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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生會全年工作報告 - 2014年 1月至 2015年 7月 

 

母佑舊同學會 - 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下簡稱舊生會) 的使命包括維繫舊同學間的友誼，關心舊同學在

社會上不同崗位中的需要。彼此扶持，彼此鼓勵延續舊同學與母佑會修女及慈幼大家庭之間的友誼，

以及發揚母校的精神。本著上述宗旨，舊生會積極透過對內及對外，舉辦活動及通訊聯絡等方面，加

強舊同學們間的聯繫。 

 

對內方面: 

• 幹事會 

 加強舊生會內閣組織，招募幹事以求集思廣益。現時內閣成員共 15 位，於不同崗位各展所長。

由 2014年至 2015年 6月 26日, 舊生會幹事共召開了 8次幹事會議，幹事出席率達 80%。 

• 會員資料及通訊 

 由於舊生會員人數達五千人，現由專責幹事負責整理現會員資料，以作更有效的通訊。舊生可透

過舊生會網頁提交或更新其通訊資料，以方便我們整理。我們亦遵循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12 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的各項要求管理和使用會員的個人資料，包括不會

披露予校友會以外任何組織或個人（除因履行法定責任所必須者外），更絕對不會以任何形式出

售、租借及轉讓閣下的個人資料。 

• 我們於舊生會網站提供海外舊生聯絡，方便舊生進行聯誼活動 

• 舊生會網頁 

 於 2014年 5月正式啟用重新構建的舊生會網頁，從而使舊生會或母校訊息傳遞更有效快捷。多

位舊同學亦透過捐款資助此事項，共收到約港幣$10,800 的捐款。新的網頁將會提供更多有關舊

生會及「校友行動」的活動資訊、羅馬總會及母佑會的最新資料，以及各種活動的精彩照片給予

大家觀賞。 

• 舊生會會訊 

 一年兩期的會訊於每年 4 月及 10 月出版，並透過電郵、Facebook 專頁、舊生會網頁及郵寄等

方式發放給會員。 

 舉行非常會員大會以通過會章更改 

鑑於母校已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成立聖母書院法團校董會，為配合母校法團校董會之憲章所需，

舊生會已於 2014年 11月 29日星期六舉行非常會員大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通過及接納新修定

的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會章 (包括校友校董選舉指引)  ，會上獲全數出席的 46名

會員已不記名的方式投票通過議案接納新修定會章。 

 舉行校友校董選舉 

 舊同學會獲聖母書院法團校董會確認後，須向本校法團校董會提名一位校友為校友校董，為此我

們已於 2015 年 3 月 8 日舉行校友校董選舉。按選舉指引，舊同學會幹事會推選校友楊詠琛為

「校友校董選舉主任」。校友已於 1 月 6 日開始自行或推薦其他校友參選，是次選舉共有兩名

候選人參加，最後由 1976 年畢業的蔡美碧女士以較高票數當選勝出，並已向聖母書院法團校董

會推薦為 2014/15及 2015/16年度的校友校董。 

 聯誼活動 

- 2014 年周年聚餐-於 2014 年 7 月 5 日舉行，主題為「回家，懷舊」，並邀請舊生攜帶

昔日珍藏之母校相關物件及相片等與大家分享。我們更邀請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參與聚餐，

使她們更能認識舊生會及學姐，以達至薪火相傳的目的。 

- 盆菜宴-於 2014年 11月 29日舉行, ，主題為「冬日暖笠笠愛回家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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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方面–回饋母校 

 舊生會進步獎 

為鼓勵學妹 (現時就讀母校學生) 積極向學，超越自我，舊生會一直以來皆設有進步獎嘉許成績

有顯著進步的學妹。今年舊生會亦將名額及金額提高，由過去中三至中五每級成績進步幅度最

大的兩名學妹獲得改至中一至中五每級三名．而書劵金額亦由港幣$100 提升至港幣$150。進

步獎亦獲得一位校友資助港幣兩萬元。 

 聖母書院校友行動 

在李金嘉倩老師的倡議和鑽禧慶典籌委會的鼓勵下，舊生會於 2013 年初成立了「校友行動」

委員會，落實展開「聖母校友學術提升及學長計劃」。是項計劃的主要目標是：提升聖母書院

學生的學術表現，並為她們提供學長計劃；鼓勵校友回饋母校及促進校友之間的聯繫。「校友

行動」為舊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再續我們的友誼和發揚母校的精神。詳情請參閱第四至

五頁。 

 「校友行動委員會」資助母校於 2015年 7月 22日至 8月 4日舉辦「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化交流

團」，活動旨在讓學生開拓視野、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加深學生對藝術、宗教、文化的探究

