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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的話 ~
升學就業輔導組在新學制開始時的遠景
從這個學年開始，我校的中一同學已經開始三三四制的新課程，而中二至中七級仍是舊課程的延
續。在這新舊學制交替之際，升學就業輔導組的工作和責任就更見挑戰性了。本組的工作除了一如
既往的主要照顧中三、中五及中七同學的升學就業事宜，未來的工作還有以下幾個重點：

一、建構高中新學制
本組組長今年加入課程發展組,參與高中新學制的籌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學制前，只有部
份學生升讀預科課程，但在新學制下，所有同學均需完成高中課程。是故在初中階段的課程設計，
必須先鞏固中英數三科的基礎，亦需配合新高中的學制，安排合適的科目並配合有分量的廣泛閱讀
計劃，藉以打好通識科的基礎。此外，本組亦將繼續關注「應用學習課程」
（前稱「職業導向課程」
）
的發展，按時向課程發展組報告，讓我校有需要和合適的同學能夠選修，配合他們的升學與就業發
展。

二、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今年在本組向同學發放的通告、宣傳、活動、升學就業資訊等都會加強英語的運用。初中同學的資
訊多採用中英雙語；而高中同學的資訊則以英語為主。此舉使同學在校園中能生活化地增加運用英
語的機會。

三、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本組的新發展計劃中將加入訓練同學「時間管理」的專題,以一系列的講座、遊戲、小組工作坊等
形式分別向初中和高中的同學介紹「時間管理」的概念和技巧,並配合同學的課業計劃,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今年除部分週會以此為專題講座外，更進行了全校的「善用時間錦囊妙計班際及個人比
賽」
，各級同學的參加都非常踴躍。

四、發展學生潛能
本組將進一步加強升學就業領袖生的工作的職責和訓練。包括安排他們參加領袖訓練、參加 JUPAS
舊生回校講座的籌劃工作、協助本組週會講座的宣傳、攝影、問卷派發及統計工作、全校的「善用
時間錦囊妙計班際及個人比賽」、中一同學「MBTI」性格驗的問卷的統計工作、升學就業輔導室的
當值、外出參觀訪問的領隊工作等等。目標是建立一隊具卓越領導才能的升學就業領袖生,帶領同
學發展各方面的潛能，並提高自律自學的精神。
現時我校的中五及中七同學的升學就業出路越趨多元化，除了以傳統模式升學之外，更多的畢業同
學選擇了修讀各專上院校的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課程和其他的升學途徑。同學除了要努力讀書
外，更要多關注世界和社會的發展，務求自己的學習計劃和方式能與時並進，充分發展自己的潛能，
貢獻國家社會。在這些方面，升學就業輔導組的導師和領袖生將會陪伴同學們一起，向著光明的未
來前進。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溫伯強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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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事項
（一） 人事變動：校務處職員劉妙芳小姐已於二月二十八日離職，新聘任的職員是林天恩小姐。中
文科新聘郭雲影老師，她將任教中四、中一中文科，中二中史科及中一生活教育科，課外活
動方面，她將担任中文學會、學術常識問答組及導航先鋒導師；廖廣業老師教授電腦科。
（二） 1986-89 年於本校擔任校監及院長的鄭海康神父，於 2007 年 2 月 11 日，因病在美國洛杉磯
去世，享年 76 歲，請各位老師及同學為鄭神父安息祈禱。
（三） 今年,本校同學為四旬期捐款,今年共籌得 4849.90 元，全數將交往香港教區作慈善捐款之用。
（四） 本校校務組於 3 月 17 日星期六下午二時，舉行「中一自行分配學位」面見，當日共有 12
組，分別由十多位老師接見，活動於下午四時三十分結束。
（五） 今年 3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中文科與圖書館合作，邀請舊同學—香港新晉小說作家王貽興
先生回校，與中四同學分享寫作心得及技巧。當日上午，有很多同學購買他的作品，王先生
更在其作品上簽名留念。
（六） 本校為在四月開始，已在小學部及中學部出入口多個位置安置攝錄機，藉以提高學校保安。
（七） 四月廿八日為家長日，專題研習小組及全方位學習組在室內球場舉辦專題研習博覽會，家長
屆時可到展覽場地參觀學生學習情況。
（八） 本校學生會聯同嘉諾撒書院、嘉諾撒培德書院，在四月三十日晚上，假理工大學賽馬會綜藝
館舉行慈善音樂會為宣明會籌款，售票情況十分理想。

