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1) 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能相輔相
成，以收教育之宏效。

(2) 協助學校改善設施，支援學校提
高教學的質素。

(3) 加強家長及教師間之聯繫。

(4) 增強家長間的聯繫及認識。

宗旨

本屆執行委員會成員

當 然 委 員 ： 金 東 周 神 父

  劉 柏 齡 校 長

主 席 ： 鍾 貴 財 先 生

第一副主席 ： 鄒劉華珍女士

第二副主席 ： 胡錦遠副校長

秘 書 ： 黎 兆 麟 先 生

助 理 秘 書 ： 譚 志 輝 老 師

司 庫 ： 鍾黃慕儀女士

助 理 司 庫 ： 廖 志 成 老 師

聯絡及康樂 ： 潘 志 誠 先 生

  楊 銳 生 先 生

  林鍾碧華女士

  羅湯秀梅女士

總 務 ： 胡張淑英女士

助 理 總 務 ： 陳黃貝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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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教會會員：

大家好！寫主席的話已是第四年了，總希

望每篇都能為各位會員帶來新的信息，好讓大

家對家教會有更多的了解。只怕未能完全滿足

家長們的要求，在此先請各位多多包涵。

家教會的工作既有意義亦富挑戰，難得一

班熱心的家長，在繁忙的生活中抽出寶貴的時

間，努力推動會務，讓各大小活動得以順利展

開，值得大家讚賞。

一如以往，今年家教會籌辦了許多大型活

動，如周年會員大會、親子講座、親子旅行同

樂日、親子燒烤日等。這些活動的成功，有賴

會員們踴躍參加，本人謹此向各位致謝！在多

位家長的努力下，我們嘗試一些過去未曾參加

過的活動，如東區家教會聯會舉辦的親子堆沙比賽，以增加聖貞德中

學在社區的知名度。

除了以上項目外，家教會亦曾探討一些富有意義的活動，如舊書

買賣、舊校服轉贈、家教會支援基金（目的為支援因突發事件而面對

經濟困難的會員）、黃昏小聚（目的是將本校之關愛文化引入家長中

的互相傾訴平台）等。雖然以上項目因種種原因均未能成事，所以在

會訊中沒有報道，但委員們確實已付出努力，在此應該一提。

為了讓執行委員會的選舉更公開、公平、公正，本會於學期初建

議修改會章有關選舉部份，並得到多數會員通過，今後全部家長執行

委員均經由會員大會選出。

多年觀察所得，參與家教會的家長們的工作能力及熱誠度不斷提

升，家教會的運作亦漸漸成熟，本人感謝各委員的努力。當然，我們

仍有改善的空間，並希望今後得到更多家長參與和支持，令會務繼續

蒸蒸日上。

最後，多謝校監、校長及各位老師於過去一年對本會的貢獻。希

望大家再接再勵支持本會，發揚家校合作精神。

祝大家身心安康！

第三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主席 鍾貴財



「抗逆我不怕」親子講座
今次參加「抗逆我不怕」親子講座，

講者陳志雄先生巧妙地引導家長們如何協

助子女發揮抗逆能力。原來孩子處理逆

境不妥善，可能會引致他們面對困難時容

易放棄、對前景不樂觀，甚至不願接受挑

戰。

從這次座談會中，我不但學到一些教

導子女抗逆能力的方法，甚至對自己在日

常生活中處理情緒問題時，也同樣能獲益

良多。

中三級家長 卓明光先生

全年工作報告

全年工作報告

家長及教師在會
後聯誼

校監金東周神父頒發感狀予去屆
家長義工隊代表

湯秀梅女士在會場上講
述參選政綱

鍾主席與主講嘉賓陳志
雄先生合照

家教會

✧ 新生家長迎新日

✧ 初中家長同樂日

✧ 親子旅行同樂日

✧ 家長義工聯歡聚會

✧ 親子會衫設計比賽

交流溝通
✧ 周年會員大會

✧ 定期常務會議

✧ 親子講座– 
 「抗逆我不怕」

✧ 「教學語言新趨勢」 
 家長座談會

❀ 參與東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活動： 
 ✿ 東區家長進修學院 2008 
 ✿ 山區學校壯族文化考察團 
 ✿ 2007親子堆沙比賽暨繽紛同樂日

