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祿六世書院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
通訊(第一期)

陳穎賢家長
本屆家教會會員大會已於二零一
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完滿舉行，順利通
過上年度家教會周年會務報告及財政
報告，並由校長頒發第十四和十五屆
家教會委員之感謝狀及委任狀。今年
家教會特別為投票環節訂購了一批彩
色膠手掌，使點票時更清晰、更準確，
也令活動增添新意！
除此之外，今年大會後的安排與
以往的有所不同。本會就着各級家長
特別關注的事項，舉行了不同的專題

一眾家長、同學排隊登記進場

講座，例如邀請了學務組、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之老師為中三家長講解選科
與升學須知；課外活動組及學務組向
中四家長簡介新高中內的「其他學習
經歷」與「校本評核」
；香港輔導教師
協會的邱信儀女士為中五、中六的家
長、同學分享有關升讀大學的資訊。
各位會員，本會能健康地發展全
賴大家的寶貴意見及踴躍參與多項義
工服務，本人謹代表各委員向各位致
萬二分謝意。

上屆主席林慧貞女士作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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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囡囡已升上中學了。對她而言，踏進新校園，一切都
是新奇的，而教學方面亦轉以英文為主。作為家長的我，真是擔心
囡囡難以適應。
開學兩個月，學校舉辦了「吾家女兒升中後」家長教師交流會。
會上、老師首先播放各同學在校園上的生活點滴，照片中可以看到
每位同學臉上不自覺地掛滿了笑容。第二個環節是家長與班主任會
面時間，談談囡囡在學校適應開學生活及學習的問題，從而解決了
家長們的憂慮。
真是多謝各位老師於上課及課餘時間為各同學拍下難能可貴
的照片，好讓家長可以感受到囡囡的校園生活是那麼多姿多采。
譚月明家長

中二級家校交流會情況

學務組張開裕老師講解中三選科安排

不經不覺女兒已升讀中三了。時間真的很
快過去，特別今年她要為選科作好準備，相信
我同大部份家長及同學們為此感懊惱。幸好剛
開學約兩個月，校方安排中三「審慎選科、迎
戰高中」講座，讓大家瞭解選科須知及細節，
校方也宣佈日後會安排個别見班主任，詳細分
析女兒們的方向。聽了這講座真令我感安心。
李惠芬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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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學校舉行家教會會員大會暨家長講座。是次講座主題是「前途在我
手，踏上青雲路」 ── 中五和中六同學分別在 2015 及 2016 年應考中學文憑試 DSE，
不少家長都會為自己的女兒前途擔憂。有見及此，家教會為了支援中五、中六的家長，
特別邀請香港輔導協會幹事邱信儀女士主講。
邱女士講座內容主要包括：JUPAS 選科策略、大學聯招課程去年新生入學成績及最
新入學形勢、聯招學士課程介紹及收生安排、「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職業訓
練局升學資訊、外地升學，講座內容豐富，切合不同同學的升學需要。
當中提到升讀大學聯招院校是不少同學的首選，但除了要取得好成績外，其他部分
亦不容忽視，如入學成績換算方法，同學應多作了解，有助報讀及調配聯招科目，亦避
免放榜時方寸大亂。另外也指，現今升學途徑多元化，收生及出路各異，同學應未雨綢
繆，多方面了解不同的資料，從而及早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出路，及著力自己的相關重心
科目。 這次講座，可令家長們了解更多，更讓同學們更認真面對文憑試，為前路早作
多元考慮及準備。
徐鳳珠家長

