次探訪獨居長者的活動中，我體會了親情的重要。
當我和一位婆婆聊天時，她告訴我們常常感到十分孤

獨和無聊，她的兒女們都要忙碌地工作而沒有時間來探望
她，婆婆十分期盼兒孫們能天天來看她。聽到婆婆的心裏
話，我想：當我長大後，我絕不會讓爸媽感到孤單，應該
多關心他們，噓寒問暖，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

親 子 義 工 服 務 感 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八日教宗方濟各在羅馬開啟了「慈悲之門」，宣示「慈悲禧年」的開始。在聖年內，教會特別鼓勵

我們學習天父的慈愛和寬恕。那麼，天父的慈愛，究竟是一份怎樣的愛呢？

路加福音十五章記載的「浪子回頭」比喻為我們勾劃了一位父親無條件的愛，包容和寬恕。在比喻中，父親以無比的愛

去接納和包容次子分產的要求和離去。同時，他更以無限的耐性和愛心，每天靜候兒子的回歸。當兒子悔改回來時，他以喜

悅的心情飛奔擁抱他，重新給他兒子的地位。天父的慈愛，正是如此；而這份愛，接納和寬恕，透過祂的子耶穌基督向我們完

美地展示出來。

在我們尚未認識天主時，祂便先愛了我們，讓祂的聖子耶穌基督降臨世間。他寬恕罪人，治愈病人，復活死者，重新將我們領

到天父面前。甚至在我們尚未悔改時，他便為我們的罪過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臨死時，更為我們祈求上主的寬恕，「父啊！

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甚麼。」（路23:34）他成為了天父愛的橋樑，用他的一生為我們述說天父的慈悲。

我們能怎樣在生活中活出這份慈悲呢？

家庭，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個重要的位置，滋養着我們的成長。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將家人間的關心和愛，不論

是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姊妹，視作理所當然。假如他們的表現不符合我們的期望或者要求，我們便會抱怨，甚或發脾氣。我們

能否以開放的心情，體諒每一位家人都有自己的限制，接納每個人都有自己不足和需要學習的地方，寬恕他們的「不完美」和對我

們的傷害，進而嘗試從他們的角度，了解他們。當我們在享受家人關心的同時，我們能否化被動為主動，踏出一步，主動關心我們

家人的需要，向他們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感謝和愛。我們不需要作一些偉大驚人的事，一聲的「早晨」或「感謝」，一個温馨的微笑，

一聲體恤的安慰，一個關心的眼神，一份由衷的寬恕，往往都能為我們增添生活的動力。

在家庭裏成為天父慈悲的使者，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高深的理論，而是我們一顆願意的心和實際的行動。在大自然的奧秘裏，

在聖經的話語中，在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內，我們經驗了天父的愛，我們體味了彼此間的情，深信因着這些愛的經驗，我們有能力去

愛，有能力與他人分享，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作一位積極主動的使者，向我們的家人傳播愛和寬恕的信息。

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個能左右家庭幸福和諧的決定。各位家長，老師和同學，你們願意

在新的一年內踏出此重要的一步，在家庭裏面，傳揚愛的信息嗎？其實，學校都是我們

另一個家庭，我們又是否願意在學校裏播種愛，寬恕，接納，感謝，包容和欣賞的種

子呢？

從 慈 悲 中 傳 揚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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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歷奇日營 
8.11.2015

學生飯盒試吃會30.11.2015

幹事梁綉雯女士代表幹事會出席學校
Music Odyssey 活動

秋季燒烤晚會21.11.2015

午間茶聚21.11.2015

親子義工服務12.12.2015

Being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5 Hong 

Kong Island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I am delighted 

to have met out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them, I  came to better 

understand m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is has encouraged 

me to constantly make improvements and to stretch my limits. 

Exchanging ideas with others has also widened my scope and 

has raised my awareness to things happening in society. I will 

keep enriching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prepare for 

coping with challenges ahead. In the future, I promise I will 

make good use of what I have gained to serve the community.

2015 Hong Kong Island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Senior Secondary Section)
Vicky Or,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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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子女相處的點滴

• 家教經驗分享

• 參與各項活動後的 
 感想

有興趣者請電郵予 
「家長教師會出版組幹事 - 
蘇穎兒女士」  
pta@shcc.edu.hk 

編委︰ 
蘇穎兒女士 
梁凱欣老師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十八屆 )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5年10月31日

港幣 港幣

流動資產 :

匯豐銀行往來帳 1,061,759.46

電費按金 0.00

預付帳款 0.00

1,061,759.46

流動負債 : 