❀ 『家長師生齊參與‧關懷長者顯愛心』社會服務 
 ✿ 探訪康怡護老院 
 ✿ 參觀「耆安鈴長者熱線中心」 
  暨電話慰問長者服務

踏出社區

♥ 參與： ✤ 感恩日 
  ✤ 聖誕聯歡會 
  ✤ 聖貞德書展 
  ✤ 水運會及陸運會 
  ✤ 2008 步行籌款 
  ✤ 歡送中五及中七同學 
  ✤ 聖貞德瞻禮 
  ✤ 畢業禮

♥ 推選鍾貴財主席為校董會成員

♥ 三位家長擔任「買賣業務監察委員會」委員

♥ 親子閱讀報告比賽及班際閱讀分享比賽擔任評判

♥ 協助中一學習體驗日及與小六家長分享

投入學校

周年會員大會暨親子講座
本人乃今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自十一月參選至今，已有五個多月了。在多次

參與常務會議及義工聚會當中，本人獲益良

多！各委員對會務之投入，是值得我感到驕傲

的。最難得的就是我可以認識一班熱愛學校、

關心子女的家長。透過家教會的會議，更可以

拉近了學校與家長

之間的距離，增加

了大家溝通的渠

道；同時亦可以與

其他家長交流教育

子女的心得。

本人很開心

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在往後的日子，我們

希望能為本會、學校，以及社區作出更多的貢

獻。

中一級家長 湯秀梅女士

去屆執行委員會領取感謝狀

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



正面： 代表了家長教師會的一項宗旨「家長和校方的聯繫

和合作」。這雙手，一隻代表家長；另一隻代表學

校，兩旁的樹木代表學生茁壯地成長。

我心裏一直有一個疑問？就讀現行三三四學制裏中文中學的同學們於升讀大

學時，教學語言方面能否接軌？又或他們準備放洋留學，母語教學又會否成為障

礙？相信這些困難都無用置疑。

有見及此，我們特別為中一及中二級家長舉行是次家長座談會。我們除了

邀請劉柏齡校長於座談會上簡介學校對教學語言政策的構思，更會讓家長們能

與資深老師及家長教師會委員分享對教學語言政策的意見和期望。

在母語教學的大原則下，若然中文中學亦能加强英語教學，我當然

百份百支持！我更期望在學校裏能助我的兒子打好兩文三語的良好基

礎，讓他將來可與世界接軌。

中三級 家長 黎兆麟先生

「教學語言新趨勢」家長座談會

會衫設計寓意 (冠軍)

會衫設計寓意 (季軍) 

親子會衫設計比賽

老師代表細心摘錄家長的回應

家長積極地表達意見

家長們留心聆聽老師的分享

會衫設計是以簡單為主，故我以聖貞
德中學家長教師會的英文簡寫 

“SJAPTA” 為主，在設計上我加上一個黑白的屋簷把
SJAPTA蓋住，這個

屋簷的寓意是代表家及校是一家的意思
。

SJAPTA 是聖貞德中學家長教師會的英文名稱“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縮寫，也是代表以下的意思：即是“Students 

from Junior to Adult, Parents and Teachers Altogether”意思是「學生從青少年到成年

人時間，家長及老師是在這個家校裹一
起把孩子教導成人」。

至於屋簷及會徽均用黑白為主，意思是
代表我校歷史悠久，已有五十年的歷史

，更代表

老師和家長努力教導孩子明辨是非黑白
及孩子在這個家校的屋簷下能學懂明辨

是非黑白。

參加者姓名：楊子翹 (中一愛) 

家長姓名：楊銳生先生

正面： 代表了家長和教師合力培護幼
苗，寓意為學生。

背面： 代表家學合一。

參加者姓名：翁俊翹 (中一智) 
家長姓名：王玉珊女士

會衫設計寓意 (亞軍)

其他優異作品得主

背面： 校徽代表學校，旁邊的彩帶代表家長

教師會和學校的聯繫。

參加者姓名：林雋逸 (中二望) 
家長姓名：周細蘭女士

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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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朋友在飯後更有餘興節目

