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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慶祝母校 60 週年後, 很快一年又過!  

一踏進會場, 眼睛就被那兩件冬,夏季校服吸引了!  雖然只是簡簡單單的擺設,  但相

信每人心裏都希望能穿上它 ,  重拾學生時代的感覺 ,  懷緬那青葱歲月的日子!  

今次很榮幸地被籌委之一的老同學 Endora Wong 邀請我做"珍藏大揭露"的司儀, 講

舊事舊物正是我的拿手本領, 因為我本身已是一件”活化石”, 加上我帶來的珍藏物品, 

一定無人能及! 果然卷軸一打開, 全場驚嘆!連年紀最長的修女都說不曾見過呢!  

EMAIL: PPA@OLC.EDU.HK WEBSITE: WWW.OLC.EDU.HK/PPA 

7 月 5 日『回家、懷舊』2014 晚宴回顧 

ADDRESS: 3 LUNG FUNG STREET, WONG TAI SIN, KOWLOON         

在聖母大家庭六年的生活， 轉眼便過去。好感恩能以舊生的身份出席晚宴，亦好

感激贊助我們的師姐 Shirley。 上學的時候總不會自覺自己的幸福，但當離開學校

的瞬間，便會發現中學的生活是美好的。 

在上學時，穿校服是理所當然的，買校章亦是輕而易舉的，但當晚，各位師姊們

爭先跟校服拍照，買校章。 剛離開學校的我突然想念學校的生活 。大家臉上難掩

雀躍心情，急不及待與大家拍照。 

今次舊生聚會主題是希望大家帶自己見證聖母大家庭成長的物件與大家分享，而這

些物件是大家的寶物，勾起大家在學校的回憶。 

當離開學校後，我深深明白到要大家聚首一堂的機會是很難得的，但舊生晚宴正正把

百忙的大家聚在一起，簡簡單單地吃一頓飯，细説大家生活瑣事，短短的數小時是大

家珍貴的回憶。                                      Chloe Li  (2014) 

故事揭盅: 那是一幅全校師生坐於今日的幼稚園校園, 攝於 1-3-1958, 為歡迎來自意大利母佑總會

總會長 Mother Caroline 蒞校巡視而攝的一張長約三呎多的卷軸式相片, 這卷軸本屬於我哥哥的, 

因為他也是早年幼稚園少數男生之一嘛! 這卷軸由我保存多年, 一直想送回母校, 卻苦無機會, 今次

機緣巧合, 在大家的的掌聲和見證下, 把最美好的回憶送回我最敬愛的母校! 若果有朝一日母校能

闢 一 室 作歷 史 檔案 室 ,  同 學 們 能將”家傳 之 寶”放 回 母 校共 賞 ,  那 就一定 開 心 到飛 起 了 !                                                            

Margaret Chan (1973) 
舊生會網站 

WEBSITE OF PPA 

母佑舊同學會 

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回家、懷舊』2014 晚宴在一片愉快歡樂的氣氛中完滿結束。校友們紛紛展示珍藏多年之相片，以及與母校相關之陳年

物品，分享當年在母校的點點滴滴，都顯得十分興奮，令各位校友大開眼界之餘，也完完全全感到彼此珍惜的情誼！ 

感激多年來各位老師、修女和校長的悉心栽培，以無私精神奉獻，作肓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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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提升方面 

為了提升師妹的學術水平，「校友行動」在去年籌辦了英文及綜合科學的課後支援課程, 讓能力稍遜的初中學生

能緊貼課程，鞏固她們在英語及科學知識的基礎，從而進一步幫助她們提升該學科成績。今年我們續辦英文科的

課後支援課程， 並增加學生人數，讓更多中一級英文根基較弱的學生受惠。此外，校友行動小組亦資助聘請現

正修讀大學課程的本校舊生作導師，為一些中二及中四學業成績未符理想的學生辦温習小組，藉此扶助師妹和回

饋母校。 

 

學長計劃方面 

※ 於 6 月 29 日舉辦了學長分享會，眾多位學長於會內分享過去一年的感受及建議，盼來年學長與師妹的聯

繫可更緊密，並能照顧學妹的需要，提供更多元化的行業資訊及發展 

※ 於 7 月 3 日我們參觀了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的綾緻康健服裝中心，同學能走出課室，實地觀察，