及認識。西班牙自然學校將會安排當地青年與師妹們進行學習體驗活動，透過與當地學生共同

學習及分享生活體驗，讓師妹們了解異國文化，豐富人生，創造深度探索的海外交流經驗。此

外，交流團亦包括文娛及社交活動、觀光活動及朝聖活動。「校友行動」資助是次活動，除了

能鼓勵師妹善用餘暇、擴闊視野外，亦希望能為有經濟困難的師妹提供海外學習及體驗的機會，

豐富人生經驗。 

對外方面–與總會及慈幼大家庭保持聯繫 

 透過網頁、電郵及會訊報道總會及慈幼大家庭的活動及動向 

 於 2014年 5月，協助聖經學會於母校舉行第六屆聖言同行者工作坊 

對外方面–公共事務 

 「愛嬰行動 Baby Friendly Action」聯署 

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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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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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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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書院校友行動 

i) 學長計劃（2013-2015） 

「校友行動委員會」推行的「學長計劃」讓學長與學生攜手活出聖母書院校訓—仁厚關愛待人的精神。 

有關計劃提供一個持續平臺，讓學生在中四至中六的兩年期間享有穩定的學長關顧；透過分享學長的

網絡、經驗及模範，學生可擴闊視野及反思未來升學及就業的路向，培育我校年青一代成為有信心、

有見識的優秀畢業生，對自己的前途及責任均能有所反思。 

「學長計劃」採用小組形式配對，有 40 位來自多個專業範疇的學長參與，由 學長組組長翟鳳媚、張

偉麗、黃德英及聖母書院升學及職業輔導組主任何燕玉老師等組成帶領團隊。 

為期兩年的「學長計劃」於 2013 年 9 月正式開始，有 67 名（2013-14 年度）及 58 名（2014-15 年度）

學生參與這項計劃。除了學長與學生之個別小組聚會，帶領團隊還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 

- 2013年 10月 5日舉行大型學長與學生迎新聚會。 

- 2013 年 11月 20日舉辦了首次職業講座，邀請了校友錢黃碧君女士及陳瑞燕教授作為講者，與同學分

享她們的個人發展、學術及專業成就。 

- 2014 年 6 月 29 日舉辦了學長分享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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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7月 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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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角度學習及認識製

衣業。 

- 於 2014 年 10 月 4 日舉行第二年學長計劃迎新活動，提供新舊學長與師妹歡聚機會，鼓勵互動溝通，

計劃來年各項活動及行業信息，為師妹的學習及未來升學做好準備。 

- 於 2014年 10月至 11月期間，多位學長帶同師妹參加大學資訊日，瞭解心儀課程之收生要求，課程內

容，也到實驗室實地觀察，協助尋求升學出路。 

- 2014 年 11 月 11 日舉行「傑出領袖講座」，請到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親臨主講，分享年輕人在

社會需承擔之公民責任。這次講座引起各高年級同學對香港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的關注 

- 由學長李少娟帶領 30 位對醫療服務有興趣的中五、中六學生於 2014 年 11 月 29 日到山頂明德醫院參

觀病房、手術室及治療室，令同學對醫院運作和崗位要求，加深瞭解。 

- 於 2015年 3月 28日帶領 25位中三至中五同學參觀科學園，同時參加探索科學活動及認識環保及綠化

建築等，學生們皆獲益良多。 

- 為針對中五及中六同學個人專業形象之建立，增強其自信心以應付各大學入學及工作面試，於 2015 年

5月 9日及 16日舉辦了兩天的「形象及面試」工作坊，由專業的舊生作為導師。 

- 於 2015 年 6 月 27 日在理工學院創新大樓舉行百人結業禮，讓校友行動委員會委員、學長與學生總結

兩年的努力及互相分享成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8B%99%E5%8F%B8%E5%8F%B8%E9%9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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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術提升計劃 Academic Enhancement Program Report (2013-15)  

 

Our Ladians Academic Enhancement Program aims to provide support to current students in their learning 

process and thus to enhanc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an effort to meet students’ needs in their further studies and future careers, the program focused mainly on 

enhancing the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oth oral and written) in the past two years, 2013-15. 

 

Writing workshops, instructed by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expert Dr. John Polias from Australia were organized 

for senior-level students in December 2013. Well-experienced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conduct a support-for-

writing package as a follow-up measure. Through practice, students enhanced their writing skills by applying 

what they had learned. 

 

Not only writing, speaking is also our concern. A series of speech training classes coached by an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had been arranged and students got good results in the HK School Speech Festival in both years. 

Throughout these two-years, we organized Saturday tutorial classes to support lower-form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s a subject and also the English subject language in Science in 2013-14. Feedbacks from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encouraging. 