另一廂有香噴噴的燒烤

最

佳
組
合 - 林鍾碧華女士及

鍾
黃
慕儀女士，帶遊戲，夠專業！

親子遊戲，開心又刺激 親子旅行同樂日

離開前一同拍照留念

初中家長同樂日當天，有賴老師們、家長們的支持，

足足有一百多人參與，令整個活動十分熱鬧。家長們除了可

彼此認識外，亦可藉此機會與老師交談，了解一下兒子在校

的情況。最開心是看見孩子們這邊走走、那邊坐坐，燒烤、

火鍋兩邊忙過不亦樂乎。最後大家還齊心協力清理場地，再

來個大合照，留下開心回憶，整個活動便圓滿結束。

中三級家長 張淑英女士

創意燒烤比賽之得獎主 - 

楊銳生先生

一面火鍋美食

為了讓家長間有更多溝通的機

會，本會於十一月三日舉行了「初中

家長同樂日」，邀請中一級至中三級

學生及家長參加，活動形式以燒烤及

火鍋形式進行，讓家長們可以互相交

流，共同歡渡一個愉快的晚上。

初中家長同樂日

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

籌備已久的家教會親子旅行，已於9/3（星期

日）順利舉行，當日總共有百多位學生、家長及親

屬參與，校長、副校長及多位老師亦撥冗出席，場

面好不熱鬧。

活動當日陽光充沛，大伙兒乘坐兩輛旅遊巴

士到達保良局元朗大棠度假村，簡介後大家分別參

加營舍提供之分組活動，接著共進燒烤午餐，並於

室內進行集體遊戲等活動，最後以獎品豐富之「抽

獎」作總結，家長們均表示享受當日之活動。

正如校長所言，參與家教會或有關之活動最重

要的價值，是能夠了解孩子的生活圈子：他們的同

學、老師等，增加與子女的話題，對親子溝通有很

大的幫助呢！

中二級家長 鍾碧華女士
想贏！合作至重要！

當天超過一百位師生、家長參與

老
師
、
學
生
和
家
長
一
同

燒
烤
，
樂
也
融
融



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

親子旅行同樂日

St. Joan of Arc Secondary School

親子閱讀報告比賽

書　名：心理醫師也想學的人生道理 Too Soon Old, Too Late Smart
作　者：Gordon Livingston, M.D.（戈登．李文斯頓博士)著
出版社：大塊文化

Title: Hours of Power: My Daily Book of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Author: Dr. Robert H. Schuller
Publisher: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daily companion offers the best of this extraordi-nary pastor’s words of wisdom. Dr. Schuller has handpicked these 366 meditations from such notable works as Tough Times Never Last, But Tough People Do; Life’s Not Fair, But God Is Good; If It’s Going to Be,  It’s Up to Me; Move Ahead with Possibility Thinking; Be Happy Attitudes; You Can Become the Person You Want to Be; and Turning Hurts into Halos and Scars into Stars.

With each day, you will discover the enduring wisdom of Possibility Thinking and learn how to make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count. Filled with uplifting motivation and sage advice, this at-tractive collection is an ideal gift and the perfect yearlong companion as you strive to become the person you are meant to be.

By Mr. Lai Shiu Lun (Parent from F. 2)