宗教事項
復活節是天主教最重要的慶節。今年復活節，本校有九位同學、一位舊生和三位小學部老師，
一共十三人領洗，加入天主教。
今年一月至三月期間，本校舉辦多項宗教活動。二月中旬是一年一度的宗教週，主題是「關愛
家庭」。活動包括：開幕禮及嘉年華會攤位遊戲、聖物售賣、佩戴十字架日、派發福傳物品、電影
欣賞、專題講座、貧富午餐等。其中貧富午餐在扣除開支後，所有收入捐贈予慈幼會在國內服務的
貧苦青年。
四旬期是天主教為預備慶祝復活節的四十日。在這期間，教會強調教友要悔改更新、克己守齋
及履行愛德事工。本校為各級教友同學安排週年退省。透過遊戲、分享、祈禱、靜思、感恩祭等活
動，讓同學檢視過去及展望將來的生活。此外，教友老師及牧民助理也參與了慈幼大家庭聯校公教
老師退省。最後，慈青考章計劃現正展開。預備好的善會會員可請導師開始考章程序。

體育事項
（一）甲組班際球賽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足 球

5C

6A

5B

籃 球

7A

5B

7B

羽毛球

5A

5E

5D

乒乓球

6A

5E

7B

（二）四角乒乓球邀請賽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本校學生會及校際乒乓球隊合辦了一項四角乒乓球邀請賽，應邀學校
皆來自港島東區，包括中華基金中學、聖馬可中學及筲箕灣官立中學。在四間校隊中，包括本校在
內共有三間來自校際第一組的隊伍，實力相當強勁。四角乒乓球邀請賽之前，主辦單位邀請了多位
老師和在場的同學砌磋球技，其後主辦單位更安排由李淑雯老師與陳國忠先生合作，對楊慧玲老師
及陳宇航老師的組合，演出非常精彩。
隨即四角乒乓球邀請賽開始。抽簽結果由慈幼對中華基金，及聖馬可對筲箕灣官中。本校出場
球員是隊長 6A 張健星、4D 陳祉謙及 2C 麥景皓，另外後備球員是 3D 倪政榕及 3D 黃駿杰。結果以三
比○取勝。其後我校再以三比○戰勝聖馬可中學取得是次邀請賽冠軍。賽後由校長李益僑神父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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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結果及總成績如下：
對賽隊伍
慈幼英文學校
中華基金中學
聖馬可中學
筲箕灣官立中學
中華基金中學
筲箕灣官立中學
慈幼英文學校
聖馬可中學
冠軍：慈幼英文學校
亞軍：聖馬可中學
季軍：筲箕灣官立中學
殿軍：中華基金中學

勝方
慈幼英文學校
聖馬可中學
筲箕灣官立中學
慈幼英文學校

紀錄
3 : 0
3 : 0
3 : 2
3 : 0

（三）第五十三屆陸運會成績
今年陸運會決賽日（四月十九日）
，本校邀請 81 年畢業同學黃華舜先生（偉易達通訊設
備有限公司行政總裁）為大會頒獎嘉賓，當日風和日麗、天色晴朗，成績十分理想，現把當日
成績羅列如下：
個人成績
甲組
冠軍 5D 22 梁展豪
亞軍 6B 7 馬子豐
季軍 5B 15 羅俊康

