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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話

各位家⻑︰

 

       全球疫情嚴峻，⾹港亦難獨善其⾝。莘莘

學⼦停課近半年後，好不容易重回校園，⼜要

⾯對不可預知的新學年。請容許我先向⼤家送

上誠摯的祝福，尤其是中⼀的新⽣，歡迎加⼊

聖羅撒書院的⼤家庭。

 

       今屆的中六同學在如此艱難的時刻，咬緊

⽛關應考公開試，殊不容易。全賴同學的堅

毅、家⻑和⽼師的⽀持，本校2020年⾹港中

學⽂憑考試之表現仍然保持⽔準，絕⼤部分科

⽬的成績均⾼於⾹港⽇校考⽣平均表現。四個

主科的成績如下︰        

2019-2020
聖羅撒書院家⻑教師會

地址：⾹港新界沙⽥銀城街29號 
電話：23371867 / 23373463
傳真：23380915 電郵：pta@hksrl.edu.hk

考獲學⼠學位課程⼊學資格的學⽣達 75.4 %，⽐率遠⾼於⾹港平均 42.2%，同學的努⼒令⼈

欣慰。中六甲班潘樂晴同學、何敏嘉同學、葉嘉鈴同學及中六戊班區愷晴同學均考獲六科五

級或以上的卓越成績，⽽中六戊班鄧祖頤同學亦考獲七科五級或以上的佳績。

       除學術成績外，本校同學在其他領域亦屢獲佳績。2019年中六畢業⽣富家恩更榮獲葛量

洪傑出學⽣獎。葛量洪傑出學⽣獎由各中學提名中六畢業⽣競逐，得獎者必須品學兼優，積

極參與課外活動，以及熱⼼為社區服務。全港每年共有24位得獎者；⽽本校學⽣⺒連續六屆

獲此殊榮。

  

    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南 華 早 報 ）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2019/20， “Linguist English”⼀項中，中六甲班潘樂晴同學已名列頭三甲；⽽在  “Best

Devotion to School”⼀項中，中六甲班何柔蔚同學已晉⾝頭⼗⼆位。最終結果仍有待南華

早報稍後公佈，但同學傑出的表現實在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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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對中六同學⽽⾔滿有挑戰，對其他級別的同學⽽⾔亦不簡單。⾃⼆⽉初教育局宣布

全港學校因應疫情停課。本校為此推出各樣措施應對，減低對學⽣學習的影響，並⽀援家⻑協

助學⽣學習。當中包括家⻑通告電⼦化、網上發佈成績單、於特定時間實時於線上授課、開放

Google Classroom 及 eClass 網上學習平台、網上發佈課業及批改課業。班主任亦定時聯絡

家⻑，了解學⽣在家學習情況、在家學習網寬⽀援計劃等。在此，我衷⼼感謝各位家⻑全⼒配

合校⽅的應變措施，學⽣及⽼師的努⼒和付出，感激校務處職員和教學助理提供⾏政⽀援，⽽

⼯友則致⼒做好校園防疫⼯作，各⼈謹守崗位，貢獻⾃⼰，為聖羅撒書院這個⼤家庭服務。縱

使外在環境不如⼈意，但中六的同學沒有放棄，我們也不要洩氣，家⼈、同學、⽼師乃⾄主耶

穌總與我們在⼀起。

      

        教宗提及醫護以⾄社會上眾⼈正書寫歷史的決定
性事件，⽽祈禱和默默無聞的服務，是⼈們得勝的武

器。其後於四⽉三⽇的聖週錄像信息中，教宗再次⿎

勵我們要慷慨⼤⽅，協助周遭有需要的⼈，或者透過

電話或社交網絡關切更孤獨的⼈。是的，我們要戴上

⼝罩、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活動……但我們仍可透過祈
禱為醫護打氣、透過科技去關愛近⼈、謹守⾃⼰的崗

位做好防疫⼯作，這些看似微⼩的⾏動，實是天主所

喜悅的。我們應當常懷感恩之⼼。在前線抗疫的醫護

⼈員乃⾄街道上和醫院內的清潔⼯，他們都是無名英

雄，默默無聞地服務，⽽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我

們正要學習這種服務他⼈，犧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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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鉅變正是我們反思個⼈⽣命的時機。疫症
肆虐，恐懼漫延，撼動每個⼈的靈魂深處，當中的

⽣離與死別，不是⼀堆數據可以顯⽰的。教宗⽅濟

各於三⽉廿七⽇傍晚，在⾵⾬飄搖中，站在空蕩蕩

的聖伯多祿⼤殿前，透過直播帶領普世信徒為疫情

祈禱，降福世界。教宗在講道中回顧耶穌「平息⾵

浪」的奇蹟（⾕四¥^- ]1），直指當前的逆境揭穿
了⼈們的脆弱，在⿊夜籠罩的時刻，求主速來拯救

眾⼈；⽽眾⼈如同暴⾵⾬中的⾨徒那樣，恐懼害

怕、信德薄弱，同時也跟⾨徒⼀樣，懇求主耶穌伸

出援⼿，重新為眾⼈的⽣命之船掌舵。教宗的話啟

發了我，令我重新再細閱這段福⾳，我們就是暴⾵

⾬中的⾨徒，無助地呼叫「師傅！我們要喪亡了，

你不管嗎？」（⾕四¥9）但正正是這樣，我們才更
要仰望耶穌的拯救，祂賜予我們勇氣和盼望，重新

思考甚麼才是我們⽣命中真正重要的⼈和事。

       最後，教宗的祝願令我深受感動︰「這是對最美好時期的盼望，屆時我們會變得更為美
好，終將免於凶惡和這次全球疫情」。願我們常存感恩，同懷信德與盼望，靜候最美好的時期。

