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順利天主教中學新任校長李婉萍，十分榮幸能夠成為順利大家庭的一分子。感謝歷任校長、

家長、校友、老師和學生的攜手合作，以及天主的帶領和眷顧，在過去四十年為本校奠定穩健的基礎，建立良

好的校風。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深信教育工作者除了向學生傳授知識和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培養

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和辨別是非的能力，讓他們充滿自信地面對日後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每一位學生都有其天賦

和亮點，我深信在老師的指導下，再加上家長的支持，順利學生必定能夠在各範疇上發光發亮。讓我們並肩同

行，一起踏上新里程！

姓    名： 李婉萍
宗    教： 天主教
教學經驗： 曾於兩所天主教女子英文中學任教，並於公務員培訓處任職語文訓練主任
專    項： 中國語文、宗教教育、教育心理學、資優教育、

價值觀教育、學生活動、教師專業發展
教育理念： 心靈陶育  Formation of the Heart

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座 右 銘：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Mark 9:23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道德經》第八章                                                      

吳美兒女士吳美兒女士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順利」已經四十年了，而我在這個家也度過了十二年的光景。由大女兒曉童中六畢

業，到兩年後，小女兒曉悠又幸運地升讀「順利」，讓我能再次有機會為「順利」服務，屈指一算，原來我加

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也有十年了。

    這十二年間，我參與了「順利」的兩次校慶，更有幸得到各位老師和家長的支持，當上家長教師會主席及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在這裏我分享了「順利」很多美麗時光、榮耀和喜悅，但也結伴走過不少的艱難險阻，

我見證了「順利」的成長，而「順利」也見證了我的成熟。

    在人生的旅途中，能遇上平坦的道路固然是一種福氣，但無可避免地我們總會遇上一些崎嶇難行的山路，

或許有時會在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不幸的事情會毫無預警地發生，令我們措手不及。就

好像近年的疫情，各式各樣的防疫措施為我們的生活模式帶來巨大的轉變，親友相聚、

回校上課、課餘的團體活動……，原來我們習以為常的，在疫情的籠罩下，卻突然變得

珍貴無比。過去三年，許多家教會的活動都未能順利舉行，令我不免感到遺憾，猶幸本

年度的家教會會員大會在困難重重底下能順利舉行，完成新舊兩屆委員的交接儀式，總

算給我一點安慰。我深信艱難的時刻總會過去，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共渡時艱，一起期

盼着疫情的完結，生活復常，家教會的一眾委員、義工家長都正磨拳擦掌，準備好再為

各位老師、家長、同學舉辦精彩的活動。

    最後，我要感謝榮休的詹校長，新任的李校長和各位新舊老師對莘莘學子的悉心栽

培、耐心教導，不管是陽光燦爛，還是風雨飄搖，你們都源源不絕的傾注愛心和關懷，

讓「順利青年」能夠在逆境中茁壯成長，展翅飛翔。

    感謝您，順利！

本會本會
宗旨宗旨

Shun Lee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
順利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通訊 2021-2022

  使家長能與學校及教師保持緊密之聯絡與溝通，達至家校聯繫與互相配合，攜手善導青少年成長。

  關注與協助提升學生品德與修養，父母與子女同步學習、前進與成長。

  配合校務成長，改善學校的設施與同學的福利。

  家長代表參與校董會會議，攜手推動學校各項事務發展。

新校長的話新校長的話

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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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天主教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八屆第二十八屆
全年活動全年活動

