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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為我們成長的地方慶祝
我們在慈雲山腳下，聖母書院校園成長。
我們在學校，或讀了五年、十年；
一代又一代人，已走過六十年。
由慈雲山腳走出社會、走向世界，
我們秉承純潔仁愛的校訓，在各個崗位努力。
這天，不論你在哪個崗位、身處哪個國家，
也誠邀你回來參加六十周年晚宴。

六十年一次的約會，怎能少了你。

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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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學年是母校60周年校慶，我們特別成立 「聖母書院鑽禧慶典籌備委員會」,
為舊同學舉辦多元活動，讓大家聚集起來，
在彼此分享中，重新體現純潔仁愛的精神︰

olc60 Walk Along 步行籌款
2012年12月8日的步行籌款活動，
將為鑽禧慶典揭開序幕。約1小時15分鐘的路程，
正好讓校友及同學們，
發揮團結友愛精神，
繼續「鍛練意志，德學兼成」。
日期︰2012年12月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半
地點︰山頂道花園

olc60 Sing Along 音樂分享會
2013年4月28日的校慶音樂會，
與大家分享不同年代的金曲及古典樂曲等；
校友及同學也將携手演出，
以「雄壯嘹亮，歡唱歌聲」，
重 校園點滴片段。
日期︰2013年4月28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7時半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Reunion Dinner 鑽禧晚宴
2013年5月18日的聚餐，
是60周年校慶的重頭戲。
60年得來不易，聚首一堂同心感恩，
為培育我們成長的母校慶祝，
純潔仁愛的精神。
頌揚「賢明校訓」
日期︰2013年5月1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7時正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三樓展貿廳2
鑽禧慶典籌備委員會除了主辦各項活動之外，亦正為大家準備紀念T恤、相
集及精緻禮物，為這重要里程作紀念。所有活動及紀念品的製作費用，均
有賴各校友熱心捐助。您可以透過參與籌款步行、訂購晚宴貴賓席、贊助
師長出席或以直接捐款的形式來支持各項鑽禧活動。
附上的鑽禧活動總覽表，方便大家參考及報名。您更可在11月10日於母校
舉行的olc60同樂日，親自與我們了解詳情及即場報名。（請看第3版有關同
樂日的全面報導）
更多的資料將會於舊同學會網頁陸續發放。為配合60周年而開設的
「聖母書院60大聯誼」將跟進各活動的最新消息。
FACEBOOK專頁
FACEBOOK亦即將展開照片徵集比賽，讓大家從中細味當年記憶。
Click入FACEBOOK網頁:「聖母是我家數碼攝影比賽」便可找到詳情。
歡迎與我們分享您的意見，以下是聯絡我們的方法 :
母佑舊同學會電郵︰ppa@olc.edu.hk
聖母書院網頁︰http://www.olc.edu.hk/
鑽禧活動專用電郵︰olc6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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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新校長登場！
過去十年，感謝崔和桂修女（SR. TSUI）身體力行，並全心全意的帶領聖母書院穩步發展。二零一二
年九月新學年開始，將由林麗玲修女（SR. LIM）接棒，秉承聖母書院純潔仁愛精神，領導我校及各校友們
繼續邁步向前。願天主保佑崔修女退休生活康泰，林修女魄力充沛，校友姊妹們身體健康，樂活每天。

年度活動：2012 舊生會同樂日
舊生會每年均會舉行周年活動，今年我們會舉
行校園開放同樂日（OLC Bazaar），歡迎各校友聯
同親友回校參於各師生競技大賽、攤位遊戲、書展
等等。同時，校友亦可於當日親臨鑽禧慶典籌備委
員會的專桌，即場報名各校慶活動和了解詳情。
日     期：   2012年11月10日
時     間：   上午11時至晚上9時
校園開放
及攤位活動：上午11時至下午5時
燒烤晚會： 下午6時至晚上9時
活動流程：
攤位開放：
上午11時至下午5時
師生球賽大比試： 下午2時至下午3時
回歸校園競技大賽：下午3時至下午4時
聖母遊踪：
下午5時至6時
燒烤晚會：
下午5時至晚上9時