在此與各位互勉。主佑！

校⻑練茂棠謹啟



校監的話 
God is great in all His ways

Dear Miss Lin, Mr. Ho,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 am honoured to be invited to pen a few words in this PTA newsletter. I guess the

majority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my name and face. However, some of you may not have

seen or met me. I am Sr. Lilly Duggimpudi F.M.M., an Indian who came to Hong Kong in

the year 2000. At the beginning of my stay here, I had learnt Cantonese for two years.

After that, I began to work at St. Rose of Lima’s College as the Pastoral Care sister until

2010. Since January 2010, though my responsibility has changed to be the School

Supervisor, my love for my mission as a Pastoral Care sister has not diminished. I find

ways to continue to spread the Gospel message of love and the spirit of our Mother

Foundress Blessed Mary of the Passion in different capacities. I always enjoy working at

St. Rose of Lima’s College. However, as a missionary, we can never be in one place

permanently. In August 2014, I was transferred to Macao to serve at Santa Rosa De Lima

English Secondary as a full-time teacher and a Pastoral Care sister. I enjoy working in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but with the same spirit of love. I have learnt a lot and began to

explore myself in various ways. My life is enriched and I have gained a lot of love and

friendship. I experience the words of our Mother Foundress: “the whole world is our

home”, which have come true in my life. I felt very much at home working in Macao.

In September 2019, I was missioned back to St. Rose of Lima’s College. So, as a

missionary, my life is on move and my heart is ready to accept any kind of mission

entrusted to me through my Superiors. I am always grateful to God for every single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 love of God to everyone around me in my words and actions.

Be assured of my constant prayers and support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I implore

God’s blessings and remember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in my sincere prayers. God

bless you all.

Yours affectionately,

Sister Lilly Duggimpudi, F.M.M.

School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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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好！本⼈楊佩韻很榮幸當選今屆家⻑教師會
主席。我希望能夠繼續與各委員合作，攜⼿延續和推

動家校合作的理念，發揮薪⽕相傳的精神，促進家⻑

與學校之間的緊密溝通，為學⽣建⽴⼀個更理想、更

優化的校園，讓學妹們可以在理想、優質的校園中快

樂學習及成⻑。在此，本⼈深表謝意！家⻑教師會每

年均會嘗試舉辦不同類型的親⼦活動，以促進家⻑與

學校建⽴良好正⾯的互動關係。鑑於今學年初開始社

會政治動盪及去年年底開始之新冠病毒疫情嚴重，為

顧及參與家⻑和師⽣的安全，多個⼤型活動，如家教

會旅⾏、家教會同樂⽇、校慶遊藝會等等，只能無奈

地取消。

         今年我們盼望拉近兩代的距離，幫助家⻑⾛進⼥兒的世界，舉辦了⼀場有關於電競的家⻑活
動。席上之家⻑與⽼師對於電競的知識增⻑不少。我謹代表家⻑教師會向百忙中奉獻寶貴時間籌備

及舉辦活動的⽼師、家⻑義⼯，致以衷⼼的謝意！祝願每⼀位同⾹港⼀起共度難關，社會回復平

靜，疫情早⽇得以控制。下⼀學年，我們再度攜⼿合作，創造更多美好的校園時光！

PTA 主席的話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會員周年大會及晚宴

2020年1 ⽉4 ⽇PTA委員出席沙⽥區家⻑教師
會聯會會員周年⼤會及晚宴，與區內多間中學

PTA 執委交流 。

PTA 主席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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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校⻑，各位⽼師，⼥兒今年將會畢業，離開的⼼情有點不捨
得！過去多年⼀直舉辦和參與家教會不同活動，由⼀開始怕⾃⼰不習

慣，到看⾒⼥兒⼀路成⻑和改變，⾮常感謝學校的每⼀位！亦多謝家

教會各理事，⽀持著學校的各⼤⼩事情，無私的付出！你們的默默⽀

持使各位同學在校內安⼼地學習成⻑！望未來⽇⼦⼥兒有機會以校友

⾝份帶同我回校參加活動， 延續美好的回憶!
葉群星先⽣ 

PTA 離任執委的話

       物換星移，這個年度轉眼間就結束了。本來⼀眾執委籌劃了⼀
系列的⼯作坊，構想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安排。怎料到⼀場疫症在所

