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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當全球在疫症的陰霾下苦苦掙扎，四周彷彿有無形隱身的病毒
隨處飄揚，街道行人的身影比以往越見冷清，戴上口罩的臉龐
已成了生活的常態，大家的活動範圍也由家外轉移到家中，上
班族如是，連學生也不能倖免。托賴科技發達便捷，如今上課
地 點 已 不 須 受 現 實 局 限 ， 由 學 校 課 室 轉 移 到 網 上 的 g o o g l e 
classroom、各人家中的客廳和睡房。到底這個學期，師妹們
的學習生活是如何渡過？雖然我們早已離開校園生活，但也讓
我們略窺一二，了解一下師妹們如何在「疫」境中學習吧！

事實上，在「疫」境中學習殊不簡單。網上學習與面授課堂縱
橫 交 錯 ， 學 生 需 不 斷 適 應 不 同 的 上 課 模 式 、 緊 貼 上 課 時 間 安
排。首先是去年9月首兩星期，全港所有學校進行網課；於9月
16日，教育局指出，學校可先讓全校1/6的學生回校進行半天學
習活動，鑑於中六同學須應對來年的文憑試，校方先安排她們
回校上課，其餘同學則進行網上學習。及後於9月29日起，學校
可全面恢復面授課堂，校園曾有一段短暫的人聲鼎沸熱鬧時光，
而同學於課後下午時段，仍須進行網上補課，以追趕以往縮短
了的學習時間。可惜好景不常，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所
有學校須於12月2日暫停面授課堂，直至今年1月10日，中六同
學能再次回校上課。3月初，中五同學加入面授課堂的行列，至
於其他級別的同學，則分批於上午進行網課、下午則回校上最
後三節課堂。

看到這裡，光是看著上課模式不停轉換，相信大家該已感到頭
昏腦脹吧！更何況身受其苦的師妹們呢？但大呼頭痛的，實是
校園上下一眾師生。疫情反復，為確保學生健康，教育局不時
更新復課指引，而校方亦須於有限的時間為同學作出最合宜的
課堂安排；如何平衡學生學習需要及防疫抗疫，實是校方一大
挑戰。亦因為受疫情影響，以往師妹們趨之若騖的陸運會、學
校旅行、鮑思高神父彌撒及感恩日均不得不取消；聖誕慶祝活
動則改於網上進行，由學生會安排聯歡節目及抽獎，並各班班
主任與同學進行網上遊戲。雖然受疫情所困，實是無可奈何之
事，但略去眾多學校活動，師妹們也難免搖頭可惜！

那麼，上網課的情況到底是怎樣的？大半天的上課天始於祈禱及早
訓，然後就是整個上午的網課時間。師妹們有兩節各十分鐘的小息
時間，而其他時間則正襟危坐於電腦熒幕面前上課，算一算，時間
可長達五個多小時呢！試想想，每天一大清早就要腰板挺直，埋首
發亮的熒光幕前，耳朵不停接收不同課堂的資訊及知識，是何等的
疲憊！加上並非每人都有舒適的環境，有些師妹只能瑟縮於床上上
網課；有些則於客廳、飯廳上課，而背後則有不同家人的身影來回
往返；有些則要與兄弟姊妹散布家中不同角落上課，上網課的辛酸
可想而知。幸好，現實環境並沒有局限課堂原有的學習進度及氣
氛，大家都逐漸適應網上學習模式：於 google classroom 上傳課
業；瞇起雙眼緊盯熒幕中老師展示的筆記；對著熒幕放聲回答老師
提問；於音樂課時輪流唱歌；於視藝課時在熒幕前展開畫紙揮筆；
於體育課時在家中一隅，對著鏡頭做掌上壓、平板支撐等……雖然
過程或會經歷困難，但相信事後回想，大家也會不禁會心一笑，暗
嘆自己是如何努力走過這「疫」境學習的日子！

在此，筆者衷心祝願大家身體健康，願大家與師妹們也能「疫」境
自強，而疫情亦能早日完結，校園能再次恢復人頭攢動的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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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hair, Rebecca, is a most sought- after speaker in 
the soci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 fields. In March 
alone, she made three presentations to different organi-
zations. Firstly, she shared her idea of and experience in 
smart ageing with students at HKUST. Ageing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and the econ-
omy. Increased longevity has drive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 
fulfill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Golden Agers (people 
45+) mean a dynamic emerging market and greater 
human capital resources. 