師生球賽項目：
師生球賽大比試：比賽項目為羽毛球及乒乓
球，可自組隊伍參予比賽，當中一人須為老師
（可現任、退休或已離校老師），參賽隊伍可
於比賽開始前向工作人員登記
燒烤晚會：
參加者請自備食物及自組同爐者，每一個燒烤
爐可供10人使用。學校只提供爐具，亦可代為
訂購10支燒烤叉及2包炭，須事先通知，收費
為$100。由於爐具數目有限，如有意參加者，
請把以下資料電郵致舊生會 ppa@olc.edu.hk :
姓名，畢業年份，聯絡電話及人數
精彩節目安排，不勝枚舉，其它項目詳情請瀏
覽舊生會網站：http://www.olc.edu/pp/index.html

2011 燒烤晚會回顧
本會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廿六日於母校禮堂舉辦了燒烤晚會，參加人數達
二百多位。一些舊生和退休教師更帶同家人一同出席。參與聚餐的修女、已退
休或現職的教師與歷屆畢業生聚首一堂，歡度了一個愉快和溫馨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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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a sharing
對父母也是一種挑戰

2011/June

二零一一年六月，一個普通不過的週日，一家人如常
到茶餐 廳吃早 餐。坦 誠或許 換來諒 解，我 深吸一 口氣，
說：「爸、媽，我打算把工作辭掉，去非洲肯亞三個月，
做義工。」他們原本拿著不銹鋼叉的手瞬間停住，公仔麵
麵條被拉到半空。倆老互望，然後無奈地向對方拋出一個
不願置評的苦笑。我知道，就算我曾經和友人坐火車漫遊
北京十五日，加上在雲南當實習記者六星期，再累積在德
國做半年交換生的經驗，今次的震撼，實在是遠超他們以
往所承受的。一個人跑到以貧窮、飢荒、疾病等聞明世界
的非洲，固然要面對許多考驗，但原來對於關心我的人尤
其父母，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挑戰。對不起，我只能答應
我會「無穿無爛」回來。

一盆水完成

2011/Nov

在Ahero，我其中的一個義務工作就是到幼稚園
幫忙， 包括協 助老師 教導小 朋友， 翻新教 材和打 掃
學校。 由於資 源有限 ，二十 多個不 同程度 的學生 會
一起上 課。然 後，老 師在適 當時候 會作出 安排， 分
隔他們 做不同 的活動 。例如 ：低年 級學生 留在課 室
填顏色 ，高年 級學生 在課室 外的空 地默書 ，這是 我第一
次看見 小朋友 伏在地 上寫生 字。對 於這一 群在簡 陋環境
下學習 的小朋 友，我 一直認 為他們 「好可 憐」， 直至那
一場大雨過後……某個週日的傍晚，Ahero下了一場傾盆
大雨。 第二天 早上， 通往學 校的那 一條小 路佈滿 一個又
一個水 窪，每 踏一步 ，腳就 深陷入 泥濘。 結果， 原本五
分鐘的 路要花 上雙倍 的力氣 和時間 才走完 ，心中 不禁埋
怨：可 惡的爛 泥！及 至小休 時，看 見一個 小女孩 在草堆
旁玩著 什麼， 我好奇 的走過 去，看 見她徒 手挖起 泥巴，
再隨手 拾起旁 邊幾根 樹枝， 利用泥 土濕後 變黏的 特性，
捏砌出 一輛玩 具車。 然後， 她轉過 頭來， 迎著笑 臉向我
展示她 的新玩 具。那 一刻， 我非常 感動， 卻又帶 點慚
愧。當 地小朋 友竟然 憑著小 創意， 用我剛 才一路 走來認
為無用 、阻事 的「爛 泥」砌 出自己 喜愛的 小玩意 。從那
一天起 ，我徹 底的改 觀了， 我開始 欣賞他 們。他 們雖然
缺乏物 資和工 具，卻 比我們 懂得善 用既有 的資源 ，活出
生命，製造一套他們獨有的快樂。

2011/Aug

為確保旅程健康愉快，我於出發前一個月來到衛生署
旅遊健康服務中心，註診醫生先了解我是次外遊的目的地
和性質，然後提供疫苗注射和藥物的建議。結果，醫生的
建議是「 六針」！ 六種疫苗 注射可預 防的傳染 病包括黃
熱、甲型肝炎、傷寒、流行性腦膜炎、小兒麻痺症、白喉
和破傷風。除此以外，出發後要進食一種聽來極度駭人的
藥物預防瘧疾。它的副作用輕則噁心、腹瀉，重則影響泌
尿、心臟 或神經系 統。旁人 得悉以上 預防措施 ，都表示
「如果要挨六針，哪裏都不去了。」我望著手臂大腿上，
姑娘打針後為我貼上的膠布，反而覺得自己幸運。生長在
一個醫療設備完善的大城市，只要花上可以負擔的金錢，
就可以得到多種傳染病的抗體。相對於大部份出生在非洲
的人來說，他們根本沒有選擇。