有⼈猝不及防的時候來臨了！所有的計畫都停擺了。即使如此，仍

舊要感恩——少了活動卻多了不少與家⼈相處的時間。在這特別的
⼀年，願各位平安喜樂。

                                                                            劉禮榮⽼師

       慶幸能成為本屆家⻑教師會⼀員，令⾃⼰從家⻑⻆度反思怎樣栽
培學⽣。開初答應擔任此崗位時，⼼情有點猶豫，因為預計本年度我

的家庭要迎接新成員，⽽學校也有新挑戰，怕無法兼顧。幸得各⽅理

解幫忙，才妥善處理繁瑣的事務。擔當家⻑⻆⾊⽐起教師不⾒得容易

了，教師可在教育學院得到培訓，但⽗⺟卻要到處學習摸索，同時亦

要兼顧⼯作。為⼈師不易，為⼈⽗⺟更難。願同學在⽼師和家⻑的合

作下健康成⻑。祝各位⼯作順利，擁有幸福美滿家庭。

張⼦麟⽼師

   It was a pleasure to be in the PTA this challenging year.

Although many activities that the diligent parent members and

the school had planned could not pan out, it was lovely to see

so much support from parents.  

Miss Victoria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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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陪伴⼥兒這六年的校園⽣活中，不時令我回憶起⾃⼰的學⽣時代。在彼此的互動和互相影響下，
令我更懂得重視對⽅的感受。孩⼦彷彿就是⾃⼰兒時的復刻版。不過，當我以為可以從以往經歷中，教導

⼦⼥如何處理問題時，才發現她們是獨⽴個體，往往要朝著⾃⼰的⽅法去解決。

       ⽗⺟對⼦⼥都會有⼀定的期望，相對地，⼦⼥對⽗⺟也有期望，所以我們必須以⾝作則，謹⾔慎⾏。
說到底，我們最⼤的希望就是要她成為最開⼼快樂的孩⼦。

      在此祝願全球的新冠疫情能盡快完結，⼤家⼀起回復正常⽣活！也祝願聖羅撒書院家⻑教師會，在來
年繼續努⼒，發揮家校合⼀的精神。

中六戊班 Charmaine Cheong 家⻑
張富德

與⼥兒⼀起⾛過的

校園⽇⼦

        ⼥兒在中學階段的六年光景，看⾒她從⼀個中 "One" 雞，變成了⼀個是
⾮分明⽽有主⾒的美少⼥。當中有賴聖羅撒書院的教導和栽培，更多謝楊校

⻑（前任校⻑）、練校⻑（現任校⻑）、何副校⻑和⽼師們，以及駐校社⼯

們的輔助！



     為⽀持 U N I C E F捍衛兒童權利的⼯
作 ， 本 校 U N I C E F  C L U B 於 聖 誕 前 舉
辦曲奇義賣活動。同學和⽼師均積極參

與，有同學為了做善事，甚⾄⼀⼝氣買

了⼆⼗包曲奇。因著同學們之間的良好

合 作 ， 學 校 的 ⽀ 持 ， 捐 款 者 的 踴 躍 參

與，義賣活動空前成功，並引起同學對

世界兒童權利的關注。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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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

衛

兒

童

權

利

2019-2020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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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將⾄，我們設計了多款貼紙籌款，希望⿎勵同學，同時為奧
⽐斯募捐。籌得款項扣除成本已全數捐予奧⽐斯，資助更多盲疾患者

接受眼科治療。

       在12⽉21⽇，我們聯同拔萃男書院舉辦了名為Aspectu的活動。
兩校同學共同完成多個遊戲關卡，由最⾼分⼀組勝出。參加同學透過

遊戲⼀嚐失明的滋味，並合作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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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很專⼼聆聽介紹呢！

同學從遊戲認識奧⽐斯

感謝校⻑慷慨捐款

「救盲物資 • 因你不缺」— “Every Badge
Saves Sight”

恭喜勝出隊伍！

貼紙寫上⿎勵及救盲相關字句

同學都對貼紙的設計很有興趣

⼀起為期終試加油！

        每逢世界視覺⽇，奧⽐斯均會舉⾏襟章義賣，⽽本年度則定於10
⽉10⽇。在⼀眾同學、⽼師，以⾄校⻑的⽀持下，我們共籌得約⼀萬
五千元，並捐出⽤以優化眼科⼿術器材。 

       感謝⼤家本年度踴躍參與這些活動，冀
望藉此能加深⽼師和同學對奧⽐斯的認識。

有賴⼤家的積極⽀持和參與，我們⾮常⾼興

能囊括全部三個⼤獎：「最⾼籌款⾦額學校

冠軍」、「優異籌款計劃獎」及「網絡⼈氣

獎」。在此亦呼籲各位來年繼續⽀持奧⽐斯

學⽣⼤使，為救盲⼯作出⼀分⼒。

奧比斯

O

R

B

I

S

        有賴家⻑教師會全⼒⽀持及贊助，奧⽐斯學
⽣⼤使本年度成功舉辦四項活動，且反應熱烈。

 
 

2019-2020活動回顧

        為加深中⼀同學對奧⽐斯救盲⼯作的認識，我
們於 9⽉27⽇舉⾏了早會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影⽚播
放、遊戲及問答環節。同學都投⼊於活動中，對奧⽐

斯的救盲⼯作⼗分感興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