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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又開始了，先祝願各同學及家長生活愉快。家長教師會宗旨是協助學校推行更好的學習環境，是家長

與校方的重要溝通橋樑，藉此希望各家長能踴躍參與由家長教師會每年舉辦的各項大小活動；透過活動，增進家

長們彼此間的認識及「互相支持，共同協助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

每年學校都會訂立學習主題，而今年是「正向教育」。正向教育顧名思義是希望學生可從不同的學習方式，

學懂正向思維的心態。但什麼才算是「正向」？正向指正確，正面的方向，香港生活急促，外在環境充斥着不同

的壓力，歪理的說法到處皆是。雖然香港人早已好像是習慣了，對壓力不感到有什麼問題，對歪理說話不感怎樣

奇怪，但是，這些事往往是令人感到焦慮不安，承受不了的甚或不懂處理，可以影響身心發展，尤其青少年正處

於身理及心理有着不同變化的時期。

時常都會聽到很多人認為說話要積極，思想要正面，其實如果每天只是懂說積極話，只想正面事，這會否只

是鸚鵡學說的學習心態？要有正確的思維，不能只是順從，需要有反思維的想法，深入思考每一句話或事的正反

兩面，建立獨立思考批判，分辨是非的能力。家校合作正正需要家長們共同去建立正面的學習環境，不只是學校，

在家也是。家長、老師在某些事情上不一定永遠是對的，當有爭拗時，不妨給予學生空間去思考，去判斷，去靜

心聽她們的想法，這往往更能讓她們有正向教育的機會。

我深信能做到「將心比己，易地而處」，將來面對什麼困難都能有效地處理，不會再鑽牛角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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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學年，學校將會開展一個新的三年發展計劃。在未來

三年 (2018/19-2020/21)，我們會以「分享愛感恩過去　懷

信念展望未來」作為學校的發展方向。

一顆感恩的心容讓我們向一切事物抱開放的態度，使我們

能以一份嶄新的心思審視自身的經驗和週遭所發生的事情，再

賦予我們敏銳的觸覺，在萬事萬物覺察到愛和祝福的臨在。雖

然，我們生活上未必是事事如意，但有着感恩的情懷，讓我們

能夠洞察隱藏於困難、考驗和挑戰背後的祝福，體驗愛的臨在；

基於這份認知，我們有信心去面對生活上的種種考驗，能讓我

們常存盼望，勇於面對未來。

二零二零年，學校將會慶祝創校 160 週年紀念。回顧創

校的初期，在嘉諾撒修女踏足香港後的短短一個月內，學校便

得以創立。在種種的變遷中，學校能夠繼續發展，無不印證

了上主對學校的眷顧和祝福。當我們細數上主透過不同的人和

事，對學校不斷的眷顧和祝福時，我們便能夠以平和之心，懷

着信念和盼望，繼續向前邁進，與社會各界分享學校愛的使

分享愛感恩過去　
校長　霍慧敏修女懷信念展望未來

命——以全人教育為宗旨，本着基督精神及心靈陶育理念，為

社會培育正直及博學多聞的下一代。

感恩、分享、愛、信念和盼望均能引發人內在的潛能，

使之積極面對人生，這些正面教育的元素亦是學校希望聖心人

能擁有的素質。我們深信當青年人面對現今社會不同價值觀的

衝擊、生活和學業上的種種挑戰時，這些正面的素質能夠幫助

他們在迷惘中找到正確的方向，發揮所長，穩步向前。

各位老師和家長，我們如何能在學校和家庭中幫助我們

的年青人培養這些素質呢？或許我們可以問問自己：「我是否

一個懂得感恩、分享和愛的人呢？我是否對生命有清晰的信念

和盼望呢？」常說道：「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事工。」讓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學習，成為一個知所感恩，懂得分享和

愛的人，認清自己的信念，懷着着盼望和熱忱，好好地活在當

下，用我們的言行，為我們的青年營造正面的氛圍，從而感染

他們，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2017 年 10 月 7 日家長義工分享

交流聚會，增進彼此
的認識。

家長委員

主 席：	 李耀宗先生	(Mr	Kelvin	Lee)

副 主 席：	 陳嘉慧女士	(Ms	Carrie	Chan)、	
李國平先生	(Mr	Stephen	Lee)

秘 書：	 黃禮萍女士	(Ms	Connie	Wong)、	
梁綉雯女士	(Ms	Sharah	Leung)	( 兼任 )

司 庫：	 袁黃嘉慧女士	(Mrs	Lesia	Yuen)

培 育：	 蕭小玲女士	(Ms	Cherry	Siu)

教育支援：	 鄭健女士	(Ms	Alison	Cheng)

出 版：	 黃慕施女士	(Ms	Wong	Mo	Sze)

文 康：	 梁綉雯女士	(Ms	Sharah	Leung)

福 利：	 王自強先生	(Mr	Francis	Wang)

教師委員

校 長：	 霍慧敏修女	(Sr	Veronica	Fok)

助理校長：	 郭潔玲老師	(Ms	Priscilla	Kwok)

總 顧 問：	 李詠詩老師	(Ms	Wendy	Lee)

培育顧問：	 郭潔玲老師	(Ms	Priscilla	Kwok)

教育支援及	
盤念祺老師	(Ms	Nikki	Pun)

文康顧問：	

出版顧問：	 梁凱欣老師	(Ms	Leung	Hoi	Yan)