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班際成績
甲組
冠軍 6B
亞軍 6A
季軍 5B

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230
196
135

全場總冠軍

丙組
冠軍 2B 24 李瑋杰
亞軍 2C 13 霍昱
季軍 2A 29 聶志健

4A 30 文英傑
4D 27 張文杰
2E 7 鄒開業

3A
4E
4D

丙組
冠軍 2C
亞軍 2B
季軍 1C

135
124
100

151
128
125

6B

陸運會新紀錄
男子甲組鉛球
男子甲組 4x400 米接力賽
中一級啦啦隊比賽冠軍:

5D 22 梁展豪
6B
F. 1 D

成績 11.04m
成績 3＇59＇84

新春書法比賽及競猜燈謎比賽
由中文科與圖書館合辦的「新春書法比賽」及「競猜燈謎比賽」已於二月五日至三月五日期間
舉行並圓滿結束。是次舉辦活動的目的是希望透活動使學生能更認識、了解中國文化及節日的意
義，從而增加學生對學習中國文化的興趣。
二月二日在圖書館舉行書法分享會，邀請評判校監陳鴻基神父及溫伯強老師到場即席揮毫，書
寫對聯，與學生分享書法心得，亦為比賽揭開序幕。而競猜燈謎比賽的 100 條題目由多位老師親自
執筆書寫。評判則由黎國榮老師，嚴志恆老師及黎永明修士擔任。是次活動因由中文科與圖書館合
辦，故在兩項比賽舉行期間，隨學生可自由到圖書館參加比賽外，中文科老師亦安排及帶領學生於
課堂時間到圖書館參與活動，作為中文課堂學習，故現場氣氛非常熱鬧，參加比賽人數踴躍為歷年
之冠。兩項比賽已分別於二月十五日及三月廿三日早會時間舉行頒獎禮。
茲將兩項比賽結果摘錄如下：

新春書法比賽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冠軍：盧子晉 (F.2C)
亞軍：陳俊彥 (F.2A) 季軍：蕭澤旻 (F.1B)
高級組（中四至中七）
冠軍：吳子杰 (F.5D) 亞軍：李子維 (F.5D) 季軍：施世展 (F.6B)
競猜燈謎比賽（中一至中七）
冠軍：黃建邦（F.6A） 亞軍：曾曉俊（F.6A） 季軍：趙天昂（F.2B）
優異獎：蔡俊釗（F.6A）何凱麒（F.6A）黃健聰（F.6B）施世展（F.6B）林啟謙（F.2D）
安慰獎：吳家亮（F.1A）游青瑋（F.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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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活動
「熱愛科學」有獎問答遊戲
內容：為響應一月至四月份的主題活動「熱愛科學」，資訊科技組逢星期四發出有趣的科學問題，
同學便透過內聯網將答案電郵給資訊科技組。答得最好的同學便能獲得豐富獎品。
得獎名單：
第一期 18/1/2007 至 為什麼我們有時會打嗝 1A 林啟聰 2B 唐志偉 5C 蘇樂文
24/1/2007
呢？
第二期 25/1/2007 至 為什麼行雷時不要在空 1A 林啟聰 2B 蔡高熠 2C 蔡澤朗
31/1/2007
曠地方使用手提電話？
第三期 1/2/2007 至 為什麼做完運動後肌肉 1A 蔡立德 1A 鄧敬聰 2C 梁慶然
7/2/2007
會產生疼痛感？
第四期 8/2/2007 至 為什麼蒸氣燙斗能令衣 1A 蔡立德 1A 楊頌希 1A 冼煒傑
14/2/2007
服平直？
第五期 15/2/2007 至 為什麼鹼性電池比較耐 1A 鄧敬聰 1A 鄧劭驊 1E 余凱健
1/3/2007
用？
第六期 22/3/2007 至 為什麼人的大拇指只有 1A 蔡立德 1A 鄧劭驊 2B 唐志偉
28/3/2007
兩節？
詳情答案已載於「熱愛科學」網站內。網址：http://www.ssshk.edu.hk/science/
午間新聞速遞
內容：為提高學生對時事的關注，資訊科技組於每週星期二午飯後舉辦午間新聞速遞，為學生
直播午間新聞，並收集學生的觀後感。表現優異的同學，將以書券加以獎勵。
日期：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一時正至一時廿分
地點：禮堂
得獎名單：
1 月 10 日 邱 齊 4E (40) 張家豪 5D (4)
1 月 16 日

