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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新學年伊始，縱使新冠肺炎仍然肆虐全球，但隨著大家越漸
適應疫情下的新生活，學校原有的安排也陸續恢復如常進行，
比如開學彌撒。彌撒不但是紀念耶穌甘願捨身的救贖，更有
天主帶給我們的平安與祝福，以及天主藉著聖言給予我們的
訓誨及指引，故新學年由彌撒展開序幕，實是饒有意義。

開學彌撒於9月10日早上舉行，受限於疫情，師生須保持適當社
交距離，故中一、中六同學老師聚首禮堂內，幸好學校的現場直
播技術發展成熟，故此其餘同學留在課室收看彌撒直播；縱使未
能全部同學都能安坐禮堂中，也無礙師生一同投入禮儀之中，而
科技的發展更讓整個校園搖身一變，頓化身成上主的殿宇。是次
彌撒由蔡俊源神父蒞臨主禮，蔡神父是方濟會神父，年青而充
滿朝氣，講道有趣而富啟發性，讓師生聽得趣味盎然。當天的
福音選自路加福音6:27-38，內容提及耶穌教訓群眾「應愛你們
的仇人，善待惱恨你們的人；應祝福詛咒你們的人，為毀謗你們
的人祈禱」（路6:27-28），而且指出若我們願意人怎樣待自
己，也要怎樣待人，比如要寬恕別人、不要判斷別人，並學像天
主一樣慈悲。蔡神父分享時論及，聖母書院以「純潔仁愛」為校
訓，而當天的讀經正正與校訓的精神不謀而合，故此這也能成為
新學年的啟示——發揮校訓精神，實踐愛天主、愛人的美德，從
而使校園成為真正有愛、互相關懷的大家庭。蔡神父更建議校園
應有「仁愛關注組」及「聖母應援團」：「仁愛關注組」好讓師
生上下都以仁愛為目標，並時刻律己，以達至「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的精神，讓校園充滿仁愛的氛圍；「聖母應援團」
則是推廣熱愛聖母的組織（「應援」從日語応援（おうえん）
演化而來，日語原有聲援、助威之意），蔡神父指出，聖母進
教之佑是學校主保，亦為諸寵中保，我們應多了解聖母的不同德
行，並以聖母的言行為芳表，從而仿效、熱愛聖母，使校園不但
散發仁愛氣氛，上下更能活出聖母的精神，成為真真正正的聖母
書院。蔡神父的講道發人深省，提醒我們須多依靠聖母、效法聖
母，這為聖母書院師生都猶如醍醐灌頂，讓大家不禁反思如何好
好肩負學校的精神及使命，不辱聖母書院英名。

新學年開始，就讓我們不論在學、在職或身處其他崗位，都能時
刻謹記聖母書院「純潔仁愛」之校訓，也一同好好於生活中實踐
仁愛，成為「聖母應援團」的一份子！

蔡神父講道生動有趣，有如甘露滋心。

禮成詠《這一家》意味學校亦是我們另一個家，願師生都能
在這家中感受到關愛與天主的平安。台上更有天主教同學會
的中六同學以動作配合歌詞(Action Song)，富有動感的跳
唱，教全場氣氛更熾熱！

校監曹修女、校長林修女看到台上同學興奮的跳唱，都不禁投
入其中，一同揮動雙手，以動作及歌聲一同讚美天主！

開學彌撒展喜樂
新一學年活出愛



你還記得當年由小學升上中學的心情嗎？相信大家都與筆者一樣都是抱
著既驚又喜的心情迎來中一開學日。不過今年的中一學妹經歷多月來的
抗疫停課，習慣了網課的她們要重新適應上學的生活節奏，再加上新的
學習環境，學妹們的心情想必比我們更複雜。為此，今年學校特別於開
學首週為中一學妹舉辦「共創成長開引號」的多樣化適應課程，為了讓
中一學妹更認識聖母書院，當中少不了由校長介紹學校的抱負、辦學宗
旨、校訓和歷史。而為了讓中一學妹了解到學校的要求，遵循校訓，成
為純潔仁愛的Our Ladian，故以活潑有趣的形式讓中一學妹認識學
校、作息的常規及校規等。此外，宗教培育組的老師除了講授祈禱禮儀
外，更帶領同學認識修女、到訪聖堂及修院等，好讓她們體驗學校濃厚
的宗教氣氛。
 
升上中學後學科的門類增多，內容及難度也增加，故學校特意安排數節
學習技巧工作坊，讓中一學生掌握有效的學習策略，並學會養成在學習
中反思的習慣，從而總結學習策略，為成為主動學習者作好準備。