30/10/202130/10/2021

第28屆會員大會第28屆會員大會

9/2021-3/20229/2021-3/2022

「溫暖留」「溫暖留」

為留校溫習的中四至中六同學：為留校溫習的中四至中六同學：

①選購餅乾、飲品①選購餅乾、飲品

②提供「加油站」零食包②提供「加油站」零食包

18/12/202118/12/2021

家長工作坊「創意教育 x價值探索」家長工作坊「創意教育 x價值探索」

27/5/202227/5/2022

雙親節禮物雙親節禮物

3/8/20223/8/2022

出席學校40周年校慶感恩祈出席學校40周年校慶感恩祈

禱禮及慶典禱禮及慶典

5/8/20225/8/2022

頒發「家教會好學生獎學金」頒發「家教會好學生獎學金」

28-29/07/202228-29/07/2022

中一新生註冊中一新生註冊

為中一新生及家長代辦訂書為中一新生及家長代辦訂書

及開學首三天訂飯服務。及開學首三天訂飯服務。

21/8/202221/8/2022

中一迎新中一迎新

家長講座及學生活動家長講座及學生活動

「如何準備孩子面對中學生涯?」「如何準備孩子面對中學生涯?」

中一同學在校內進行「ShunTeens」活中一同學在校內進行「ShunTeens」活

動， 家教會特訂購運動冰巾送贈同學動， 家教會特訂購運動冰巾送贈同學

1/9/20221/9/2022

頒發「家教會文憑頒發「家教會文憑

試狀元獎學金」試狀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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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六

下午舉行第二十八屆會員大會。主席吳美

兒女士匯報第二十七屆會務及財政葉壽

香女士匯報財政報告外，會上並通過第

二十八屆內閣成立及完成就職典禮。

劉詠汶女士  1B蔡筠玉家長劉詠汶女士  1B蔡筠玉家長
    大家好，我是1B班學生家長劉詠

汶。今年有幸能加入順利天主教中學家

長教師會當委員，促使我參加的動力是

想多了解學校，希望透過認識學校動

向，與家長多接觸，使我能與女兒有更

多的共同話題及了解其學校生活！

曾慧敏女士  1C葉俊健家長曾慧敏女士  1C葉俊健家長
    大家好！很感恩兒子能夠入讀第一志願的中學—

「順利天主教中學」，而我也很榮幸能

夠加入「順利」家教會這個大家庭。透

過參與家教會的工作，令我能更加深入

了解學校的運作，與老師和校長的關係

更密切，做到家校合作。在未來的日子

裡，我希望與各老師和各家長委員群策

群力，履行家教會的宗旨，共創美好的

校園，讓孩子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李曉笙女士  1B王潁楠家長李曉笙女士  1B王潁楠家長
    大家好，我和女兒今年新加入「順

利」這個大家庭。我覺得「順利」無論

是校長、老師、學生或家長，彼此都互

相關懷和照顧，給我家人的感覺，所以

我非常榮幸能加入家教會，期望跟各委

員與學校通力合作，可以為「順利人」

略盡棉力。

郭素珊女士  1A 韓昕澄家長郭素珊女士  1A 韓昕澄家長
    很高興女兒能夠入讀順利天主教中學，成為「順利

人」。在短短的日子裡，我看見孩子每天放學回來都帶著

歡愉的心情，跟我分享學校的生活點滴，讓我完全感受到

學校每位老師對學生的愛，令孩子即使

轉換了新的學習環境也能很快適應過

來。而我亦選擇加入家教會，因為我深

信家校合作是很重要的，加入家教會使

我能了解學校的教育願景並從而作出配

合。我希望能夠陪伴孩子學習成長，在

此期望與大家一同為孩子創建愉快的成

長和學習環境。

順利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順利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28屆執委會候選內閣名單第28屆執委會候選內閣名單
職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班別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班別