蔡立德 1A (9) 吳志豪 2B (29) 劉錦杰 3A (17) 洪英毅 4E (17) 黃庭裕 4E (40)

1 月 23 日 黎俊彥 1A (19) 謝安蓀 3B (32) 黃庭裕 4E (40)
1 月 30 日 林啟聰 1A (21) 葉祉麟 1A (43) 羅安裕 1D (16) 洪英毅 4E (17) 黃庭裕 4E (40)
2月6日

吳志豪 2B (29) 范國華 2C (12) 梁慶然 2C (20) 黃庭裕 4E (40)

2 月 13 日 吳志豪 2B (29) 黃庭裕 4E (40)
3 月 27 日 冼煒傑 1A (32) 蘇文傑 3E (25) 洪英毅 4E (17) 黃庭裕 4E (40)

輔導組
(1) <放眼世界>參觀教導所及會晤在囚人士活動
二零零七年二月二十七日，本校輔導組及學校社工舉辦了參觀教導所及會晤在囚人士活動，當
日早上，老師，社工及二十位中二級同學前往柴灣哥連臣角懲教所，參觀懲教所的設施，例如囚牢
及工場。另外，學生還有機會與在囚人士傾談和討論，聆聽他的分享。學生十分用心聆聽，藉著在
囚人士的故事，學生有深切的反省。

(2) 共創成長路
(2.1) 暖暖冬情獨居長者送暖行動
整個活動，由收集全校同學捐贈的物資再加以整理，之後便到灣仔獨居長者家中探訪長
者。在中一同學、中四、中六的導航先鋒，以及數十位家長義工不遺餘力下，熱心推動是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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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於長者的需要，同學亦十分細心，當知道長者沒有足夠禦寒用品時，同學都樂意再到長
者家中為他們添加被鋪。透過義工服務，除了令學生向有需要的人士表達一點心意外，還有令
他們更學會主動關心有需要的人，還有令他們更會主動地去關心如家人及朋友。
(2.2) 南亞裔兒童義工活動
這次活動的服務對象是南亞裔兒童及一些本地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當日中四的導航先鋒，
由義工帶領參加一些集體遊戲，透過遊戲和不同的小朋友認識並打破隔膜。最初所有參加者和
義工顯得很被動，但經過中四及中六的導航先鋒鼓勵下，參加者和義工都很雀躍，並能投入當
中。活動後，他們期望下一次的義工服務能夠有另一些體會。
(2.3) 開創新領域歷奇訓練營
在三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一日，共創成長路的參加者及中四中六的導航先鋒， 一同前往愛
丁堡公爵訓練營接受訓練。訓練目的是為了加強學生之間的團隊合作性和自信心。學生最喜愛
的活動是原野烹飪及團隊繩網。其實學生喜愛這個活動，背後經歷了很多辛酸。他們曾經被罰
做掌上壓，有些組別更做了過百次；差不多每位同學也吃不飽、睡不夠……但是他們的堅持能
令他們克服重重困難，最終完成所有活動，他們的得著更多更大。

(3)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組
「突破成長框框計劃」
活動日期： 19/3/07
為了提昇學生面對逆境的能力，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組於三月十九日邀請了「香港肌健
協會」患有肌肉萎縮症人士到校與學生分享。該會之社工除向同學講解肌肉萎縮症的不同類型
外，以及患者於日常生活中面對的不同困難。
「突破成長框框計劃」 之中二三學生
活動日期：24/3/07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組於 3 月 24 日安排了一班中二及中三的學生與「香港肌健協會」患有
肌肉萎縮症的人士一同於商場內進行社區推廣，以增加社會公眾人士對肌肉萎縮症的認識。期
間學生需要照顧這班患者的飲食、上落、向途人介紹及募捐等工作。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2007 年 1 月至 2007 年 3 月)活動
參加港台直播節目 「 城市論壇 」
日期：2007 年 1 月 7 日
地點：維多利亞公園
靈德育組為鼓勵同學多認識時事及對時事作出批判，於 1 月 7 日率領了 20 位中四及中六級同學前
往維多利亞公園參加港台直播節目「城市論壇」。是次的論題為「滅赤目標既可達，減稅空間何疑
惑？」。本校 4E 班黃庭裕同學及 6A 班黃建邦同學更有機會發表對這論題的意見。節目結束後，同
學更有機會與節目主持梁家永先生合照留念。
要重溫當日精采片段，可登入香港電台網頁： http://www.rthk.org.hk，進入電視節目重溫內，
選取 2007 年 1 月 7 日的「 城市論壇 」
。