書　名：百載鐵道情

作者及出版社：九廣鐵路公司

還記得很久前的一天，經過當年九龍羅湖九廣鐵路的火車站大堂時給放在

客務中心飾櫃內的一本寫着『百載鐵道情』的精裝書本所吸

引。我便走進客務中心內要求取這本書看看。當晚我便徹夜

不眠地把它細閱一遍。晨光透窗，我終於把書看完了。

看完此本書後真覺得這本書真是物超所值，內容插圖

均是非常豐富。最重要是一本約三百頁的書本道出百年鐵

道的人和事。平均每三頁便記載了鐵道一年的人和事。

此本書的作者把書分為五部份：

第一部份： 火車的蛻變–由蒸氣火車到電氣化列車及解構雙層豪華Ktt列車；

第二部份： 從前是這樣的─回到鄉下出城的日子及紅綠旗與小籐圈；

第三部份： 車站大變身–紅磡總站的蛻變及由鄉村車站演變至千禧新車站；

第四部份： 列車運作知多少–認識列車自動操作系統；出車前、收車後的準

備及女車長巾幗不讓鬚眉；

第五部份： 網絡的伸延–綠色西鐵環保先鋒；輕鐵系統複雜有理及馬鐵何以

稱為「街坊鐵路」。

在這五個部份內均把九鐵由一九一零年到二零零六年間的百年歷史道盡。

記述手法雖屬平凡但卻把鐵路的每個有趣、辛酸、滿足及成功的歷史故事活
靈

活現地表達出來。

看這本書雖對寫作沒有太大的幫助，但最少能更深入了解在香港快將消失

的百年古老鐵路。

中一級家長 楊銳生先生

家長評判與高年級得
獎者合照家長評判與低年級得

獎者合照

快樂有三個要素：有事可做，有人可愛，有所盼

望；這是一種覺得生命有意義又有樂趣的肯定狀態。

本書作者是執業超過三十年的心理醫師，每天都

會聽到形形式式的生命故事。這些上門求助的人被

憂鬱沮喪的情緒所困，想不起快樂的滋味。

有人把不盡如人意的現況歸咎於機運不佳、遇

人不善，甚至推諉父母沒能提供完美的童年生活。

有人口口聲聲說要改變，卻始終停留在「想法」、「願望」的階段；

到頭來只得到一些破碎的承諾。有人不喜歡改變，不願冒險，寧可繼

續寂寞度日，也不肯大費周章去認識新朋友——更別提找到真愛。

作父母的，以為自己要對孩子未來的發展負起全部責任，因而過

度管控，引起親子關係的衝突。許多人對恐佈份子、狂牛症、槍擊犯

聞之色變，卻疏忽了暴飲暴食、抽菸酗酒、全球暖化帶來的危害。有

人在發展感情關係時一再遇到難題，往往是因為未能在自己和他人身

上看出不適合維持長久關係的人格特質。

說穿了，我們不去做該做的事，所以無法變成想成為的人。（注

意：是「做」而不是「想」。）作者用一種睿智而富有洞見的方式指

出，人生充斥著許多矛盾，而最大的矛盾核心便是：人類明知生命終

將衰亡，仍能在其中找到樂趣和意義。這是面對命運的勇氣，也是幽

默感的表現。

本書的三十個篇章，如同心理醫師和你分享三十則珠玉般的人生

智慧；其中涵蓋了親子、兩性、婚姻、自我提升等課題。閱讀本書，

有時你覺得作者像是那種會對我們說真心話的益友（雖然他的話或許

有些刺耳），有時你覺得作者像是我們的父親；他用一雙溫暖實則有

力的手，以激勵也是扶持的方式，適時推我們一把。

中一級家長 湯秀梅女士

眾評判與參賽者合照留念

致送感謝狀予各位評判

家長在書展中推介好書

「悅」讀樂

家長好書推介

班際閱讀分享比賽

各評判在認真地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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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向前，向
目標進發

家長會主席聯同校長及
學生會會長一同起步

2008步行籌款隨筆
三月一日是學校之步行籌款，是項活動已有28年歷史，當

天由校監、校長、校友及本會主席擔任主禮嘉賓，分別向參加者致

辭，管樂團更演奏出美妙的樂章，操場上站滿了參加的家長和同學，

令場面十分熱鬧之餘，更充滿了溫情。

是項活動所籌得之善款，主要用來改善學校設施及資助同學參加各

項活動，讓同學有更優質之學習環境。負責統籌是次活動的兩位同學─

籌委會主席劉嘉豪同學和黎康強同學表現出色，沿途有各制服隊伍和學長

維持秩序，使整個活動能順利完成。不管天氣多酷熱，大家都全力以赴地完

成整個行程。

中一級家長 陳躬英女士

三月一日是學校之步行籌款，當我進入學校時，就給龐大的學生陣容

嚇呆了。想不到學校之籌款活動，竟得到不少同學的支持。在出發之前，

先有校監、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學生會會長等致辭。由於得到他們鼓

勵，使不少為做善事的學生及家長們，都感到熱血沸騰，希望能儘早

出發，完成整個行程。隨着管樂團演奏出美妙的樂曲，配合了是次

活動之口號─「步行籌款樂滿紛，貞德齊心來創新」。步行籌

款是一項利己利人之活動，正如家教會主席所言，既有益身

心，又能幫助學校發展，何樂而不為呢！

中一級同學 林賢程

沿途家長互相交流，多開心

很多家長一同支持是次步行籌款

步行籌款

運動好處多

鄒太跑得多從容

各位家長都全力以赴

200米競步比賽

家長與學生一同競賽3000米

參加3000米前合照

陸運會

水
運會

大家蓄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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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米的挑戰
如往年，家教會都會鼎力支持聖貞德中學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有