此外，學校亦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活動，提供機會讓中
一學妹廣建正面的社群關係及感受到安全感。當中包
括「活力挑戰營」及「四社迎新聯歡聚會」，這兩項
活動都由高年級的「大姐姐」一同參與，藉此互相認
識，建立關愛文化，並藉著分享經驗以幫助新生了解
中學的校園生活。而活動中不乏各類型遊戲，具有濃
厚協作解難成份，讓學生體驗同輩間互助合作及互動
學習的重要性。

而面對科技的急速發展，今年學校除了教授中一學妹
利用互聯網學習外，也特別加強資訊素養的培育，讓
她們能扎根正向價值、深化素養技能及智慧應用科技。

面對學習模式及環境的轉變，中一學妹迎來的挑戰確
實不少，學校除了透過不同的方法協助她們適應外，
也特別安排專業人士到校舉辦精神健康講座，讓學妹
能加深對精神健康問題的認識，引導她們探索自己的
情緒及想法，繼而認識自己，並了解處理精神壓力的
方法。

良好的中一適應課程確實能協助中一學妹盡快投入中
學的生活，為以後的學習及愉快的校園生活奠定堅實
的基礎。

由專業導師帶領同學進行小組活動，同學表現投入。

老師粉墨登場化身成為學生，並以有趣
生動的形式向中一同學講解學校對同學
的期望。 

情緒管理講座讓同學學會
排解壓力的方法。 

高 年 級 的 社 委 主 持 「 四 社 迎 新 聯 歡 聚
會」，透過遊戲建立關愛文化。

中一新生齊關顧 笑迎中學新里程



「學術提升計劃組」與「學長計劃組」在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舉行了
「CV Writing Workshop」。在此要特別感謝「學長計劃組」組長Ms. 
Esther Chak 的統籌，學校老師Ms. Kassel Cheung及 Ms. Mandy Ho
為我們招募同學參加及準備工作坊的進行。

是次工作坊有十九位中四至中五的同學參加，並由三位舊生負責講解， 
Ms. Angie Lau and Ms. Christina Tsang分享一些從人力資源和行政角
度閱讀履歷的經驗，Ms. Alice Tse是工作坊的主講者，她詳細介紹一份
履歷需要具備的元素和基本撰寫技巧，使師妹們日後能為自己撰寫一份清
晰詳細及突顯自己獨特價值的履歷。

在分組討論時，還有「學長計劃組」三位組員(Ms. Ada Pong, Ms. 
Frieda Leung 及Ms. Jacqueline Ho)的協助，同學們都能積極參與「撰
寫履歷」的活動，並使討論進行得非常順利。在匯報時亦能在Mrs. Bette 
Li誘導及提問下，各組都能用流暢英語匯報她們的一份「虛擬履歷」。

工作坊後，同學們的回應很正面，她們表示很高興能參加是次工作坊，並
瞭解如何撰寫一份清晰的履歷。同時，她們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工作坊中
多練習撰寫履歷的機會。

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前DJ夏妙然是聖母書院的學生。稱得上是日本通的
夏妙然，今天退休後的身份是押花達人。而且她一直極之好學，昔日工作之
餘還可以完成香港大學哲學的博士論文；還有興趣學習韓文、法文及德文，
並在退休後考了一個金融保險牌。人生不斷學習，生活才會精彩。

經濟日報文章連結：https://paper.hket.com/article/3030313/

The workshop is fruitful because we 
got some group discussions and 
shared our work. I enjoyed the 
learning and I like interacting with my 
classmates.

Before joining the workshop, I thought a CV 
needed to mention a lot of details. After the 
workshop,I know more about what to include 
in a CV. The teachers are also helpful during 
our groupwork which made me learn a lot.

4C Kiko Tam

This workshop has 
strengthened my knowledge in writing CV 
efficiently. The activities we’ve done are enjoyable, 
the mentors are very friendly hence helped us a lot 
in giving ideas and direction. Moreover, the 
speaker’s presentation is clear which helps me to 
have a vivid mindset on which proper information to 
put in the CV. Most importantly, the presents are 
fascinating :)))

The workshop gives a brief idea of how a 
CV should be. The speaker explained very 
clearly and gave a lot of examples which 
help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 and 
things to include in a CV. The time for us to work 
on a CV helped me brainstorm how to elaborate 
a person'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Also, it makes 
me know what content should be included for 
different job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workshop is nice too.