邱信儀女士講解升讀大學資訊

家長與班主任在茶聚交流

我於 10 月 25 日參加了家校交流會，在地理室聴
了各位老師對 OLE、SBA、SLP 的簡介，從中了解原
來新高中學生不但要求在校的學業成績，同時還需要
OLE（其他學習經歷），以幫助學生全人發展。以及
SBA（校本評核）去評核更多重要的學習成果，避免
考生一時失手，以減低考生壓力。通過此次的交流，
更進一步了解新高中學制，同時堅信要與孩子與時並
進，當中參加家校的交流會是最好的辦法。
袁小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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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推選為保祿六世書院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我感到
非常榮幸，真的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和老師的支持。
回顧過去，今年已是第六個年頭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令我
最深刻體會到的是一班願意付出時間和心血的委員和家長義工，大
家都很積極和投入地參與，一同為推動家教會的活動而努力，必能
使「家校合作」的精神發揚光大。

林慧貞家長
每年各委員、老師及家長義工都不辭勞苦、盡心盡力協助學校推
行各方面的活動。為了加強家校合作，今年家教會策劃了不同的活動如家長教師交流會、家政學
會、45 周年校慶開放日的美食居、家校同心齊送暖、賀年糕點助清貧、家長專題講座、水果雙
週和家長興趣班等。希望我們能藉著家教會的活動，提供家長與學校、家長與女兒的溝通的機會，
拉近彼此的距離，使家長得以陪伴孩子度過愉怏而有意義的校園生活。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家教會委員和家長義工在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一起籌備和舉辦活動，
讓各項活動都能顺利完成。我希望各位家長繼續支持家教會，無論是參加活動，或是给予意見，
你們的支持將成為我們發展會務的強大動力。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新
一 屆 的 家 長 委 員 聚 首 一 堂，並 互
選 各 項 執 行 委 員 職 務，結 果 如 右
表所示：
林翠雲校長及歐陳瓊芝副
校 長 為 本 會 當 然 委 員，其 餘 五 位
老師委員由學校委任，任期兩
年。
另 外，李 惠 芬 女 士 及 譚 月 明
女士加入「買賣業務監管委員
會 」， 代 表 家 長 表 達 意 見 。

家長委員

老師委員

席

林慧貞女士

---

副主席

李惠芬女士

廖黃桂珍老師

司

庫

陳新生女士

潘玉珊老師

秘

書

徐鳳珠女士

姚婉華老師

教

育

羅潔貞女士

詹鳳儀老師

出

版

陳穎賢女士

侯耀鴻老師

康

樂

總

務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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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艶寧女士
黃凱珊女士
譚月明女士
袁小婷女士

詹鳳儀老師
---

Three Things I learned from Pope Paul VI College Students
A year and a half ago, I started my work in our school
as a pastoral assistant. It is a work position close
enough with students to build mutual trust with them,
and distant enough to be rid of tension likely induced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over schoolwork. That
nice balance, however, no longer exists, as I have
become a teacher here. Building mutual respect with
students I now rely on daily interactions. I have learnt
at least three things from our young people so far:
First, our students do not conceal their genuine
feelings. Their spontaneous reactions during the
English lessons told me very accurately how much
they liked my childish illustrations drawn on board, or
how intriguing (or not) a writing topic appeared to
them. Our students’ directness I treasure much, as it
reminds me sincerity is still possible. Second, our
students do not let us down when they feel trusted.
曾 湉老師
Their learning habits and attitudes may not always be
the kind we expect, but our young ones are usually willing to try and thrive. Third, our
students know teachers are just human. I used to remind a group of diligent students:
when they became pitiful for themselv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submitting that one extra
piece of homework to a teacher, they had better think of their dear teacher who would
need to mark a pile subsequently. The students smiled and nodded. I was happy that the
idea reached them readily – they knew it! Most students understand us and are glad to
offer help and support. I am grateful for this flow of kindness in our campus.
Actually, I need to thank my Lord who seems to enjoy landing me onto new places.
Luckily, every one of His placements brings sweetness and love, for example, my
current one. May He find me thankful and learning.
老師姓名
曾