學校社工：	 秦恬宜女士	(Ms	Candy	Chun)

事務秘書：	 胡惠堯女士	(Ms	Amanda	Wu)

活動花絮

2017 年 10 月 8 日	親子歷奇活動：本會委托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舉辦	「野外鍛鍊日營」，精心策劃了一連串富挑戰性之野外鍛練活動，	讓參與者在陌生的環境中共同探索，為大家帶來了一次難忘的親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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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 日「贈關懷、懂感恩」——	親子義工服務
探訪社區隱蔽長者、送上福袋等心意禮物。

2018 年 5 月 5 日 

周年大會暨專題講座——「負
不能勝正」	

講者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
科學系項目主任、	

正向教育研究室服務督導郭啟
晉先生

2018 年 3 月 24 日 Fun	Fair
2018 年 4 月 22 日	

週年旅行日——	沙頭角農莊、沙田龍華乳鴿餐、
豆美味豆花園、居石侯公祠一日遊

2017 年 11 月 25 日	專題講座「全球化下子女應建立哪 5種

生活技能？它們和大學收生標準趨向又有甚麼
關係？」暨 BBQ

燒烤樂晚會
講者	Patrick	Sir 針對新的社會形勢，子女怎樣

建立自身的生活

技能並認識現今的學習趨勢。

親子義工服務活動後感 一丙 陳姵彤家長

今天我和女兒參加
了幹事會舉辦的這

個探訪

獨居老人活動，我
們所探訪的公公婆

婆都很精

神，他們說會在早上
到天台做運動，四處

逛，有時

還會到熟食中心吃
晚飯；他們更分享了

一些家裏的

小趣事，讓我們更
加深入了解他們。

我感受到老

人家從以前經歷過
戰爭到現在一路走

來，彼此互

相照顧，十分恩愛。

這次的活動讓我和
女兒都體會到獨居

老人

怎樣生活、如何照
顧自己的起居飲食

，真的很有

意義。

2018 年 2 月 3 日賀年糕點製作班——	李詠詩老師教授	
製作蘿蔔糕及芋頭糕之方法，並示範製作棗蓉馬蹄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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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慕施女士」		

pta@shcc.edu.hk

編委︰ 

黃慕施女士	

梁凱欣老師

嘉諾撒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九屆)經常收入/支出表 
2017年9月1日 至2018年5月4日(未經會計師審核)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淨收入/ 
（支出） 

港幣

家教會年費 @$100 97,400.00 0.00 97,400.00

其他收入 0.00

                       97,400.00

1718 家校合作計劃 經常津貼 17,572.00 17,572.00

活動二(親子歷奇日營) 0.00

活動二(講座) 0.00

活動三(聯校活動) 0.00

                       17,572.00

1617 家校合作計劃 退回教育局 -11,539.80 -11,539.80

                       -11,539.80

培育組： 家長義工茶聚(Oct 7 2017) -133.20 -133.20

AGM 茶聚 -1,641.00 -1,641.00

                       -1,774.20

出版組： 印刷費 (Newsletter) -4,750.00 -4,750.00

-4,750.00

文康組： 茶點招待S1(Aug 27 2017) -7,000.00 -7,000.00

親子歷奇日營 

(Oct 8 2017)@$270

5,670.00 -10,425.80 -4,755.80

燒烤晚會 

(Nov 25 2017) @$110

24,750.00 -26,670.32 -1,920.32

Parent's Talk (Nov 25 2017) -1500.00 -1500.00

親子義工服務 

(Dec 2 2017) @$100

3,600.00 -2,556.60 1,043.40

烹飪班 

(Feb 3 2018) @$180

2,196.00 -1,515.00 681.00

Fun Fair (Mar 24 2018) 9,232.00 -5,965.10 3,266.90

週年大旅行 

(Apr 22 2018) @$199/@$60

11,523.00 -17,344.00 -5,821.00

AGM Talk (May 4 2018) -3,500.00 -3,500.00

                      -19,505.82

行政組： SMS (短訊通告) -1,000.00 -1,000.00 

維修或保養(更換飲水機濾水芯) -13,416.00 -13,416.00 

固網電話費 -2,077.00 -2,077.00 

文儀雜費 -78.50 -78.50 

-16,571.50 

贊助： 家長日教職員及家教會委員午膳 -3,439.00 -3,439.00 

學生活動資助/贊助 -21,466.90 -21,466.90 

學生獎學金 -18,798.00 -18,798.00 

其他 -600.00 -600.00 

贊助工友 -1,000.00 -1,000.00 

-45,303.90 

總收入/總支出： 

本學年財政盈餘
171,943.00 -156,416.22 15,526.78		

15,526.78

2016/2017 親子義工服務 4/2017 

Graduation Ceremony & souvenir

-823.80 

-2,173.00 -2,996.80 

銀行戶口結餘 1,030,014.80 

本學年財政收入 171,943.00  

本學年財政支出 -159,413.02 12,529.98

至2018年5月4日 1,042,544.78 

• 10/2018 
家長義工交流會 

• 12/2018 
親子義工服務

• 3/2019 
Fun	Fair

• 10/2018 
親子野外鍛練日營

• 1/2019 
烹飪班

• 4/2019 
聯誼活動

• 11/2018  
專題講座及燒烤晚會

• 2/2019 
家長校董選舉

• 5/2019週年大會、	
專題講座及家長幹事改選

2018-2019 學年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