-Nice speakers
-Quite interactive
-Time is a little bit short
-A practice section can be included
Overall it’s really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to know more about CV writing. This 
would help me to be more prepared for 
my career.

The workshop was very enjoyable and I learned a 
lot about CV, what it is and how to write it. I’m very 
honored to have such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d former Our Ladians and even the 
former Principal. The workshop as a whole was 
knowledgeable and interactive which made the two 
and a half hours went by like a flash.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relevant activities.

預告
延續CV Writing Workshop，「學術提升計劃組」
與「學長計劃組」將於12月份舉行另一有關撰寫應
徵信的工作坊，希望屆時S5以上的同學踴躍參加。

CV履歷撰寫培訓工作坊
(CV Writing Workshop)

同學回應

4C Samantha Shum

Paeonia Chick 4A

Vivian Lam
5A Cecilia Tong

4A Pearlie Liu 



聖母書院2021年週年會員大會已於2021
年 7 月 3 日 ( 星 期 六 ) 以 網 上 形 式 舉 行 。
2021年週年會員大會當日共有35位會員
投票各 項議案(包括會議議程和會務及財
務報告)。所有議程皆全部獲得通過。

2021年4月24日，校友 Alice Ho 及 Deon Li 為師妹們主持性
格透視工作坊，引用加拿大性格專家的研究理論，以遊戲、問
卷及分組活動等環節，了解個人潛藏的性格特質及其他性格特
質，令待人處事更寬容，並協助選擇將來的學業及事業取向。

大家在這緊湊的三個小時活動中積極參與，有參加者說分析出
來的性格特質與自己行為非常脗合；亦有說知道了他人為何對
同一事情有不同反應；有表示更肯定自己對學科的選擇及事業
目標；大多數的評價都是正面的，不少同學表示希望可以知道
更多職業導向的資料。

舊生專業導師 Deon Li 也表示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返回母
校跟師姐及師妹們分享這個工作坊，要特別感謝PPA及職業輔
導老師 Miss Ho 的支持及幫助，令工作坊得以順利舉行。聽到
參加者在工作坊有所得着，的確是令人鼓舞！

2021年7月4日是第四屆（2019－2021年度）【學長計劃】的
網上結業禮，約有30多名舊生會委員、學長及學員出席，雖然
受到疫情影響，這兩年我們還是按疫情狀況，成功舉行了不同
的線上線下的活動。 結業禮上總結了今屆各方的配合而付出的
努力及成果。

設計師嚴楚碧 Rabi Yim 是典禮嘉賓，與同學們講述她畢業後
遇到車禍，坐在輪椅重新開始，再度投入設計師的行列，並成
為【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席，她積極、勇敢及豁達面對
人生各種困難，令人動容！

舊生會主席 Rebecca Choy 介紹新世代的數碼化轉變所衍生出
來的新工種，鼓勵學妹提升十大技能去應對新常態。

在畫了一幅禪繞畫，體驗一個令心靈平靜的方法後，大家分組
傾談面對不同困難時的對策、心情及體會。

會議時間剛好是今屆學妹們考完DSE，祝願她們在往後的升學
或就業路上，面對困難同時能照顧心靈需要，勇敢及用創意去
面對及應付。

Mrs Li 前聖母書院校長李金嘉倩，相信
許多舊生都會認識。但或許大家不知道，
Mrs Li 退休後，在教育局擔任計劃總監達
15年，她還不怕辛苦，同時兼讀中文大
學的繙譯碩士課程。

退而不休，孜孜不倦學習，Mrs Li 永遠
是我們的榜樣。

新一屆學長計劃（2021-2023年度）又開始了，今年製作了一條學員招募視頻，記錄過去多年計劃的多元內容，包括日常聯繫
的whatsapp群、聖誕聚會；為師妹裝備前行的各類工作坊如面試、性格透視及履歷撰寫；培養品味修養的社交禮儀、化妝體驗；還
有貼身話題如逆境前行、社會新常態等分享，加上難得的工作實習機會，協助師妹擴視野、養興趣、知能力，順利踏入人生下一個
階段。視頻節錄的師妹回應，顯示了計劃的成效。多謝60多名校友對師妹的關顧，與她們携手同行，活出校訓：仁厚 · 關愛侍人。

以下是該視頻的連結，歡迎大家踴躍收看：http://ppac.olc.edu.hk/blog/mentorship-program-recruitment-video?categoryId=220536

經濟日報文章連結：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3054693/

【學長計劃】方面 

聖母書院2021年
週年會員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