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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世界各地接連數月飽受影響，以致學校也為免
學生們有近距離接觸，減少學生感染病毒機會，莘莘學子於這年只
能於家中參與網上開學禮，來一次前所未有、別開生面的開學日。
校方早於開學日前一星期密羅緊鼓籌劃開學禮短片，好讓師生儘管
未能親身回歸校園，也能於家中的電腦與老師、同儕於9月1日開學
日一同身處網上課室——Google Classroom，齊齊投入開學的氣
氛，重拾上課的心情。

開學禮首先以聖經中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第4章展開序幕，內
容講述聖保祿宗徒縱使身於困境之中，仍然保持平心精神或自由，
這平心和自由使保祿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足，而這一份力量是
來自天主：「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婓4:13）
保祿的說話，叫師生們也能深深體會：即使面對疫情、學業、日常
生活中的困難和考驗，只需仰望天主，承認祂是我們的力量之源，
謙虛地承認自己的軟弱和有限，天主自然會補足我們的一切需要。
接著有一眾師生以短片方式一同大合唱「Jubilee Song」，意味著
即使大家身處不同家中角落，也能以歌詠讚美天主、唱出對新學年
的期盼和祝福，但願如歌詞所言：

It's a time of joy, a time of peace…
It's a time of grace, a time of hope…
No more walls, no more chains, no more selfish-
ness and closed doors
For we are in the fullness of God's time
It's the time of the Great Jubilee

其後，雖然師生未能身處禮堂，但校長林修女於禮堂預先錄影開學禮演講，
使大家也能安坐家中聆聽校長的歡迎辭。林修女指出，縱然學校未能正式開
放，但大家仍能同心向學，團結凝聚一起，於網上平台繼續上課學習，繼承
學校「純潔仁愛」之校訓，懷有純潔、謙虛、專注學習之心，且期盼同學發
揮仁愛、守望相助之心，即使同學於網上學習的時段或會遇上網絡不穩、家
中電腦不敷應用、身處環境未如理想、社會受疫情影響而未能恢復如常，同
學仍能勇於挺身而出，為有所需要的人說一句「我在這裡」，伸出援手；校
長、老師、職工同樣於不同地方緊守崗位，盡一切能力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
及支援。

是次開學禮另一特別之處，就是不論校長、老師於開學禮上均佩戴口罩，足
見學校即使拍攝影片，也不敢對疫情有所鬆懈，同時也反映出當下的時代標
誌及面貌——人人的臉上均不得不戴上口罩，提防受疫情感染。但願疫情
盡快完結，大家終能脫下口罩，重見大家開朗笑顏，而校園亦能回復人頭攢
動，笑聲滿載，唯望「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
事，事事關心」。

別開生面 網上開學禮



舊生會幹事們於舉行聖誕聯歡會前一天回校悉
心佈置禮堂，讓大家感受到聖誕的歡樂氣氛。

12月7日（星期六）當天合共有115人參加聚
餐。李金嘉倩老師、杜惠娟老師、曹幸然修
女、蕭秀紅修女及林瑞梅修女都專誠來參與。

由舊生會主席 Rebecca Choy 致詞及林麗玲
修女帶領祈禱文後，聖誕聯歡自助午餐正式
開始，席間除美食外，還有豐富精彩的節目。

我們邀請了曾獲得「聲寶之夜」冠軍之舊生 
Maria Lau 及其伙伴 Sunny 為我們上台演唱，
大家都雀躍地在台上伴著美妙歌聲載歌載舞。  

舊生Cecilia Kwok  及 Mable Au Young 精心
制作了「納米看學校」的遊戲，每位參加者都
很投入地猜答案，現場氣氛緊張熱鬧。

聖誕老人驚喜現身，大派禮物，小朋友們開心
地和聖誕老人合照。

在進行幸運大抽獎後，全體來賓都一齊舞動起
來，排站成一列並搭著前一人的肩膀，隨著音
樂跳 "兔子舞"，聯歡會在一片歡笑聲中畫上完
美的句號 。

聖誕聯歡會花絮2019回家



海外學習交流團
如疫情好轉，計劃資助海外學習交流團。對象將

是中一至中四的師妹，目的是透過參與海外課程

及活動以英語和當地人交流，拓闊裡野，了解當

地文化。

聯校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
今 年 是 舊 生 會 首 次 資 助 聯 校 高 桌 晚 宴 ( H i g h 

