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site: http://ppac.olc.edu.hk/            Address: 3 Lung Fung Street, Wong Tai Sin, Kowloon            E-mail: ppa@olc.edu.hk 

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PAST PUPILS ASSOCIATION - OUR LADY’S COLLEGE

NEWSLETTER
Autumn 2022

會訊

是次彌撒邀得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蒞臨主持，
夏主教以福音教誨眾人要「彼此相愛」

舊生會頒發獎學金予師妹，鼓勵她們努力學習

全校上下一心參與70周年感恩祭暨啟動禮，
盡顯聖母書院的家庭精神

彼此相愛共勉勵
  聖母護佑七十載
2022年是別具意義的一年，除了是聖母書院、聖母小學以及聖
母幼稚園創校70周年以外，亦是辦學團體母佑會成立150周
年、母佑會修女來華傳教100周年。

回眸當初，慈幼會、母佑會的會
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得到教宗庇
護九世的贊成，在聖女瑪利亞．
瑪沙利羅的協助下創立了一個服
務和教育女青少年的慈幼會姊妹
會：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簡稱母
佑會 )。及至1950年，母佑會修
女從中國抵港，聖母學校於兩年
後（即1952年）在黃大仙竹園奠
基，樹人育才。

踏入2022年，聖母書院於黃大仙區春風化雨七十載，
感恩這些年來神恩滿載，聖母書院一直按照著天主教教育原則及會
祖聖若望鮑思高、聖女瑪利亞瑪沙利羅的精神辦學，以預防教育法（理
智、宗教、仁愛）培育學生。七十年來聖母書院秉承學校的教育使命：
以基督的教導和福音的價值，建立一個充滿喜樂與關愛的環境，幫助學
生確立生命的方向及真義，並活出「純潔、仁愛」的校訓。

本學年聖母書院以「A Time to Embrace: Truth, Love and Faith」為慶
祝70周年校慶的主題，這正正回應了學校以理智，宗敎及仁愛為敎育基
礎，給予學生全人敎育的教育理念。同時，希望藉此彰顯出聖母女兒在
這大家庭下時刻擁抱著信、望、愛，展現出Our Ladian 的特質：自信、
樂於追求真理、常存盼望及愛主愛人。因著聖母書院的教育氛圍，同學
們能堅守信念 、 體 現 愛 與 被 愛 、 並 懂 得 感 恩 ， 擁 抱 天 主 給 予 的 恩 典 及
美意，活出仁愛、喜樂、和平、自信、信實等聖靈果子的特質。

為慶祝七十周年校慶，聖母書院於開學的首月（9月23日）迎來一場簡單而
隆重的建校70周年感恩祭暨啟動禮，為70周年的慶祝活動揭開序幕。當天
有幸邀得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主持彌撒，席上更邀請了多位嘉賓蒞臨參
與，包括有黃大仙區小學的校長、聖母書院的前校長、一眾母佑會修女、舊
生及家長。承蒙各嘉賓及師長的撥冗出席，教職員及同學全校一心，場面既
熱鬧又溫馨，充分體現出聖母書院的大家庭精神。



9月20日，舊生會「學長計劃」學長帶同29名學妹，參觀香港理工大學「智齡匯
體驗中心」包括「智齡科技產品庫」、「智能家居示範單位」及「智趣互動體驗
區」及參加工作坊，認識科技產品如何令長者生活更便利；認識長者們身心需
要，並體驗各項網上遊戲及提升體能運動。據中心負責人介紹這些設備在香港有
六所安老院舍使用，不斷更新創意並優化設計。

大家見到這麼多科技產品都覺得很新鮮有趣，試玩遊戲亦非常投入，嘻哈聲不
斷！期望這次參觀能引發學妹對科技的興趣及創意思維。

學妹都是第一次踏足大學校園，參觀體驗中心前在校園蹓躂，感
受院校氛圍，有師妹說希望即時成為大學生！

還有一些興奮事，曾做安老院義工的舊生 Alice Ko 看到Facebook
的宣傳海報，主動報名參加是次活動；另外，體驗中心的其中一名
義工ADA是校友，知道聖母書院學生去參觀便報名當義工。說起
她珍藏的60周年校慶的校歌音樂盒時，大家都期待參加即將舉行
的70周年校慶活動。

70周年感恩祭暨啟動禮承蒙各嘉賓撥冗出席，蓬蓽生輝 修女、老師、家長、舊生及學生歡聚一堂，場面溫馨

在彌撒中，夏主教以福音教誨「彼此相愛」作主題：「這
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
（若15：12）夏主教指出聖母書院位處獅子山下，能想像
七十年前一群不畏艱辛的母佑會修女，勇敢地在治安不靖
的慈雲山，為平民興建一所學校，更是區內第一所女校。
當中不僅體現了修女對女青年的愛，更活出聖母對每一名
天主子女的無私大愛。夏主教的金石之言令大家
都受益匪淺，深受啟發。