應付帳款 0.00

暫存帳款（家校合作計劃） 0.00

0.00

流動資產淨值 : 1,061,759.46

資產淨值 : 1,061,759.46

財盈滾存

承上年度經常收入 /支出之財盈滾存 354,526.46

2015年6月1目至2015年9月30日期間財盈 /（財赤） 36,139.50

轉下年度經常收入 /支出之財盈滾存 390,665.96

冷氣系統維修基金

承上年度基金餘額 670,110.00

是年度轉變 

轉下年度基金餘額 670,110.00

1,060,775.96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八屆）     
經常收入 /支出表
2015年6月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淨收入/（支出） 

港幣

家教會年費 103,100.00 0 103,100.00
儲物櫃租金 72,800.00 0 72,800.00
銀行利息收入 0.00 0 0.00
教育局家校合作計劃資助經費 0.00 5,300.00 -5,300.00
逾期還書罰款收入 3.00 0 3.00
其他收入 0.00 0 0.00

出版組： 會訊印刷費 0.00 9,270.00 -9,270.00
文康組： 親子歷奇訂金 兩期 4,800.00 10,500.00 -5,700.00

燒烤樂晚會 /午間茶敍 33,930.00 29,367.50 4,562.50
行政： 典禮 (花藍 /廣告 ) 0.00 800.00 -800.00

固網電話費 (學生專線 ) 0.00  1,322.00 -1,322.00
學生飲水機濾芯 0.00  13,410.00 -13,410.00
 Tie, Belt 3,250.00 3,250.00 0.00
銀行轉名收費 0.00 100.00 -100.00
中一迎新日 0.00 4,238.00 -4,238.00

贊助： Fashion Show 2015 0.00 40,000.00 -40,000.00
CGYC 2015 0.00 40,000.00 -40,000.00
學生獎學金 0.00 8,000.00 -8,000.00
書券 0.00 15,386.00 -15,386.00
Extended Learning 0.00 800.00 -8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 217,883.00 
  

  181,743.50 
   

本期間經常性項目淨收入 /（支出）: 36,139.50

本期間財盈 /（財赤） 36,139.50

主席感言

•	 Fun	Fair	園遊會		5.3.2016	精美小食、精緻咖啡等……

•	「免揉免機		變出萬千麵包點心」烹飪班		9.4.2016

•	 春季旅行		24.4.2016	中文大學、西貢等地遊遊逛逛

•	 週年大會		21.5.2016專題講座

下學期活動預告

尊敬的老師和家長們：

承接陳耀龍主席在上期的「主席感言」中所述，現屆 (2015 – 2017) PTA 中除了主席和費聘馳副
主席外，本人和其餘的執委都是新加入家教會的成員。感謝他們兩位的帶領和幫忙，各執委都能很快的

接任職務。在家教會的不同活動當中，大家能充分地發揮所長，絕對是合作愉快的！ 

在過去的幾次會議和家教會的校內活動當中，校長和各位當執委的老師們也是非常的支持，並使我深深感

受到家校合作的好處。

為了我們的女兒們有更理想的校園生活、學習環境和全人發展的機會，我們都很認真地參與討論和投入策劃及

主辦不同的活動。之前的校園燒烤晚會、親子歷奇訓練營、午間茶敘和探訪觀龍樓長者義工活動等，都有賴熱心

參與的家長和同學們，各項活動都十分成功及圓滿！

下學年還有多項活動，例如週年旅行和週年大會暨專題講座等，敬希家長和同學們積極參與。

　　順祝

新年進步、身心康泰

副主席譚苑貞　敬啟

校 長 良 言

方法總比問題多──親子歷奇有感

一戍　鍾曉嵐    家長鍾錦泉先生

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很高興有機會能參與由家教會舉辦的親子歷奇活動。當天，

本人、女兒及大伙兒都玩得非常開心；因為活動除了啟發彼此的思考能力外，亦鼓勵我

們從不同角度、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在活動的過程中，也使每一個人明白溝通

及合作的重要性；這種體驗是平日很難有機會接觸到的，更重要的是

使學生能體會到「方法總比問題多」的道理。

最後要多謝家教會舉辦這有意義的活動，及

感謝幹事Ivy和Sandy的帶領，使我們

樂而忘返。

親 子 歷 奇 活 動 感
想

探訪獨居長者的活動感想

一乙　麥穎妍
在這次探訪獨居長者的活動中，我體會了親情的重要。
當我和一位婆婆聊天時，她告訴我們常常感到十分孤

獨和無聊，她的兒女們都要忙碌地工作而沒有時間來探望
她，婆婆十分期盼兒孫們能天天來看她。聽到婆婆的心裏
話，我想：當我長大後，我絕不會讓爸媽感到孤單，應該
多關心他們，噓寒問暖，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

親 子 義 工 服 務 感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