委員提議家長挑戰三千米的賽事，當時你一言我一語，大伙兒抱着凑熱閙的心

情，也就爽快地答應參賽。

比賽當天，天朗氣清。一班精神抖擻的家長，穿上運動裝束，活力指數絕對比得上學生們。

家長們心情輕鬆，並借陸運會的機會聯誼一番。在比賽當中，有人堅持到底；也有人中途離場，但這些

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全情投入，享受當中的過程，有人還笑謂自己能「超額完成」。我們並非為自

己開脫，參賽前家長們早已表明未必能完成三千米，我們很清楚是次參與的目的，只是為支持各同學吧了。雖然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為了接受挑戰、顯現團結的力量，我們也在所不計。

舉辦運動會當然有很多老生常談的意義，但今屆的運動會卻讓我有另類的反思。人人能力不同，就需訂定不同的

目標，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清楚自己的方向，目標既已訂下，便須積極投入，享受邁向目標的過程。真正的挑

戰並不在於三千米，三千米難不到我，相信你也不例外！

中六級家長 劉華珍女士
四位參賽的家教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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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親子合作，令比賽
更具意義 是年之主題為北京奧運

當地上課時
的情況

學生往返學校都要利
用這簡陋的橋渡河

探訪當地居民

致送禮物予各學生

與當地學生一同遊戲

廣西之旅-山區學校壯族文化考察團
復活節，我與媽媽參加東區家長教師會舉辦之廣西山區學校壯族文化考察團。

3月21日早上出發，我們坐了八小時車程，晚上才到達酒店。當晚我們齊集在酒

店裏將帶來的禮物包裝好，預備明天送給當地的學生及居民。第二天我們一早出發，

於下午到達目的地，午飯後便到學校參觀，學生們非常熱烈地歡迎我們的到來。因當

天下著雨，為車程安全起見，我們只好匆匆探訪村裏的居民及送出帶來的禮物後，五

時左右我們便離開，繼續我們往後的行程。

雖然我們的探訪時間不多，但卻感到他們的熱情，以及收到我們的小小禮物時的

喜悅。我覺得他們雖然生活不很富裕，但比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裕城市的香港人來說，

他們活得更為快樂和滿足。看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我感到慚

愧，因我們的物質生活太充裕，反倒忽略了精神生活的充實！

中一級同學 卓子躒及 
中一級家長 周雪嫻女士當地學生夾道歡迎

大家合照留念

2007親子堆沙比賽
天朗氣清，海風輕拂，家長及同學們，埋頭苦幹地在石澳沙灘上堆

砌著早已設計好的圖案。真厲害！不消三個鐘，一個栩栩如生的褔娃及

北京奧運倒數鐘在沙上出現了。今次我們雖不能獲獎，但卻享受了一天

親子的樂趣。家長及同學們，我們明年再一起努力吧！

中一級家長 楊銳生先生

本會設於繽紛同樂日
之遊戲攤位

水
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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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活動

今年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的東區家長

進修學院2008提供了兩個課程，課程甲包括提

升學習能力的全腦學習法、多感官學習法、超級記憶法及專注力等；而課程乙則與如何與青少年灌

輸性知識。已參加此兩課程的家長都感到獲益良多，希望來年家長們都能踴躍參與。

東區家長進修學院

學員努力嘗試跟從陳先生
的指導進行練習

學員正互相練習
聯想法(課程甲) 