主  席 吳美兒女士 馬曉悠 5D
副主席 劉雅婷女士 楊丞傑 4C 黃運英老師 / /
財  政 張玉蓮女士 區洛遙 3C 陳雲鋒老師 / /
文  書 王瑞苗女士 莫湘宜 3D 胡淑清老師 / /
康  樂 葉壽香女士 鄺宏業 3C 林牡丹女士 楊子健 6D
聯  絡 邵淑媛女士 翁逸童 5D 陳美夷女士 謝曜行 5D
聯  絡 陳銀香女士 羅銘楷 5A
總  務 譚麗冰女士 麥永霖 5A 陳叶云女士 黎裕丞 5C
委  員 李德芝女士 張皓謙 3C 蘇婉兒女士 潘祖蕎 2B
委  員 蒙東曉女士 朱軒銳 2B
副委員 郭素珊女士 韓昕澄 1A 曾慧敏女士 葉俊健 1C
副委員 李曉笙女士 王潁楠 1B 劉詠汶女士 蔡筠玉 1B

新委員心聲新委員心聲

第28屆會員大會第28屆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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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校長榮休心聲詹校長榮休心聲

吳美兒女士吳美兒女士
    我因兩位女兒入讀順利天主教中
學而讓我認識和藹可親的詹校長。多
謝詹校長在教與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並主動與家長交流，希望你在退
休後可以享受人生。

王瑞苗女士王瑞苗女士
    詹校長，感恩您創造了一個
美好的世外桃源、一個溫暖的家給
每一位學生，使我們的子女能在你
的庇蔭下茁壯成長。如今，您退休
了，祝您退休後的生活仍舊精彩、
順利，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林牡丹女士林牡丹女士
    校長，你親民隨和的形象深入
民心，感恩遇到你。很感謝你常常
與我們家教會分享學校的政策，讓
我們對學校更加了解。我更感謝你
對我兒子子建多年來的疼愛和關
心。願你退休生活健康愉快！

葉壽香女士葉壽香女士
    謝謝您，詹校長！您
的溫暖、慈愛滋潤「順
利」成長，使她成為一間
充滿愛的學校。在這祝願
您退休生活安康愉快！

蔡曉明女士蔡曉明女士
     詹校長，感謝您！感恩大女兒卓琳能在
你的庇蔭下長大畢業，而小女兒卓璿亦得到
你的關懷愛護。每次見到您，總是笑臉迎
人，充滿正能量，使人也變得樂觀積極。

不捨得，真的不捨得——在順利工作了37年，要離
開，真的有很多捨不得。
捨不得順利的每一位同事，你們對教育的專業精神，是
令順利穩定發展的動力。
捨不得順利的前輩，你們為順利奠下穩固的基石。
捨不得順利的年青有為的老師，你們的活力、你們的陪
伴，讓順利學生感到溫暖的愛。
捨不得天真爛漫的初中學生，你們中一時給我寫的信，
我都一一細閱，讓我看到你們的夢想。
捨不得在成長中戰勝困難的學生，你們突破困境、蛻變
成長的故事，使我為你們感到驕傲。
捨不得勇於嘗試，擁抱挑戰的學生，你們的毅力、你們
的信心實在叫人佩服。
捨不得這座屹立山前的校園，這片幽靜舒適的土地，讓
我們更接近天主。
捨不得各位家長，你們給予學校的信任和支持，讓順利
成為你們子女的第二個家。
捨不得離開這個美好的家；
捨不得充滿人情味的地方；
捨不得每位順利年青人的純真；
捨不得這群懂得關愛別人、有承擔、有抱負的年青人；

縱然心中有萬般不捨，我想跟各位分享「捨得放下」的
人生哲學。
以下是節錄自網站「佛說生活」的一篇文章:
「人心之煩，煩在計較；
人生之苦，苦在執著；
人生之難，難在捨得。
生活中，你在意什麼，什麼就會折磨你；
你計較什麼，什麼就會困擾你。
縱使天大的事，當你用順其自然的心態去面對時，
就會發現其實沒什麼，只是自己想的太複雜而已。
生命中有一種愛，
是安靜的，是無求的。
遠遠的觀望，不言不語；

完全的給予，無悔無怨。
不想說明，只願心懂；
不求回報，只願愛在。
事如風，不過一陣子， 無論是繁是簡都會
過去； 學一種豁達，一種灑脫， 看淡了，
是非曲直也就無所謂了； 放下了，成敗得
失也就那麼回事； 昨天無論好壞，都已經
過去， 明天無論成敗，還沒來到， 今天無
論得失，都要面對，這就是日子。」