班主任

任教科目

湉老師

1C

英國語文、宗教及倫理

李漢龍老師

3C

數學

楊綽茹老師

2B

英國語文

呂志強老師

-----

中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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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Girls and Parents, I am Stephen Lee. I am so
pleasant to join your warm PPVIC family this year.
In these 3 months, I entirely feel your kindness and
loveliness. I hope I can adapt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assimilate into your school lives as soon as
possible.
Maybe some of you have chatted with me and
begin to know more about me. I am sporty and
enthusiastic. I like all kinds of sports and chess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feel free to invite me
to engage. Also, music and movies are the friends
in my daily life.
Besides, I have a strong passion in Maths and
Science. I think that all the things surrounding us
are very mysterious and fantastic. For example,
why is the sky blue during the day time but red in
李漢龍老師
the evening? How to build giant infrastructures
with accurate trigonometry calculations? How do numbers and symbols simplify our
lives? Stay curious to the world, more wonderful your lives.
To be your teacher, I want to share three key words in my life.
1. “Thank you”: We should show our gratitude to our holy God. Thanks God for
creating and love this unique person every day. Also, give thanks to all the people
who help and supports in your growth.
2. “Sorry”: No one is perfect.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Don’t be exhausted if you make any mistakes. Stand up. Apologize to God or
somebody you owe. Walk back to the right way. Remember tha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3. “Tell me why”: Don’t be foolish and blind trust all the things people say. Be critical
and analyze all the reasons behind. God gives us wisdom as he wants us to
understand and praise what he made. Don’t waste your grace.
“Thy w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and a light unto my path.” (Psalms 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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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everyone. 
I am Debbie Yeung, a new teacher of English in this
school.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I can be a teacher in
this big family of Pope Paul VI College. Teaching in
this school is definitely a gift from God. I truly enjoy
teaching here, not only because the girls here are
witty, intelligent, and hardworking, but it also
reminds me of my old days when I was a secondary
school girl as I was also raised in a girls’ school.
There is a story behind my affection for English.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1, I felt that English was
very difficult to learn. Many of my classmates had
been immers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a long time since English w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their primary school. They knew a lot
楊綽茹老師
more words than I did and they spoke like native
speakers. Seeing other students who were way better than me, I was a bit lost and
saddened. Yet, it was a miracle that my passion for English was aroused in where I was
discouraged.
Thanks to my friends, I started to listen to English songs. I was quite interested in
sounds and I started to mimic them. I then picked up the accents which, though not
perfect, sound less Hong Kong. In Secondary 4, I was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e
Speech Festival by my English teacher. I was quite reluctant to do so because I thought
my spoken English was not good enough. However,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 learned
that I could do well in English if enough effort was put in. I started to fall for English
and I participated in different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s. In my matriculation, my
love for English was further enhanced and this made me an English major in university.
My passion for English eventually motivated me to jo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as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as I want to share my joy of learning English with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is never a difficult task if you love it. If you love something, you will
have the motivation to know more about it. And the more you know, the better you
perform. This, in turn, enhances your love and the cycle of loving, knowing more and
performing better will go on. I do hope that every of the students in PPVIC will have the
joy that I experi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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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呂志強老師
……
房外響起了十二時的鐘聲，媽媽一步一步地
踱向藥箱，她的拇指和食指靜靜地掀開藥箱。這
時候，忽然有一道黑影由廁所延伸出來，原來是
伯娘佇立在廁所門外。她的一雙狼眼緊盯著媽媽
雙手。當藥箱被掀開時，廁所傳出了一聲低沉的
吼叫，媽媽的身子抽搐了一下，然後縮手、退後，
屋子再次變得沉寂。媽媽將目光轉向沙發上的大
伯。他冷冷道：
「冰也能降溫」。聽見這話，媽媽
的閉鎖的眉額稍為鬆緩了些。她走向雪櫃，打開
冰格，把手伸向裝滿冰粒的盒子。可是，那凌厲
的雙眼仍緊盯著她的一舉一動，她亦像意識到什
麼般，頓時改變了方向，把手伸向那袋帶有標記、
凍得發白的豬肉丸。
媽媽拿著幾顆我最愛的早餐回到房中，毫不
猶豫地將兩顆肉丸塞入我的腋窩，用那粗糙、乾
呂志強老師
癟的雙手狠狠地按著我的雙臂，使勁地往內壓，
口中喃喃唸著「散熱吧！散熱吧！」那冰冷的肉丸死死地黏著我的兩腋，為血液注
入冷而清的氣流，牽引著體內的餘熱。腋下傳來痛與癢，肉丸在一下一下地跳動著，
貪婪地吸吮著令人難受的體熱。媽媽用那帶有幾條紅絲的眼睛凝望著我的兩腋。不
一會，腋下流出一股冷熱混和的液體，肉丸逐漸恢復平日的彈性，媽媽的眉毛也歸
回原位。於是，她繼續努力地塞著、按著……
今天早上，媽媽如常叫我起床上學。桌上放一杯加了冰的阿華田，媽媽在廚房
煮著豬肉丸煎蛋公仔麵，露出溫暖的微笑。
作者的話：這是我小時候的一個片段。在我患病時，感謝*雅偉 神*讓我能得
著媽媽的悉心照顧。在面對各種困難、看似無路時，感謝神總為我打開一扇天
窗。同時，當遇上挫折、逆境時，盼望大家能發現讓你感恩的事情，明白困難
也是人生的一種磨煉、祝福。
*大部分聖經將獨一的神的名字譯作「耶和華(中譯)」或「Jehovah (英譯)」，但
這不太正確。按照希伯來原文，神名字的正確發音應為 Yahweh, 中文為「雅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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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交流會 2014
為了增加家校溝通渠道，促進家庭與學校的關係，與及幫助家長了解女兒
在學校的生活，認識她們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本
會自今年開始，在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之後，舉行
全校的家長老師交流會，每個級別有不同主題，希
望學校與家長由此建立可持續發展關係