導師陳志雄先生正教導一
些提升腦筋靈活的活動家長也上課

距離上一次上學已經有八年了。跟很多在職家長一樣，要在下班後還要上堂的確有點吃力。但由於是對教

育子女相關的課程，並且由東區家教會舉辦，故此一定要用心學習吧！

子女學習不集中，家長擔心影嚮成績；而面對青春期的青少年，家長有時是也會忽略，或者是不知怎樣開

口和他們討論，這正是一般家長的寫照。A、B兩班課程內容都很實用，對中小學生家長如何提升子女的專注

力和了解青春期青少年面對的問題有很多探討，但更有用的是幫助家長和子女溝通，拉近大家的距離。

上學後，滿以為為子女而上的課程，但發現原來自己才是最大得益者，所學的溝通和表達方式，不單可

應用到子女身上，亦能改善自己和其他人的談話技巧。

每位父母均為子女設想，並相信自己也很了解子女及已為他們做到最好，但做法恰當嗎？他們會開心或認

同嗎？透過課堂，導師很技巧地暗示一般家長較常見的錯誤或不恰當的處理方法，然後提出適當的改善方法，

以完善對子女的教導及關懷，這正是我們需要學習的。此外，用遊戲方式先向其他家長討論一些敏感的青少年

話題，讓自己有更多心理準備和經驗，以便能更自然和流暢地跟子女討論，令效果更為理

想，事半功倍，這也是大家所期望的。

透過了解和溝通，優化與子女的關係，欣賞他們的優點和發

揮他們的長處，引領子女們走向適合自己的道路及燦爛的人生，

正是為人父母者的期望，但願每位家長學員均能如願以償。

中一級家長 阮光宗先生 學員進行分組討論
及練習(課程乙)

學員與導師合照留念
(課程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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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平安鐘熱線中心暨長者電話慰問
有幸到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參觀耆安鈴 

─平安鐘中心的運作，認識到甚麼是平安

鐘！見識到“他”的操作又是怎樣的。昨

天，我們一行20多人，包括了老師、 家長

和學生，我們浩浩蕩蕩的向平安鐘中心出

發。昨日的參觀，不但令家長們大開眼界，

更另學生們親身體會到甚麼才是關懷。我們更藉著打電話與長者閒

談，認識到他們的內心世界和生活實況，更使我們領略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的道理，從而關心起家中長者來。除此之外，其實與長者

相處並非是一件甚麼的難事。這寶貴的一課，我會永遠珍惜及回味。

中四級家長 潘志誠先生

本校家長一向熱心服務，並自發組織家長義工隊，積極參與不同的社會

服務。本年度更聯同校內社會服務團合辦【家長師生齊參與‧關懷長者顯愛

心】活動系列，截至五月，已舉辦了兩項活動，分別為“探訪北角康怡護老

院”及“參觀平安鐘熱線中心暨長者電話慰問”。家長義工與社會服務團的

師生通力合作，為長者送上關懷與祝福，盡顯愛心。

家長師生齊參與 關懷長者顯愛心

當了數年中文老師，明白語言是用來

思考、表情達意的工具。善用語言更易於

理解別人的內心世界。

最近與家長、學生當了一天義工，在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致電慰問長者，學習

如何打破獨居長者的孤寂。

這活動讓我們大家明白到人與人之間

的隔膜從何而來？當張口發聲的時候，如

果是抱著溫情暖意、是抱著張開手臂的姿

勢，那聲音將會是如何動聽！

這聲音不僅可打開獨居長者的心，也

打破了兩代間的隔閡與師生間的隔膜，更

讓人明白，一節又一節的中國語文課，背

後不是冷硬的一頁頁空文，而是精緻動人

的情意教育。

這活動讓家長、同學及我上了深刻的

一課，更從而體

現了長者安居服

務協會標舉的口

號－ 獨居無

懼，老有所依。

周媛老師

透過今次的服務，才知道我

校的家長及師生經常參與各類型

的義工服務，這不僅可以拉近家

長與師生之間的距離，更可以

交流心得及分享服務時的個人感

受。當我們與不同受助者傾談

時，可以有數之不盡的話題，大

至國家大事，小至社會時事，政

治、歷史無所不談。這不但可以

增進我們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可

以為這些受助者送上一點點的愛

意和溫暖。

中四級同學 關鎮耀 

參觀平安鐘熱線中心暨長者電話慰問

今年九月二十二日，時近中秋佳節，我們一群聖貞德中學家長義工、

教師及十多名同學，在老師帶領下，結伴前往本港一間老人院作親善探

訪。我們首先分組跟長者交談問好，接著玩玩由學生們策劃的有關「中秋

佳節」集體遊戲，令長者提早感受一

下節日的氣氛。當日大多數長者均年

屆九十，有患病的、有行動不便的、

有乏人照顧的。但令我感動的是由

一開始，看到長者們對我們的陌生表

情，漸漸到有說有笑，教我們既感溫

馨又充滿成功感。

整個探訪活動，令我們及孩

子們都得益不少。幸福非必然，希

望日後能有更多家長及學生與我們

一起同步，多關心一下身邊的人和

事。 

中三級家長 張淑英女士

探訪北角康怡護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