尊重還是歧視？
2011/Sept

二零一 一年九 月，我 終於出 發了。 抵達肯 亞的第
一天，就發現很多在香港理所當然的事情，來到這裡都變
成問題。水的供應是一個好例子。在香港，扭開水龍頭就
有源源不絕的水；大廈水管維修數小時無食水。管理員便
得立即貼告示通知住客。在肯亞首都奈羅比，我中轉的宿
舍，一星期就有三日停水。另外四日所謂「有水供應」，
也不要「誤會」是二十四小時無限量放送。對於這種被港
人視為的「不便之處」，當地人已經習以為常。因此，宿
舍外長期放置一個特大的儲水器皿，停水的日子，起居飲
食就得靠它了。眼見水源對當地人來說如此罕貴，我也試
著節儉一點吧！這才發現，原來一個洗臉盆的水，已經足
夠我完成刷牙、洗臉、洗腳和沖厠數個任務。這才醒覺，
原來我的「港式生活」太奢侈了！

爛泥變玩具

未出發先感動

2011/Oct

從首都奈 羅比坐車 坐八個多 小時，就 進入今次 義
工服務的 地方Aher o。Ahero 是一個少 數幸運的 村落，它
得到當地 一個名為 CIVS的非 牟利機構 資助，機 構透過不
同可持續發展的方法，來支援該區患有愛滋病的孤兒，及
協助當地 人提高收 入。甫下 車，就看 見當地義 工Peter在
車站等著 。他踏著 一輛破爛 的綠色單 車，穿過 大馬路、
學校、小 教堂和樹 林，載我 和那重甸 甸的行理 到我住宿
的小屋。 沿途兩旁 的草叢， 不時傳來 小朋友此 起彼落的
喊叫聲，高呼著：「Mzungu! Mzungu! 」看似受到當地人
的熱烈歡 迎，我的 內心卻充 滿矛盾。 Mzungu是 斯瓦希里
語（kiswahili），意即白種人。對當地人而言，與他們膚
色有強烈 差距的， 均被稱為 Mzungu， 包括我這 個「黃皮
膚」。Mzungu一字不但是膚色的界定，還包括生活方式和
階級的分野。時至今日，仍有少部份的東非人認為Mzungu
都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口袋滿是鈔票而且願意奢侈花
費。因此，衍生出多種Mzungu獨享的特殊待遇，例如：
Mzungu price車資，Mzungu price餐牌，Mzungu式的旅
遊。面對這個當地人對白種人的「歧視」和解決方法，
實在很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我選擇在此留一點空間，
讓大家一起去討論和發掘。

後記

2012/Sept

出發前做了一些資料搜集，得悉在肯亞首
都奈羅比不
遠處 有一 個非 洲最 大的 貧民 窟「 Kibe
ra」 。最 「大 」不 是
指面積，而是人口。據聞，這個貧民窟從
一端走到另一端
不過45分鐘路程，卻居住了過百萬人
口。由於治安惡劣和
街道複雜，這個被列為遊客禁區的地方，
我有幸得到當地
朋友 Step hen的 陪同 下到 此一 「遊 」。
貧民 窟大 部份 的面
積都是被爛鐵皮搭成的單層平房覆蓋著，
房屋的牆身由泥
土、樹枝和垃圾混合而成。深入小巷，路
上佈滿垃圾和灰
黑色的死水，而小朋友和家禽就在這種惡
劣的環境下玩樂
和飼食。只是在貧民窟走一圈，我白色的
圓領汗衫已經染
上淡淡的咖色。對於貧民窟，我極其量是
一個過客，很難
想像過百萬的居民卻實實在在的在如此極
端的環境下生活
著。這一趟旅程，我無法為非洲帶來什麼
改變，這也不是
我的本意。但我希望透過親身經歷和分享
，令世界上更多
幸福的人能夠多認識和關顧第三世界國家
的人民，更重要
是多珍惜和滿足自己擁有的一切。因為只
有感恩和知足才
能帶來心靈上真正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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