彌撒禮成後，禮儀以小話劇作序幕，劇中老婆婆
帶同孫女「阿潔」及「阿愛」重遊母校，憶述舊
日於母校豐富而難以忘懷的生活，讓大家都牢記
活出校訓「純潔仁愛」。

而禮儀中聖母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更頒發了獎學金予
師妹，充分表現出舊生們感恩母校、傾心回饋的心意。作為聖母大
家庭的一份子，舊生們一向關心師妹的成長及學習需要，多年來
為師妹們提供各種指導及支援，例如設立「社創校園領袖培訓計
劃」、贊助學校的獎學金以嘉惠在學師妹、邀請不同行業的校友
出席「校友分享會」，並透過「學長計劃」與師妹分享她們的工作

及人生經驗。

最後70周年慶祝活動的序幕隨著亮燈儀式也正式開
展，這彷彿象徵著母佑會修女歷盡艱辛，終讓天主愛
的光芒展露人眼前、心中！一路走來感恩滿盈，讓我
們繼續擁抱「理智、宗教、仁愛」的信念，致力承
傳聖母書院的優良傳統，開拓燦爛的未來。

學長計劃



舊生會的「社創校園」小組於2020年年底成立，並於2021-2022學年開展
了一系列的社創教育活動及領袖培訓項目，讓學生體悟到作為廿一世紀領袖
需要具備敢於創新的思維及服務他人的心志，並期望透過活動開啟同學們對
「社創」的眼界，讓她們未來能化構想為實踐。

上一期我們便向大家率先披露了為初中同學舉行的數個活動成果; 我們亦聯
同學校的學生領袖發展組於下學年舉辦了不少活動。

於6月4日我們舉辦了領袖前瞻力訓練工作坊，是次活動旨在開拓同學的視
野，讓她們開拓成長型思維，並強調創意解難，學習成功社會創業家如何以
創意回應香港和不同的弱勢群體的需要。是次工作坊邀請了黃金時代基金會
的負責人為學生提供設計思維的培訓，訓練學生構思不同的社創方案，以遊
戲、對談及互動的方式教授，讓學生發掘中年輪椅人士所面對的困難，並讓
同學發揮創意去協助解決輪椅人士的難題。

而於6月11日，我們舉辦了決策力訓練工作坊，學生領袖以模擬體驗形式進
行2030 SDGs(可持續發展目標) 桌遊遊戲，她們需要通過執行不同的項目
來實現既定的人生目標。而當實踐每個項目的同時，那些行動都會對世界產
生某程度的影響，並且會不斷地隨時間而變化。學生領袖可以透過此活動探
索如何建構一個既繁榮又能達至各方面平衡的美好世界。我們期望同學能了
解SDGs目標，並反思在真實生活中，可以如何實踐 SDGs來改變世界。

於2021-22學年，我們本為中二學生安排了一系列的社會創新探索活動，
惜疫情肆虐下，我們只舉辦了可持續發展目標講座及兩節社創初探講座；而
重點活動社會創新探索之旅則被迫延至2022-23學年。

為了銜接新學年中三的STEAM課程，我們於新
學年之始隨即安排了一次社會創新探索之旅，讓
同學體驗現今科技如何改善及提高長者的生活質
素，達到居家安老。

於9月27日及28日，我們透過黃金時代基金會的
安排，聯同學校的STE AM科組織124名同學到
訪科學園參與一系列的活動。當中包括參觀創科
體驗館、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及邀請到醫念科
技(MedMind)為同學分享。同學能體驗嶄新科
技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並試玩「腦有記」互動
平台，玩樂以下希望能引發同學的創意點子，同
學均表示對日後於STEAM課設計的銀齡產品有
不少的啟發，稍後同學更會於課堂上實踐所構思
的創新點子，並運用科技及發揮創意，設計各種
長者友善產品以改善長者的生活需要。

舊生會的「社創校園」小組期望協助同學孵化社
創 新 點 子 並 成 為 她 們 孕 育 夢 想 的 平 台 ， 而
STEAM課堂正好把想象轉化為實踐，把構思的
創新點子及具創意的方案經過不斷的試驗及製作
優化成品，以解決目前的社會問題，並為長者解
決生活難題。

同學與講者及嘉賓合照留影

於工作坊中，同學可親身與輪椅人士直接對話，
了解他們的需要

透過桌上遊戲，同學了解到作為領袖需
要考慮到不同的範疇才作最好的決策

同學就著不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寫下
其關注的要點

同學投選她們最關注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學生領袖在工作坊中透過多元化的體驗活動上了
寶貴的一課