Table Dinner)活動，目的是希望師妹有機會與

其他友校同學一起參與正式的社交晚宴，從而學

習優雅的社交禮儀及正確的英語社交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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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學校一起推動英語教學活動及獎學金計劃。

這些活動項目的詳情如下：

獎學金計劃
舊生會今年將繼續資助獎學金計劃，以獎勵在

校內外學術、非學術及於校內服務有優秀表現

的師妹。

另外，舊生會於去年開始特設獎學金鼓勵在聖

母小學考獲首15名的小六學生加入聖母書院的

大家庭。

學術提升計劃

肺炎全球肆虐，舊生秉承母校的關愛和家庭精神，不僅關

心母校的抗疫情況，同樣關心遠在海外的修會團體和姊妹

學校（意大利都靈Istituto Maria Ausiliatrice和西班牙

Escuela de Chino Ziran）。有見防疫物資緊拙，有熱心

的舊生旋即慷慨解囊添置口罩等防疫物資，並托運至意大

利和西班牙，以助她們解燃眉之急。有關物資已在三月底

成功送達她們手中。

另外，莫修女收到消息知道廟街胡神父在為他的無家可歸

者四出找尋口罩。因為疫情關係，神父實在沒有地方去收

容這些流浪漢，也不能再聚集他們吃飯，只好到他們藏身

地方送口罩做防疫保護。在聖安德肋堂的義工協助下，聖

母書院舊生會就捐贈了一批口罩，還寫上祝福：「朋友：

祝你平安、健康！聖母書院舊同學會送贈」。

抗疫送暖  口罩捐贈

 (2020–2021)



第四屆（2019-2021年度）的『學長計劃』得到33位學長支持，42
位中三、中四及中五學生參與。 於2019年10月12日舉行的學長計
劃迎新活動中建立WhatsApp 群組，方便學長與師妹溝通。

2019年10月至12月期間，由多位專業學長透過電話、WhatsApp 
等渠道提供各所大學網上資訊，讓學妹能了解心儀課程之收生要求
，課程內容，協助學妹尋求升學方向。於2019年11月5日至27日期
間，邀請了4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師姐，包括擔任嶺南大學學生服務、
上市公司公司秘書、社福機構及社會工作服務等領域，在百忙之中
抽空到學校與4班中六學妹分享應對重要考試及投考大學之安排，提
供可行方法、技巧和心態準備等，並分享她們在人生路上以及職業
路上致勝之道，令同學得益匪淺！

此外，2019年12月1日 『學術提升計劃』與『學長計劃』合作，帶
領30多位中四至中六學生到油麻地城景酒店舉行面試工作坊，得到
10多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學長以及林校長的大力支持，為學妹在文憑
考試後的大學面試或工作面試做好充分的準備，會後還一起共進自
助餐，開心聯繫感情。

從2020年1月份開始，因疫情關係，雖然學長與學妹未能見面，但
大家通過不同渠道，關心及發放正面鼓勵的消息和有用的網上學習
平台信息，包括短片、網上會議等，讓學妹在應付中學文憑試及選
擇學科方面更有信心。於2020年7月18日『學長計劃』更首次在網
上舉行學長分享會議，有二十多位學長參加，邀請了城市理工大學
霍穎壎教授講解，他參與的各大學及商業機構的師友計劃之經驗，
相關的視頻也可以在學校舊生會『學長計劃』活動網頁觀看重溫！
http://ppac.olc.edu.hk/blog/2020-7-18

【學長計劃】方面 

聖母書院 2020 年週年會員大會已於2020
年7月28日(星期二)以網上形式舉行。2020
年週年會員大會當日共有51位會員投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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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功 當
選，其任期將由2020年9月1日起至2022年
8月31日。

職位
蔡美碧 會長
翟鳳媚 副會長
吳潔瑩 秘書
徐文珊 財務
蔡美雯 總務
何潔珍 總務
黃文侶 總務

李凱伶 總務
俞詠琳 總務
李詠賢 總務
林欣澔 總務
曾志虹 總務

以下為2020-2022年度當選內閣之幹事會成員:

聖母書院 2020 年週年會員大會投票結果

陳兆萍 總務
黃劍好 總務
謝慧芬 總務
姚靜惠 總務
何小雲 總務
黃德瑩 總務
黎靜文 總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