為年青人來說，當他們盡了全力仍未成功，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不斷努力，不會氣餒，直至成功為止；
但我們更希望他們學懂放下沮喪，放下失敗，重新振作。
作為父母，我們會否過於執著學生的成績，而忘記欣賞子女努力的
過程?
我們會否對子女的成就耿耿於懷，希望他們成為你夢想中出色的年
青人，而沒有欣賞他們尋找夢想的堅持?
學習捨得的真正意義，是適時放手，讓我們與子女的關係更親密、
更長遠。

人生實在有無數的捨得、無數的捨不得，
捨得 、捨不得是人生的兩難，我們應如何取捨?
在人生的修行中，讓我們在種種的捨不得的經驗下學懂捨得，
學懂放下。

感謝校長篇感謝校長篇

詹燕珠校長 詹燕珠校長 捨得．捨不得捨得．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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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委員心聲離職委員心聲

    大家好！我是今年中六畢業學生羅蔚桐家長陳玉琼，也

是27屆家教會的委員。

    八年時間眨眼就過，為什麼是八年呢？因為我有兩個小孩

在「順利」就讀，兒子已經大學三年級，女兒今年也畢業了。

    過去兩年多，老師、家長和同學都是同一種心情，擔心

突然不能上學，教育局又突然宣布停課。女兒中五時，上學

的日子已經寥寥可數，中六時更是大部分時間都在上網課。

時間越來越接近公開考試，我感受到女兒的壓力也越來越

大，幸好有班主任和各科老師的幫

助，給予同學支持及鼓勵。就好像

老師發現同學的網上課堂學習未夠

完善，在許可的情況下為同學補

課。蔚桐的班主任黃浩恩老師，在

考中文科的前一晚，用ZOOM為同

學補課，令女兒感受到老師的支

    大家好！我是李巧珍，是今屆中

六畢業生羅博文的家長。我在家教會

擔任康樂一職，亦是上任家長校董。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小兒中六畢

業了！內心百感交集，既興奮又不捨。

    回想當初因前任主席潘健全先生的邀請，

我加入了順利家教會這個大家庭，令我有了不一樣的五年。

這五年來，我參與學校和家教會的各項活動，在工作坊，講

座中，和家長們互相交流教子心得，建立友誼；參與「溫暖

留」為留校溫習的中六同學煲粥，讓我可以將溫暖送給每一

位同學，令我感到溫馨又滿足。參選成為校董更讓我了解學

校的教育方針及運作，在詹校長帶領下，以專業、熱誠、天

主核心價值及學生福祉為依歸，引領學校不斷向前發展。

    我特別要感謝詹校長，她隨和、親切、友善，讓我能舒

心地參與學校的各項事務，這也正是學校有家的溫暖感覺的

重要原因。詹校長常說我們作為老師、家長，要帶著愛、尊

持，與同學的並肩作戰。作為家長，我們真的很

感激老師！

    在疫情之下，很多畢業活動也取消

了，但學校盡力為同學創造美好的回

憶，例如在學校舉行畢業跑，讓中六同

學環繞學校跑一圈，而各級的師弟妹就

將祝福說話寫在紙飛機上，為師兄師姐打

氣加油，然後在各樓層一起「放飛機」，場

面十分壯觀，真令人感動又開心。

    大家可能奇怪，我為何知道女兒這麼多的學校生活呢？

原因是我加入了家教會，知道更多學校的資訊，孩子就更願

意和我分享。所以不但是女兒，我也在「順利」這個大家庭

中學懂了很多！

    我相信「順利人」會帶着「順利」的價值觀，在往後的

日子為自己的未來努力打拼！

重和信任教導孩子，這亦成為了我的座右銘！我覺得家長愛