專題講座 – 戀愛方程式
日期：2007 年 1 月 8 日
時間：10:50a.m. – 11:40p.m.
對象：中三
在 1 月 8 日中三級週會堂上，靈德育組邀請了「聖約翰座堂-愛之家」的賴姑娘，到校為中三級同
學進行性教育講座，與同學們一起探討青少年對戀愛應有的正確態度。

專題活動：家居安全問答比賽(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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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 年 1 月 9 日
時間：1：35p.m. - 2：10p.m.
地點：本校禮堂
對象：中二
為配合中二級生活教育科 – 家庭生活篇而舉辦；透過百萬富翁問答比賽的形式，從遊戲中學習
家居安全常識，場面十分熱鬧。結果冠軍由 2A 班的同學奪得。

知識產權知多少?
日期：2 月 6 日
時間：10:50a.m. – 11:30a.m.
對象：中五
在 2 月 6 日中五級週會堂上，靈德育組邀請了知識產權署的人員，到校為同學講解知識產權的問題，
透過實際的例子，讓同學明白保護知識產權的重要。講座結束後，知識產權署的人員更為同學解答
了不少有關盜版及侵權的問題。

2006 十大新聞選舉
由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中文科、宗教科及資訊科技組協辦的十大新聞選舉的一連串活動經已
於一月份內順利完結，而點票工作及各項活動的頒獎也於二月初順利完成。
各項活動包括：

2006 十大新聞選舉日
日期：1 月 9 日至 10 日
對象：全校
地點：飯堂及禮堂
時間：午飯時間(12：30p.m. – 1：20p.m.)
透過展板及播放新聞片段，回顧 06 年香港及國際所發生的大事，並透過投票讓同學選出心目
中的 2006 年大事，全校投票人數共有 478 人。
同學們心目中的 2006 年大事：
票數
338
322
257
256
218
212
202
200
199
172

新 聞
「巴士阿叔」網上短片成熱話
藝人鍾欣桐被偷拍及刊登更衣照
徐步高槍擊案，一名警員殉職
台灣大地震，電腦網絡癱瘓
台灣總統貪污醜聞，倒扁民眾天下圍攻
「最想非禮女藝人」選舉惹爭議，森美小儀停薪留職兩個月
施丹頭槌終足球生涯，意大利捧走世界盃
冥王星被除行星之名，太陽系現剩八大行星
北韓核試，全球讉責
禁煙條例獲立法會通過，明年公眾地方全面實行

時事評論個人短講比賽
日期：1 月 9 日
對象：中三及中六
地點：禮堂
時間：午飯時間(12：30p.m. – 1：20p.m.)
由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中文科協辦，同學須從各候選新聞中選取一段作出評論。
比賽分兩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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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每班 2 人，每人短講 2 分鐘。(設冠、亞、季各 1 名)
中六級：每班 2 人，每人短講 3 分鐘。(冠軍 1 名)
結果如下：
中三級： 冠軍：3A 鄒煒杰
亞軍：3B 黎嘉駿
季軍：3A 葉培聰
中六級： 冠軍：6A 黃建邦
中六級優勝者黃建邦同學(6A)，更於 2 月 2 日早會中的十大新聞選舉頒獎禮中與同學分享得獎
的評論作品。