 

After-school study groups were set up at all S.2 and S.4 levels in the year 2014-15 to help low-achieving and 

disadvantaged students to overcome their learning difficulties. Improved 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reflected in 

their term test and examination results. To enable students to get ready to transit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school learning, AinA also set-up the Partial Refund Program in Sept 2014 to help students in need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finish their pre-S.1 summer bridg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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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政報告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ICBC: $ 99,375.18

現金: $ 2,647.00

$ 102,022.18

預付款: $ 17,000.00

應收款: $ 1,621.00

$ 18,621.00

   $ 120,643.18

減: 流動負債 $ 0.00

$ 120,643.18

資金來源：
承上年度(2014年3月31日)滾存資產: $ 114,683.28

本年度收支結餘: $ 5,959.90

估計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淨資產: $ 120,643.18

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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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中六學生舊生會會費 8,050.00     雜支 2,286.00      

捐款 19,130.00    郵票、label紙 22,670.50     

紀念品收入 11,203.00    印刷費 6,453.00      

報名收入 66,850.00    車資 212.60        

盆菜宴收入 35,250.00    菜餚支出 58,051.00     

母佑會舊同學會獎學金 - 禮券 600.00        

舊生會卡過膠費 50.00         

鄭少薇修女花牌 500.00        

銀行查冊費 200.00        

舊生會網站 - 設立費 17,500.00     

盆菜宴支出 26,000.00     

$ 140,483.00   $ 134,523.10    

本年度收支結餘:$ 5,959.90     

由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止

母佑舊同學會-中華區聖母書院支會

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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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C Alumnae in Action

聖母書院校友行動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ement for the period ended 31 March 2015

HK$ HK$

Income

Walk Along 13,000.00

Interest received 152.76

Total Income 13,152.76

Less: Expenditure

Academic Enhancement Program 95,773.10

Mentorship Program 17,232.20

Publicity Expenses 560.00

Sponsorship for PPA Website enhancement 20,000.00

Sponsorship for OLC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80,000.00

Total Expenditure 213,565.30

Surplus / (Deficit) (200,412.54)

Statement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 at 31 March 2015

HK$

Assets

Bank Account (Current Account) 83,586.30

Bank Account (Saving Account) 675,506.32

759,092.62

Less: Liabilities

Sundry Creditor 81,844.00

Net Assets 677,248.62

Surplus

Surplus (upto 31 Mar 2014) 877,661.16

Surplus / (Deficit)   (1 Apr 2014 - 31 Mar 2015) (200,412.54)

677,248.62

01 Apr 2014 - 31 Ma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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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舊生會幹事名單 

名譽顧問  Sr. Amy Lim 林麗玲修女 

顧問老師 Aleydis Yeung 楊詠琛 

顧問老師 Jeanette Tsang 曾曼瑩 

顧問老師 Mabel Choy 蔡珮雯 

 

會長 Emily Lau 劉瑞琦 

副會長 Flora Tse 謝慧芬 

顧問 / 籌募 Endora Wong 黄文侶 

顧問 / 籌募 Vivian Ho 何潔珍 

秘書 Willis Lau 黎靜文 

財政 Winnie Suen 孫詠詩 

活動策劃  May Lee 李淑玲 

活動策劃 Christy Lee 李淑媛 

活動策劃 Jessica Lee  李寶雯 

活動策劃 Juliana Lau 劉潔怡 

活動策劃 Marie Fung 馮坤慧 

宣傳 Bertha Chui 徐文珊 

校友聯絡 Esther Chak 翟鳳媚 

校友聯絡 Maggie Choi 蔡美雯 

校友聯絡 Katherine Ng 伍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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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行動委員會」成員: 

顧問 Sr. Amy Lim 林麗玲修女 

Mrs. Bette Li 李金嘉倩老師 

當然委員 Maria Lau 劉惠儀 

主席 Rebecca Choy 蔡美碧 

副主席 Vivian Ho 何潔珍 

財務 Victoria Lau 劉慧瓊 

核數師 Bertha Chui 徐文珊 

秘書 Dorina Wong黃劍好 

行政 Flora Tse 謝慧芬 

Dorina Wong黃劍好 

學術組 Joice Lee 李佩霞 

協助 ：聖母書院英文科科主任 

Rosanna Lo 盧秀娟老師 

Jeanette Tsang 曾曼瑩老師  

學長組 Esther Chak 翟鳳媚  

Cecilia Cheon 張偉麗 

Anita Wong 黃德瑩 

協助： 聖母書院升學及職業輔導組主任 

Mandy Ho 何燕玉老師 

籌款組 Rosa Chan 陳兆萍  

Endora Wong 黃文侶 

Dorina Wong 黃劍好 

對外事務組 Mabel Lee 李美寶 

Helen Chan 陳倩敏 

舊生家長  Bertha Chui 徐文珊 

舊生會老師代表 Jeanette Tsang 曾曼瑩老師 

舊生會代表 

 

Emily Lau 劉瑞琦 

Flora Tse 謝慧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