子女，他們會快樂成長；家長尊重子女，他們會願意和你溝

通，親子關係更加密切；家長信任孩子，就是給他們支持和

信心，讓孩子變得更獨立自主。

    我亦感謝教導過小兒的老

師，你們盡心盡力，循循善誘，

鼓勵推動小兒建立自信，成為有

理想，有目標，誠實有禮的人，

在學業上更有顯著進步，讓我

引以為傲。我這位母親由衷的感

激！「順利」的老師都是最優秀

的老師！

    最後感恩我能與兒子一起在「順利」這所優秀的學校度

過多姿多彩的中學時光，見證他的成長。

    祝大家身心愉快！「順利」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中六畢業生羅博文家長  李巧珍女士

中六畢業生羅蔚桐家長   陳玉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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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的時代，我們的生活離不開電腦網絡，青少年尤甚，但不少孩子因不會自制而沉迷網絡
世界，令家長十分頭痛，對網絡科技可謂又愛又恨。到底家長應如何正面應對這資訊科技的新時代？如何引導孩子善
用科技而不沉迷呢？本會為此特邀請資訊科技教育及親子教育專家黃寶財教授到校主講「智慧型學習—如何讓孩子善
用科技而不沉迷科技」家長講座。黃寶財教授歷任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系教授，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教育局家庭
與學校事宜委員會主席等，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及家長教育。講座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
時舉行。講座中黃教授與我們分享有關如何讓孩子善用科技等問題，為我們提供不少建議，家長反應熱烈。

善用科技而不沉迷善用科技而不沉迷
蒙東曉女士  1E朱軒銳家長  蒙東曉女士  1E朱軒銳家長  

    現代科技急速發展，改善了我們的生活質素，也讓我們在工作
及學習各個層面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
得不承認，科技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不少社會問題。當今很多青少年
沉迷於互聯網而影響學業，甚至身心健康也受影響，這是父母們最關
心的，同時也是最急切希望解決的問題。
    我參加了黃教授「如何善用科技而不沉迷科技」的講座，深有反思。我們都知
道青少年本身大都嚮往新奇事物，可是他們自制能力普遍很弱，而網上遊戲中的互
動與反饋方式很刺激，對他們非常吸引，導致青少年在遊戲過程中容易獲得快感和
滿足而沉迷下去。作為家長該怎樣做呢？黃教授在講座中分享了一些秘訣。首先是
建立親子關係。我很認同，家長在晚飯或睡前應多與孩子進行有效溝通，要注意青
少年的叛逆心理很重，所以家長言辭也要恰當，不能過於剛烈。在良好的互動談話
氣氛中讓孩子主動意識到若過度沉迷手機會造成危害。當然，家長也要以身作則，
不要經常滑手機，孩子才能在潛移默化中被改變。其次，可以在家庭生活中選擇一
些優質的活動與孩子共同經歷，例如一起去圖書館、書店或去做運動，多花心思去
點亮孩子的課餘生活。只要每天找到孩子的進步，加以欣賞與鼓勵，循序漸進，增
強現實世界對孩子的吸引力，那麼孩子便會善用科技而不沉迷。