多角度學習及認識製衣業 

※ 校友 Sally Hung 亦帶領四位中五級的學生參觀香港大學的法律系，以擴闊視野，為日後升學作好準備 

※ 我們現正招募更多校友參與學長計劃, 成為師妹的啟導老師，為高年級同學提供一些升學、就業及做人處

世的意見。我們將會於十月四日舉行學長計劃迎新活動，提供學長與師妹有歡聚的機會 

※ 傑出領袖講座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 (大紫荊勳章，GCMG，CBE，JP) 

 

 

 

 

 

 

 

 

 

 

 

 

財政 

截至七月底, 財政結餘為港幣 82 萬。校友行動小組將繼續積極籌備經費，讓更多師妹能透過校友行動所舉辦的

活動而受惠。 

 

我們期待妳的參與，希望能夠跟更多的校友聯繫，有關意見和查詢，請電郵給 

Mentorship Team Leaders 學長計劃組長 alumnae-in-action@olc.edu.hk 

Esther Chak 翟鳳媚／ Cecilia Cheon 張偉麗／ Anita Wong 黄德瑩  

 

 

      https://www.facebook.com/olc2013diamondjubilee 

校友行動 (Alumnae-in-Action) 

母佑舊同學會 - 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會訊] 二零一四年十月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1%B3%E8%BF%A6%E5%8B%92%E5%8F%8A%E8%81%96%E5%96%AC%E6%B2%BB%E5%8B%B3%E7%A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7%B4%B3%E5%A3%AB


 

Christy  Lee (2001)                                                Marketing & Publicity 
 

最好的安排 

畢業後轉眼已有十年沒有回過母校，亦沒有參與舊生會舉

辦的任何活動。然而 2013 年底的一封舊生會會訊，卻造

就了我重回母校的機緣，並感受到各師姊妹的關懷、親切

和互相幫助。2014 年，正值我事業上的空白時期，感恩

有機會讓我協助周年聚餐的籌備工作。及後更於聚餐中與多年沒見的老師

暢談近況，原來即使相隔多年，那份感情依然沒變，原來老師仍能叫出我的

全名…原來…原來… 願與母校的這份情能繼續延續下去。  

 

Ophelia Fung (1991)                                        Internal Secretary 
 

在一次參加學校母佑會舊生會舉辦的 BBQ 晚會裏

面認識了 Flora，然後加入母佑舊生會, 加入舊生

會完全沒有壓力，大家懷著念舊感恩的心情，希望

付出小小，集合大家的力量去聯繫歷屆舊同學舉

辦活動！ 其實純粹聯誼之餘我們又不忘出處， 令

我們與培育我們成長的母校更有聯繫！ 覺得好感恩，回母校開會搞

活動，就像返娘家食飯一樣，見見父母，見見姊妹! 

母 佑 舊 生 會 也 有 負 責 推動 很 多 貢 獻 社 會 回 饋 母校 的 工 作 呢！ 

雖然工作家庭兩忙，但事在人為，我希望堅持參與，令母佑舊生會的

概念得以繼續，令聖母書院姊妹永遠有一個娘家，隨時打開門口的！ 

舊同學會幹事 之 感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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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na Lau (1992)      Marketing & Publicity 
 

回家的感覺真好！ 

在母校大家庭的感恩文化下成

長，懷著以身體力行、互相幫助的

心態成為母佑舊生會幹事，希望

將愛的訊息承傳、以行動回饋母

校、為下一代培育領袖，為社會出一分力。人生總

是充滿驚喜，感謝有機會擔任『回家、懷舊』晚宴

主持之一，為大家帶來歡樂。 

『生命改變生命』，常存感恩，珍惜每一個機會，

一起付出，一同經歷，一起創造，一同見證！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 PAST PUPILS ASSOCIATION, OUR LADY’S COLLEGE [NEWSLETTER] OCTOBER 2014 

 

Winnie Suen (1993)    Marketing & Publicity 
 

人越大, 越懷念以往的

點點滴滴．好感恩能夠

在純潔仁愛的聖母書院

成長．今年好高興及榮

幸被邀請為母佑舊同學

會成員的一分子, 除了能常常回母校, 最重

要可以回饋母校, 及為校友會出一分力。 

 

