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周年 校慶 彌 撒
「上主庭院，建基於世上，以世人為子

應學習聖母的謙遜。夏主教指出，能成為「天主之

悠揚的歌聲於禮堂徐徐響起，夏志誠輔理主教

卑自下：「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

民，上主永為萬聖之尊！」隨着〈上主庭院〉

與一眾輔祭緩緩步入禮堂，使9月29日下午的
禮堂頓時化身為敬畏上主的庭院。師生一同以

莊重、虔敬之心參與彌撒，祈求於學期伊始之

時，蒙幸天主一直的保守，並偕同基督耶穌以

彌撒聖祭慶賀學校65周年誌慶，感激天主於過

去六十五載帶領、保佑學校，感謝聖母一直相

伴與助佑。

當天的福音乃選自路加福音的「聖母領

報」(路1:26-38)：天主差遣天使加俾額爾到納

匝肋的瑪利亞家中，邀請年紀尚輕的瑪利亞

母」實在是無上光榮之事，聖母的回應卻是如此謙

罷！」(路1:38)聖母獲天主所邀，竟只以「婢女」自

稱，可見她不自高自大，而且對天主所派遣的任務表

示絕對的服從。我們面對大大小小的任務，亦應抱持

謙虛的心，虛心接受天主給予我們的使命，比如努力

學習、孝敬父母、施行愛德的工作。夏主教更邀請全

校師生一同背誦聖母回應天使的金句(路1:38)，使之
成為我們這年日常行事的座右銘。
最後，夏主教在學校裏的

「上主庭院」之中與全體師生

一同大合照，記下一眾師生與

義工招募

過往母校的栽培成就了今天的你，你有否

夏主教的暢懷笑臉，亦標誌

想過出一分力回饋母校呢？現在，機會來了！

們應好好學習聖母的精神。首先，我們應學習

於接下來的校慶開放日(12月

各方人才協助籌劃及舉行65周年的活動，不論

我們往往只憂慮自己力有不逮或未能有好的結

的婢女」，以表演、遊戲及攤

為救世主耶穌的母親，肩負救恩史上的重要角

色。夏主教表示，作為聖母書院的一份子，我

聖母全心信賴天主。當我們遇上困難和挑戰，

果，將焦點落在自己身上。然而，聖母卻不是

由自身出發；她沒有多擔憂自己會否拖垮天主

的計劃，只全心仰賴天主的恩寵，深信上主自
有安排，自會給予全力支持與協助，因為「在

天主前沒有不可能的事」(路1:37)。另外，我們

着65周年校慶的開始。期望

9日)，大家一同化身為「上主
位，與聖母一同慶賀！有關

開放日的詳情，請密切留意

學校網頁及聖母書院校友會

Facebook專頁。

今年是母校創校65周年，我們舊生會極需要
你的專長是甚麼，我們都希望你來參與我們的
活動，成為舊生會義工，在舊生會或學校舉辦
的活動上出一分力。透過擔任舊生會義工，你
能發揮所長，並了解舊生會的運作，更重要的
是你能認識到各個屆別的師姐妹，互相交流分
享。如有興趣成為舊生會義工，歡迎電郵至舊
生會：ppa@olc.edu.hk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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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細則：

請於1月31日前將參加表格填妥，並用下列其中一種

方式遞交：

1. 表格正本連同劃線支票寄回母校：

支票抬頭：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郵寄地址：九龍黃大仙龍鳳街3號聖母書院－母佑舊

同學會收；信封上請註明「2018晚宴」。

2. 將款項直接存入銀行帳戶，並將填妥的表格連同存款

收據，以電話whatsapp至9811 6066(校友Flora Tse)；

或電郵至ppa@olc.edu.hk(舊生會於10天內以電郵回
覆確認)。

From Diamond to Sapphire
（從鑽禧到藍寶石禧）

大家還記得在2013年鑽禧60周年的隆重入場儀式嗎？你是否
想與久違了的修女及老師們在台上大合照呢？你還記得在2015年
玫瑰百合宴會內修女們俏皮的表現嗎？
不經不覺，明年學校就踏入65歲了！為了讓修女、老師、舊
生可以有機會聚首一堂，感恩慶祝一番，舊生會決定籌辦一場豐
盛的晚宴，期望帶給各位校友另一個美好的回憶！
日期：2018年5月5號 (星期六）
地點：會所1號 (九龍半山)
何文田農圃道18號
時間：五時恭候，七時入席
費用：每位HK$500（大小同價，只招待6歲以上的兒童）
備註：由於場地限制（最多50枱），故需採取先到先得訂位，祈為
諒解。