講座後有感講座後有感               陳鈺玲女士  1D蔡文燁家長(2022-23)陳鈺玲女士  1D蔡文燁家長(2022-23)
    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眾校長們都不約而同在迎新會上向家長拋出同一條問題：「你想子女
將來成為怎樣的人？」我想，每位家長的答案都是希望孩子成為優秀的人！ 
    古有「孟母三遷」，今有「選校大戰」，皆因我們都明白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影響深遠。記得
家長講座中呂副校強調：「良好的親子關係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基礎。」能保持優質的親子互動，才
算擁有良好的家庭環境。環境固然重要，孩子自身態度亦很關鍵。天資過人又如何？不求上進最後
只能「傷仲永」。黃副校就以親身經歷激勵師弟師妹，即使沒有贏在起跑線，只要奮起直追，也可
以成為精英。
    嘉賓講者鍾明崇先生在講座中分享的幾則小故事鼓舞人心，證明天生我材必有用！韓愈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現今，有教無類的老師就是伯樂，他們總能讓千里馬找到屬於自己
的草原，盡情馳騁。就像有位老師曾謙卑地說：「那些自身很優秀的學生，換作別人教，他們同樣
優秀，所以他們的優秀多半與我無關。相反，那些對學習興趣平平的孩子，有天受我的啟發，明確
了努力的方向，拾級而上，那是我執教最大的樂趣。」
    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說：「沒有愛，就沒有教育。」一棵小小的植物，尚可因美好的稱
讚而長勢喜人，更何況是朝氣蓬勃的青少年？就學校近年的放榜成績而言，如果沒有愛的灌溉，何

來如此驕人的成果？小兒能如願成為順利
天主教大家庭的一份子，慶幸
之餘，我的心中充滿感恩。
    優秀的人才離不開悉心栽
培，家校合作，使孩子走當行
的路。最後也藉此機會，祝願
每一位同學「以夢為馬，不負
韶華」！

「智慧型學習「智慧型學習——如何讓孩子善用科技而不沉迷科技」家長講座如何讓孩子善用科技而不沉迷科技」家長講座

 「如何準備孩子面對中學生活」家長講座 「如何準備孩子面對中學生活」家長講座
    為協助中一同學及家長適應中學生活，本會與校方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合辦迎新活動，邀請了「正向教育
學院」的鍾明崇先生為家長分享「如何準備孩子面對中學生涯?」。與此同時，中一同學在校內進行「ShunTeens」
活動，家教會特訂購運動冰巾送贈同學。

家長教育活動家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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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會是一個嶄新的時代，社會發展需要「新型人才」，部份行業不

久更會被AI人工智能淘汰。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新時代的社會發展，培育子

女迎接未來，本會特與「誇啦啦藝術集匯」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辦

「創意教育 x 價值探索家長工作坊」，透過藝術愉快活動，活學及發掘潛藏

的創造力，養成靈活變通的思考模式(flexible  mindset)。家長體驗「創意學

習」，欣賞藝術，認識創意思維的關鍵，

與子女一起裝備自己，從容面對迅速轉變

的世界。是次活動於禮堂進行，互動有

趣，出席的家長均樂在其中，獲益良多。

創意教育 x 價值探索家長工作坊創意教育 x 價值探索家長工作坊

雙親節雙親節
    趁著本校畢業禮的大日子，家教會為表達對校監、校長、老師、職員及工友的謝意，特致送

芒果作禮物，聊表心意，感謝順利大家庭中的爸爸、媽媽付出無限愛心照顧我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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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淑清老師（主編）  黃運英老師  吳美兒女士  譚麗冰女士

新老師介紹新老師介紹

黃卓盈老師黃卓盈老師
任教化學科及科學科任教化學科及科學科

林燕儀老師林燕儀老師
任教體育科及生活與社會科任教體育科及生活與社會科

王曜彤老師王曜彤老師
任教生物科及科學科任教生物科及科學科

李亮彤老師李亮彤老師
任教數學科任教數學科

歐展聰老師歐展聰老師
任教數學科及數學任教數學科及數學
延伸部份單元二延伸部份單元二

韓卓穎老師韓卓穎老師
任教英國語文科任教英國語文科

馮愷澄老師馮愷澄老師
任教歷史科和地理科任教歷史科和地理科

余中彥老師余中彥老師
任教英國語文科任教英國語文科

莫美龍老師莫美龍老師
任教中國語文科任教中國語文科

陳煒榆老師陳煒榆老師
任教英國語文科任教英國語文科

陳祉文老師陳祉文老師
任教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任教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黃善朗老師黃善朗老師
任教數學科及科技與生活科任教數學科及科技與生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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