2

新高中多元出路講座
本會在周年會員大會後，邀請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資深導師
邱信儀女士為中四至中六家長和同學主持「新高中多元出路」
講座，講題為「前途在我手，踏上青雲路」。出席人數超過
600 人，家長和學生表示獲益良多。

3

家長美食居
本校今年慶祝 45 周年校慶，於 11 月 29 日舉行

開放日。家長義工隊為改善同學的學習環境，製作各
種美食，在開放日出售，籌募經費。是次義賣收益在
扣除成本後，全數撥交學校，希望為同學添置體育設
施。

9

4

家校同心齊送暖
本會將於 2015 年 2 月 7 日 (星期六) 為石籬區的長者
送上新春禮物包，希望藉此提供親子機會，讓家長與年青
人共同實踐仁愛與服務的校訓，以刺激年青人關注香港的
老人問題，並反省自身行為。是項活動需要大約 40 至 50
位家長義工參與，請踴躍支持。

5

製作新年糕點
本會秉承校訓「仁愛與服務」的精神，每年在農曆新年
之前，由家長義工全力製作賀年糕點，饋贈有需要的家庭。
日期預計是 2015 年 2 月，家長如欲擔任義工，請聯絡廖
太或馬姑娘。

6

家長講座
本會已邀請正生書院陳兆焯校長在 2015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五) 晚上蒞臨本
校主持講座。陳校長有教育工作者敏銳的觀察力，對青年人心態有充分的理解，
是次講座必定令家長深刻反省。詳情請留意本會通告。

7

健康雙週
為配合本校「健康校園」的主題，家教會聯同健康
領袖在 2015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舉辦一連串與健
康相關的活動，包括水果日、水果美食工作坊及烹
飪比賽，歡迎各位家長擔當義工。如欲參與，請
聨絡本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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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事項 (2014-15)
1.

透過多元化學習經歷，幫助學生訂立人生目標，並培養積極奮發的態度

2.