銀行名稱：永隆銀行

帳戶名稱：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帳戶號碼：020-616-201-5755-9

"

聖母書院65周年舊生晚宴回條

姓名：
畢業／離校年份：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參加人數：HK$500 x
人
每席十二人，如自組同坐，請列出同席者姓名及人數。
如欲贊助修女及老師，請列明修女/老師之姓名。
另外加設VIP藍寶石枱，每圍HK$12,000，歡迎預訂。

聖母書院校友會基金有限公司
聖母書院校友會基金有限公司（「基金」）已於2017年3月註冊為慈善團體而獲得稅務豁免優惠。
各校友捐款港幣一百元以上，可申請扣減香港稅項。基金運作由管理委員會監管。管理委員會由以下人
士組成：
Vivian Ho
何潔珍（主席）
Sr. Amy Lim 林麗玲修女
Mrs. Bette Li 李金嘉倩
Rebecca Choy 蔡美碧
Teresa Tsien 錢黃碧君
Emily Lau
劉瑞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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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計劃

學長計劃結業禮

為期兩年的學長計劃，已於2017年6月24日
在香港科技園轄下位於九龍塘的創新中心舉行第
二屆 (2015-2017年度) 結業禮，當日共有29位學
長、40位中五及中六學妹參加，而校長、校監及嘉
賓也撥冗出席。是次活動名為Young Innovators
Program Sharing，從籌劃、場地佈置、紀念品設
計及互動遊戲等環節，都是由學妹在職業輔導組的
老師指導下與學長合力準備，加上校長和校監的大
力支持與鼓勵，使活動得以圓滿結束。
今年科技組舊生學長Annie Kong幫忙聯絡香港
設計中心場地贊助，並邀請了中心高級顧問Frank
Leung介紹HKDC年輕創意企業家計劃；而Mrs Li以
「終生學習」勉勵各與會人士。大家都懷着依依不
捨的心情，送別各位師妹，面對往後的前途，您們
要繼續努力啊！

為增進師妹的學術表現及開拓其視野，本年度的
舊生會將會繼續資助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包括英語增
潤課程、朗誦訓練、數學科之教學語言銜接課程及海
外學習交流團。另外，為表揚學術表現卓越的師妹，
今年將舉辦獎學金計劃，藉以嘉許她們的努力，激勵
師妹們奮發學習的精神。資助項目的詳情如下：

(一) 英 語 增潤課程

此課程專為中二及中三的師妹而設，各有十四節，每節一
小時十五分。校外外籍英文導師以話劇、辯論、媒體等互動的
教學模式，讓中二及中三學生分別透過學習語言藝術及認識社
會議題，以提升英文讀寫聽說的能力。

新一屆「學長計劃」(2017-2019年度) 於
9月份在學校重新啟動，大家密鑼緊鼓為招募
作準備，並於2017年10月14日在學校禮堂舉
行迎新活動，為學長與師妹提供一個平台，讓
她們知道其學術及其他方面能力的要求，有更
深一層的了解及分享，並計劃來年各項活動及
諮詢行業訊息，為師妹的學習、未來升學及就
業方向做好準備。

(三) 數 學

科

之教學語言銜接課程

這是由教育局舉辦的延伸
課程，旨在加強數學科老師
了解及協助中三升中四的師
妹適應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
轉變，並且加強數學科和英
文科的合作，強化以英語為
教學語言的教與學過程。

(四) 海 外

學習

學術提升計劃

學術提升計劃 (2017 – 2018)

新一屆學長計劃啟動

交流團 (STREAM)