同學都很專心聆聽負責人的介紹及導賞

同學有機會參觀創科體驗館，了解最新科
技如何改善人類生活

同學們都覺得各種創新科技很新奇

「社創校園」
「社創校園」

化構想為實踐
化構想為實踐



舊生會已於 2022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以網上形式舉行 2022 
年週年會員大會，當日共有 34 位會員(包括 12 位在線及 22 位
代表委任)投票各項議案(包括會議議程、會務及財務報告和新一
屆幹事會候選內閣成員)。所有議程皆全部獲得通過。本會謹恭
賀新一屆候選內閣成員當選，其任期將由 2022 年 9 月 1 日起
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以下為 2022-2024 年度候任內閣之幹事會成員: 

當選人    當選職位  畢業年份 
Rebecca Choy 蔡美碧  會長   1976 (F.5) 
Esther Chak 翟鳳媚  副會長   1980 (F.5) 
Mary Yiu 姚靜惠  副會長   1982 (F.5) 
Zelinda Ng 吳潔瑩  秘書   1976 (F.5) 
Bertha Chui 徐文珊  財務   1978 (F.5) 
Maggie Choi 蔡美雯  總務   1968 (F.3) 
Vivian Ho 何潔珍  總務   1969 (F.5) 
Endora Wong 黄文侶  總務   1974 (F.5) 
Rosa Chan 陳少萍  總務   1975 (F.3) 
Dorina Wong 黃劍好  總務   1975 (F.3) 
Flora Tse 謝慧芬  總務   1979 (F.5) 
Anita Wong 黃德瑩  總務   1990 (F.7) 
Phoebe Lam 林欣澔  總務   1999 (F.7) 
Joanne Li 李詠賢  總務   1990 (F.4) 
Erminia Ho 何秀玲  總務   1976 (F5) 
Rita Yu 俞詠琳    總務   2012 (F.6) 
Lorraine Chan 陳玉瑩  總務   1978 (F.5) 
Eudora Li 李凱伶  總務   2001 (F.7)

猶記得小時候在學習英文時最感困難，生長於戰亂的父母連小
學都沒能唸完，常為我的學業而煩惱。母親拿著我的英文課本
跑到鄰居求助，用中文字拼寫成彆扭的讀音，讓我勉強應付。
直至上到中學，學會一些phonics英語拼音的方法，我才漸漸
克服障礙。

在學習英語的歷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General Reading
課上接觸到第一本英文小說《Little Women》，課堂上老師叫
我們輪流站起來朗讀課文，耐心地教我們明白和欣賞字裡行間
的內容和含意，我很享受這過程，而且慢慢地愛上閱讀，陶醉
在小說世界裡，這也是我學習上另一個轉捩點。

最大的突破該說到中二那一年，幸運地遇上一班優秀的同窗，
上學期讀完小說 Silas Marner 後，大家不期然都有一股強烈願
望，要把故事演出來。聖誕假後，一位同學便擬好改編劇本，
大家在班會上組織話劇制作小組，分派演員、服裝設計、舞台
設計、音響效果、聯絡等工作。雖然最後沒有公開演出，我們
只招待了師長和其他班聞風而至的同學，這難得的體驗讓我衝
破學習語文的恐懼，甚至延伸至追尋藝術的領域，發展對話
劇、電影和音樂劇的鍾愛。

相信以上的個人經歷，也許是很多學生的真正感受：面對陌生
的英文生字，連讀音都未能掌握，要硬生生的去記認和運用，
是何等的艱難啊！

為此，「學術提升計劃組」特意設計了一個新計劃「Reading 
Circle - 英文圍讀樂」，幫助在學習上遭遇同樣困難的學妹。

計劃對象為中一至中三同學，每級名額十五人，三人成一組。
計劃為期二十週，逢星期四放學後，在家中以網課形式進行。

我們邀請了校友Rosanna 和Primo Education Centre兩位導
師各執教一個年級。計劃主要以輪流朗讀英文篇章：包括故
事、詩詞、報章雜誌、科學新知等不同題材的讀物，導師從
旁指導，糾正英語發音，解釋字義、文法、句子結構等語文知
識，鼓勵學生克服英語學習上的障礙，建立自信，進而學會欣
賞和喜愛語文。

感謝Mrs Bette Li 從籌劃至執行一直給予指導和鼓勵。過程中
得蒙許多校友不吝推薦人選，協助甄選合適的導師。感謝校友
慷慨熱誠，以行動支持學妹。

「Reading Circle - 英文圍讀樂」在九月尾已正式啟動，期望
這網上學習計劃順利完成，無懼疫情，風雨不改。學妹們，加
油喲！

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許多活動都得取消或
延後，於是舊生會適時變通，今年聯同聖母
書院英文科合辦一項網上活動：「Reading 
Circle-英文圍讀樂」。

2022年
週年會員大會
投票結果

Reading Circle
英文圍讀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