聖母書院法團校董會成立了！ 

根據《教育條例》規定，全港所有資助學校均須設立法團

校董會。因此，學校已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正式成立「聖母書

院法團校董會」， 審計師亦已於 8 月 26 日蒞臨學校進行資產點

算。於法團校董會成立後，學校法團校董會的不同持分者，包括

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和獨立人

士，將繼續秉承天主教及辦學團體的辦學宗旨，共

同參與校本管理，進一步提升學校的管治效能，

使學校的行政及學生的發展更臻完善。 

2014-15 年人事變更 

是年學校有不少人事變更。校監方面，謝錦芳修女退居

下來後，將由曹幸然修女（Sr Enid Martha Tso）接任，成為

新校監。於本校任教了 37 年的副校長彭碧婷老師（Ms 

Rosemary Pang）相信為不少校友所熟悉，她亦於 2014 年

8 月榮休，現由李靜恩老師（Ms Cherry Lee）

接棒，成為新副校長，而胡美芳老師（Ms 

Jaime Wu）則擔任協作副校長。 

舊生會顧問老師 

舊生會顧問老師亦增添了新面孔！至上年

度開始，楊詠琛老師（Ms Aleydis Yeung）及曾

曼瑩老師（Ms Jeanette Tsang）成為舊生會顧問老師，由於

舊生會日益壯大，處理事務愈多，是年新增顧問老師蔡珮雯老

師（Ms Mabel Choy）。值得一提的是，她們仨皆是舊生，

由她們處理舊生會事務，可謂別具意義！ 

聖鮑思高神父獎 Don Bosco Prize 

慈幼大家庭屬下中學設立聖鮑思高神父獎，每年

將由慈幼大家庭屬校挑選出五名品行、學校最為

優秀的學生，頒發獎學金，表揚學生過去的卓越表現，亦同樣

彰顯聖鮑思高神父對青少年關懷愛護，鼓勵港、澳、台慈幼大

家庭的學生努力向上，效法聖鮑思高神父的無私精神。本校

6B 虞詠恩同學有幸於今年成為其中一位獲獎同學，獲頒發獎

金港幣兩萬元正。 

 

母校資訊 

快遞 



2014 舊生會盆菜宴 

 

秋風起最好食盆菜！尤其是能夠在母校操場與同學或家人們齊齊共聚，缅懷昔日的學校點滴。 

大家快來參與吧，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先到先得！ 
 

盆菜宴詳情： 

日期： 2014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六） 

地點：母校操場 

時間：下午 5 時 至 晚上 9 時  (5 時恭侯, 6 時入席) 

費用：每人費用 HK$150-  (3 歲以下免費, 不作人頭計算 )  

形式：一圍 12 人, 已包括飲品及餐具 
 

報名细則 : 

請於 10 月 31 日前 將參加者姓名，畢業年份，聯絡電話及人數 以電郵方式遞交。 

款項可直接存入舊同學會之銀行帳戶，存款收據電郵至舊生會 ppa@olc.edu.hk 

(舊生會於 10 天內會用電郵 ppa@olc.edu.hk 回覆確認)  
   

銀行名稱：工銀亞洲  ICBC  

帳戸名稱：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Past Pupils Association – Our Lady's College 

帳戶號碼： 704-010-00528-3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ppa@olc.edu.hk,  或可聯絡校友 Flora Tse  (電話: 9811 6066)  

另外 60 週年的紀念品同時發售，所有收入給與舊生會作為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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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祖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周年 

2015 年是會祖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周年, 慈幼大家庭之慶祝會祖誕生二百周年籌備委

員以「鮑聖心、心傳心 – 效法鮑思高，興青年同在，全為青年」為牧民主題，竭力承擔 

會祖鮑思高神父的使命。委員會舉辦一連串紀念活動，包括朝聖團、

靈修營、親子競賽、研討會等等。有關活動詳情請參閱 

http://db200.sdb.org.hk/index.php  

舊生會的宗旨之一是關心社會及支持為婦女服務的團體,  因此本會於 7 月 11 日參與了有意義之「愛嬰行動」聯合聲明,  

使香港能全面提升本港母乳餵哺的社區支援，並遏止錯誤或不當的嬰兒餵哺資訊肆意流傳，令本港媽媽得到正確健康資

訊，增加其母乳餵哺嬰兒的信心。 

「愛嬰行動」聯合聲明的召集人是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 成員有 6 大推動母乳餵哺志願團體, 包

括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香港天主教母乳育嬰會, 國際母乳會－香港, 媽媽牌同盟, 母乳媽媽交流站,  UNICEF 愛嬰醫院香

港協會。  

此聯合聲明連同支持名單已一同遞交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促請食物及衞生局在 7 月 21 日立法會衞生事務委

員會上，表態支持落實根據世衞建議制訂的《香港守則》，以示決心。 

「愛嬰行動 BabyFriendly Action」聯署 

mailto:ppa@olc.edu.hk
mailto:ppa@olc.edu.hk
mailto:ppa@olc.edu.hk
http://db200.sdb.org.hk/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