是次交流團為一項聯校活動，對象是中三至中五的師妹，目
的是前往意大利吸取有關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
宗教(Religion)、教育(Education)、藝術(Art)和音樂(Music)的
知識，並且透過互相交流，擴闊視野。師妹們更會到訪位於都靈
的母佑會中學作交流，並參與他們的課堂及活動。

(五) 獎 學

金

計劃

舊生會今年特別增設六個獎學金，以獎勵在校內／外學術、
非學術及社會服務有優秀表現的師妹。

(二) 朗 誦 訓練

本年度的朗誦訓練共分為兩個組
別，分別為中一、中二以及中四、中
五的師妹而設，各共有六節及七小時
三十分鐘的訓練時數，務求加強師妹
的演說及溝通能力，提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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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

工作坊

於6月10日及7月15日，我們分別舉行了「防

蚊用品DIY」及「齊來認識葡萄酒」兩個工作坊。
工作坊由舊生會幹事Emily Lau及Alice Ho擔任導

師，Emily Lau教授學員製作潤唇膏、潤膚乳液、

防蚊膏、防蚊水及香磚，對夏日防蚊、護膚，效

用一流啊！另外，Alice Ho亦教授大家分辨不同種
類的酒及如何品嘗葡萄酒，大家都大有裨益呢！

送暖至菲律賓
延續Sr.Celine的精神
我們敬愛的Sr. Celine已於2017年2

月21日回歸天家，終年87歲。聖母書院

舊生會於3月4日為Sr. Celine舉行了追思
彌撒，收到帛金奉獻共三萬八千多元，

加上舊生會的補足，我們一共電匯了港

幣五萬元到Sr. Celine在菲律賓的所屬會

院，捐助給她生前所辦的慈善項目Friday
Friends Project。這個慈善項目是讓修女

義工們每星期五用她們有限的資源，預

備飯菜送給乞丐及露宿者享用，當中部分善款亦會資助Friday
F r i e n d s 貧 窮 家 庭 的 小 朋 友 用 以 購 買 書 簿 及 教 育 用 品 。 在 S r.

Yolanda最近的電郵中，她提及修女們更運用了我們的捐款去

幫助受風災痛失家園的家庭。我們可敬的Sr. Celine在天堂上一

定老懷安慰地說:"Well Done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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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燒烤

同樂聚會

我們重聚的日子到了！舊生會將於本年12月2日 (星期六)
在我們熟悉的母校操場舉辦燒烤活動，歡迎舊生攜同親友參
加。由於燒烤爐有限，請從速訂購。
日期：2017年12月2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5時至晚上8時 (5時恭候，5時30分開爐)
費用：每人費用HK$180 (3歲以下免費)
備註：1. 費用已包括食物、汽水、2包燒烤炭 (5斤)、燒烤用具
及餐具。
2. 每個燒烤爐可供10人使用，可自組一爐。
3. 食物餐單以10人一爐計，詳情如下，如有需要，可自
行攜帶食物或飲品。
沙嗲雞全翼
燶邊叉燒雞中翼
黑椒牛扒
沙嗲豬扒
蜜汁金沙骨
咖喱魷魚

報名細則：

12隻
24隻
8件
8件
8件
12件

爽口墨魚丸
彈牙牛筋丸
美國廚師腸仔
爽口魚蛋
香菇貢丸
脆皮芝士腸

20粒
15粒
20條
15粒
20粒
20條

上海大紅腸
粟米
雜菜包
罐裝飲品

10片
10件
2包
20罐

請於11月22日(星期三)前將參加者姓名、畢業年份、聯
絡電話及出席人數電郵至舊生會：ppa@olc.edu.hk。
款項可直接存入舊生會之銀行帳戶，並將存款收據電
郵至舊生會：ppa@olc.edu.hk（舊生會於10天內以電郵
ppa@olc.edu.hk回覆，以作確認）
銀行名稱：WING LUNG BANK LTD. 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帳戶名稱：母佑舊同學會一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帳戶號碼：020-616-201-5755-9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ppa@olc.edu.hk，或可聯絡
校友Flora Tse (電話：9811 6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