培養學生敬主愛人，常存感恩之心，並珍惜顧念大自然

3.

鞏固教師專業交流文化，全面照顧學生身心靈的發展

登山遠足不可缺少的就是指南針，它可以指示我們正確的方向，讓我
們不容易迷路。其實人生也是如此，若我們沒有及早確立方向，
為將來作好準備，我們將會逐漸迷失在生活中。
根據外國的研究顯示，及早讓年青人訂立明確的目標，
對她們的成長和學業，都有莫大的裨益。教師和家長宜引
導年青人為自己訂立可以達到的具體目標，並鼓勵她們擁有
自己的夢想，好使她們能夠為自己的人生找到奮鬥的方向。
有了人生的方向，就有奮鬥的動力；若能力所及，信心自然倍增。經常對年青
人予以正面評價亦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既可帶給子女成就感，還能加強其面對挑戰
時的信心。有成就的人早有夢想，努力付出，向目標奮進，並堅持到底，才能獲得
成功！
「機會只會留給有預備的人」。希望家長能夠
從旁協助，透過日常生活的經歷和體驗，提升子女
的能力和自信心，鼓勵她們訂立目標，追求理想，
邁向豐盛人生。
近年的教育改革強調多元出路，培養學生作好
規劃準備尤其重要。今年，本校繼續邀請及外聘專
業機構到校教授生涯規劃、大學聯招選科策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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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策略等，讓高中學生對自己今後的學習前途和人生道路有美好的憧憬，並有實現
理想的策略和責任感。至於升學及就業輔導，更是重要。本校會舉行各種輔導活動，
包括家長教育，以協助了解多元出路。
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青少年不單要面對學習和生活節奏帶
來的挑戰，還要適應家庭結構及人際關係的改變。有見
及此，學校重視發展學生訓輔工作，以幫助學生全人發
展。有效的學生訓輔服務可加強學生的歸屬感，協助他
們掌握解決問題的技巧和作出明智的決定，成為有責任感
的人。今年學期初，為了幫助中一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成長營的歷奇訓練都是以訂立目標、克服困難、堅毅上進
為訓練重點。此外，近百名學生領袖獲安排接受歷奇輔導，
讓她們領略群體合作的重要性外，更積極學習如何逆境自強、積極奮發、反思改進，
培育她們成為具責任感、獨立自主、擁抱挑戰的領袖。
感謝天主一直祝福及帶領本校，今年是本校創立四十五周年，學校特以敬主愛
人，常存感恩為本年度的主題，鼓勵同學透過欣賞和表達善意，以行動回報天主的
愛。
感恩是一種心態、行為。經常覺察別人的好意，心存感激以及常常對別人表達
謝意，都可讓自己有幸福感。具感恩心的人，更為健康、樂觀，亦有
較多朋友，他們不容易憂鬱、嫉妒。對別人感恩，不僅利人，而且
利己。下學期起，學生會寫感恩週記，每週寫下三至五件值得感恩
的事。這樣做，在六個月內，能大幅度增加學生的正向情緒，因此
產生更多的幸福感。重視別人給予自己的恩惠，也會引發更多的善行。
多項研究顯示，樂於助人的青少年心理更健康、更積極、更勇於迎接
挑戰。本校一如既往，會繼續推動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實
踐校訓「仁愛與服務」的精神。
青少年的成長路充滿挑戰，需要老師及家長不斷的提醒與鼓勵。其實，我們可
以有一個更豐盛和滿足的生活狀態：對自己接納、為生活感恩、對將來有盼望、體
驗人間有情、內心充滿平安、憂愁能轉為喜樂。家長要經常鼓勵孩子，建立她們的
自信，並教導她們與人相處之道，幫助孩子面對壓力、學習正向思維，並在有需要
時主動尋求協助。只要家校通力合作，為下一代建立關愛的成長環境，給予他們合
適的鍛鍊，必能讓她們身心靈得以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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