Rebecca also presented ways to develop a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for social business to Rotary Club members.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ocial and 
business sectors is most important in co-creating a 
favourable ecosystem that enables citizens to thrive.

In addition, upon invitation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Rebecca expounded education innovation with over 8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is more than just pedagogy or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It's about how we may empower students to 
become lifelong learners who are agents of change. 
Learning experiences should be redesigned to be close-
ly relevant to student interests and career paths, person-
alized to their abilities, and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the 21st Century.  Teachers act as facilitators, rather 
than just teaching, who will guide students to explore, 
research and use different tools to uncover and analyse 
new things and solve related problems. The thinking 
process that goes into it will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and their problem solving skills. 

Such presentations are important ways to engage differ-
ent sectors to discuss the way forward in the new 
normal.

我們的主席蔡美碧（Rebecca）是社會創新和教育領域最受追捧的演講
者。僅在今年三月份，她就向不同的組織作了三場演講。首先，她與科
大的學生分享了智齡的理念和實踐經驗。人口老化對社會和經濟各個方
面都具有巨大的影響。長壽推動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和實現個人成就
的新機會。黃金一代（45歲及以上的人）的人數越來越多，為經濟和
人力資本帶來新動力。

蔡美碧還向扶輪社會員介紹了發展社會創業協作生態系統的途徑。社會
企業和商業機構的跨界別合作十分重要，有利於創造公民繁榮的良好生
態系統。

此外，蔡美碧應教育局的邀請，與80多名中、小學校長一起探討教育
創新。教育創新不僅是指教學法或科技的運用，而是我們如何賦權予學
生，令他們成為終生學習的變革者。學校和老師應重新設計學習體驗，
使其與學生的興趣和職業發展道路緊密聯繫起來。並根據學生的能力進
行個性化設計，並適應21世紀的需求。教師不只是教，而是引導學生
去探索、研究和使用不同的工具來發現和分析新事物，並解決相關問
題。這個思考過程將幫助學生發揮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些演講吸引了不同界別討論在新常態下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方法。

Advocacy
in Social

Innovation
倡導
社會創新



舊生會已決定於2023年五月份舉辦盛大晚會，並且策劃各類型籌款活動，延續舊生會資助學妹
們在學校課程以外學習的經費。

回顧學校在60週年及65週年時，我們曾在學校義賣T-shirts，在山頂舉行(Walk Along)步行籌
款，在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大型的 (Sing Along) 音樂晚會，都一致獲得好評！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在學校祈禱室外的一幅牆，由一位香港藝術家替我們設計了一幅名為 
(Wall Of Devotion)的牆畫，以母佑會會祖聖瑪沙利羅修女故鄉的景象畫為背景。牆上一棵大
樹上盛放的每枝綠葉就是代表我們舊生對母校的愛心，校友只要籌得三萬元就可在葉上刻上畢
業年份和自設的名號，永留紀念！此舉得到多屆香港及海外校友熱烈響應，最終籌得一佰二十
多萬港元，為舊生會經費注入了一支強心針！

紀念品方面，多年來除T-shirt外，還有：印有OLC 字體的有蓋水杯，印有Wall Of Devotion 
的USB、印有聖母像的八達通咭套、聖母校服的手機電話圈、聖母校徽的書型音樂盒、文件夾
等...由於設計精美實用，反應熱烈，善款也籌得不少呢！

今次呼籲大家在集思廣益下，請踴躍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議，為母校的70大壽慶祝活動發光發熱!  

若有任何籌款及慶典建議可以直接聯絡:
1. Maggie Choi - Mayman7966@yahoo.ca
2. Endora Wong -endorawong@hotmail.com

時光荏苒，歲月流逝，

【學長計劃】方面 
2020年11月30日由【學長計劃】安排10位中三至中六班師妹，由
學長師姐 Frieda Leung，Elisa Lui 和 Esther Chak 帶領參加
Coffee Making Workshop 活動。師妹和師姐一起兩人一組，學
習基本咖啡沖調原理，使用專業義大利半自動咖啡機，練習製作牛
奶泡沫及拉花技巧，體驗沖調 Latte 咖啡，同學們細心聆聽導師講
解，與學長互相合作與交流，開心渡過一個上午！

學校在2023年就70歲了！



每年畢業的中六師妹在校完成高中課程後，部分會繼續留港或到
海外升學、部分會走入社會尋找工作。求職者固然需要一份清晰
詳細又有說服力的履歷，出國進修的同學也要留意有些外國大學
也需要申請人撰寫一份完整及突顯自己獨特價值的履歷。有見及
此，學術提升計劃組與學長計劃組在二零二零年九月開始籌劃一
個CV履歷培訓工作坊，希望除裝備師妹們一些基本撰寫履歷的技
巧，也為大家分享一些從人力資源和行政角度閱讀履歷的經驗。

在COVID-19疫情稍為緩和時，舊生會決定在二零二一年三月
二十日舉辦CV履歷撰寫培訓工作坊。但在招募中六師妹們報
名參加工作坊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早前因社會運動、新冠疫情
等各種原因學校停課多時，最近才能復課的同學們為爭取更多
時間補課及溫習去準備4月23日開始的DSE而未能參加工作坊
，舊生會亦因而暫時取消是次活動及會與校方商討再安排舉辦
日期。

「疫」境中的網上學習

CV履歷撰寫培訓工作坊
一波三折的CV履歷撰寫培訓工作坊要延期舉行了

禮儀講座
      
校友會一直致力推動舊生與母校的聯
繫，除了「學長計劃」外，校友會亦
會透過母校的協調舉辦不同的活動予全校的學妹，藉以讓校友身
體力行回饋母校之餘，亦能加強與學妹的交流。

校友會每年都會邀請數位校友向中六學妹分享應試技巧及投考大
學的心得，幸運地今年並未受疫情影響，早於十一月已安排了數
位校友到校與中六級的學妹分享。然而去年欲舉辦的中一禮儀講
座卻因疫情影響而延至本年，可是今年疫情再度爆發，故禮儀講
座只好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禮儀講座由校友會主席蔡美碧女士主講，她曾多次被各大企業、
慈善機構及教育機構邀請講解社交禮儀要點，對禮儀培訓具有豐
富的經驗及心得。

蔡美碧主席於二月二日及二月二十三日先後向中一及中二的學妹
講解禮儀要點，透過教授個人儀容、舉止儀態，如打招呼、握手
、眼神接觸、坐姿等技巧，讓學妹學習正確的社交禮儀，表現個
性及修養，提升社交能力及溝通技巧，更重要的是幫助學妹建立
良好的個人形象，有助個人成長及提升個人競爭力。

是次活動反應不錯，有出席的學妹表示這是終生受用的技能，這
次的分享讓她學習到待人接物及互相尊重的態度，有利於建立良
好的人際關係。也有學妹表示要有良好的禮儀先要養成良好的生
活習慣，例如坐姿要端正，這樣個人品味、自我形象和自信也得
以提升，從中也表現出優質的個人素養。

第四屆（2019-2021年度）
的『學長計劃』得到33位學長支持，
42位中三、中四及中五學妹參與。於
2019年10月12日舉行的學長計劃迎
新活動中建立WhatsApp群組，方便
學長與學妹溝通。

2019年10月至12月期間，由多位專
業學長透過電話、WhatsApp等渠道
提供各所大學網上資訊，讓學妹能了
解心儀課程之收生要求及課程內容，
以協助學妹尋求升學方向。於2019年11月5日至27日期間，校友會邀請了4位來自不
同行業的師姐，包括擔任嶺南大學學生服務、上市公司公司秘書、社福機構及社會工
作服務等領域，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學校與4班中六學妹分享應對重要考試及投考大學之
安排，提供可行方法、技巧和心態準備等，並分享她們在人生路上以及職業路上致勝
之道，令同學得益匪淺！

此外，2019年12月1日 『學術提升計劃』與『學長計劃』合作，帶領30多位中四至中
六學生到油麻地城景酒店舉行面試工作坊，得到10多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學長以及林校
長的大力支持，為學妹在文憑考試後的大學面試或工作面試做好充分的準備，會後還
一起共進自助餐，開心聯繫感情。

從2020年1月份開始，因疫情關係，雖然學長與學妹未能見面，但大家通過不同渠道，
關心及發放正面鼓勵的消息和有用的網上學習平台信息，包括短片、網上會議等，讓
學妹在應付中學文憑試及選擇學科方面更有信心。於2020年7月18日『學長計劃』更
首次在網上舉行學長分享會議，有二十多位學長參加，邀請了城市理工大學霍穎壎教
授講解，他參與的各大學及商業機構的師友計劃之經驗，相關的視頻也可以在學校舊
生會『學長計劃』活動網頁觀看重溫！
http://ppac.olc.edu.hk/blog/2020-7-18

性格透視工作坊
近期活動

提升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