十大新聞選舉論壇
日期：1 月份
對象：全校
由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資訊科技組協辦，透過 e-class 的討論區，同學須從各候選新聞
中選取一段新聞，並在網上作出評論。
結果如下：
最踴躍參與班別
初中組：2B
高中組：5D
最積極參與學生
初中組：2B 蔡高熠
高中組：5C 蘇樂民
最佳意見發表大獎
5 E 徐 韋堯
5E 莊榮峰
4A 張立申

十大新聞評論比賽
日期：1 月 9 日至 1 月 17 日
對象：中四及中六
時間：宗教(中四)及倫理(中六)課堂中
由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宗教科協辦，透過文章分享，讓同學對時事作出評論或抒發個人
的意見。
結果如下： 優勝同學：6A 梁煒鍵
4E 鄭啟正
4D 譚家樹

中一級挑戰潛能 (配合生活教育科 - 自我探索篇)
日期：8 / 2 / 2007
地點：禮堂
時間：2：30p.m. – 3：30p.m.
中一級挑戰潛能活動已於 2 月 8 日舉行。中一級同學透過不同的表演項目，包括：唱歌、樂器演奏、
話劇、魔術、楝篤笑、雜耍等，發展個人的興趣，挑戰自己的潛能。每班須負責兩個約 5 分鐘的表
演項目，並以班際賽形式進行比賽。各表演項目總分為 50 分，每班總分為 100 分。
現場的同學們更可以一人一票方式進行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演出組別」
，以增加同學的投入感。
而「我最喜愛的演出組別」則由 1D3 及 1D4 組奪得，演出的項目為「青年模範聖多明我」話劇。
梁偉才神父擔任今次挑戰潛能的評判，結果由 1A 班同學勇奪冠軍、1B 班奪得亞軍、1E 班奪得季軍。

校園清潔運動
第一階段的校園清潔運動(九月至一月)已完成，課室清潔比賽的得獎班別如下：
初中組： 冠軍：1D、亞軍：1B、季軍：2A
高中組： 冠軍：4E、亞軍：4D、季軍：6A

禮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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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 月 15 日 至 2 月 15 日
禮貌，是尊重自己、尊重別人的表現。禮貌行動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各位同學，在日常生活中，把
這份尊重表現出來，由自身開始做好，到全班合作，然後令學校充滿以禮相待的氣氛，讓同學在尊
重別人之餘，也會受人尊重。
各項活動包括：

(i)

中一、二級標語創作比賽
「禮貌行動之標語創作比賽」的目的是提醒同學禮貌的重要性。最佳作品將會印製成書籤，然
後派發給全校同學。
禮貌行動之標語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中一級冠軍 ( 1D 鄭楚政 ) ：
知禮守紀齊互愛，慈幼校園歡欣載
中一級亞軍 ( 1A 周兆邦 ) ：
點頭微笑有禮貌，守規自律人人讚
中一級季軍 ( 1C 鄧俊豪 ) ：
說聲早晨顯熱誠，點頭微笑表關懷
禮尚往來示敬意，彬彬有禮遍校園
中二級冠軍 ( 2A 黃煒廉 ) ：
鞠躬老師說聲早，同學點頭問句好
有禮校園同建造，輕鬆學習環境好
中二級亞軍 ( 2A 葉承俊 ) ：
早上齊聲說聲早，專心上課齊做到
互相點頭無憂愁，齊心協力創美好
中二級季軍 (2D 廖顥瑋 ) ：
慈幼仔，好乖仔，一日到晚好有禮

(ii) 禮貌海報設計比賽(配合中三級電腦科課程)
海報設計比賽冠軍： 陳鼎昌(3B)

(iii) 「禮多人不怪」徵文比賽(配合中文科課程)
徵文比賽高級組冠軍： 5E(27)

薛秋隼

徵文比賽初級組冠軍： 1D(34)

楊偉武

(iv) 禮貌大使選舉
在 2 月 9 日 的班主任時間中，每班由同學及老師選出了一位禮貌大使，作為禮貌學生的模
範。獲選 06-07 年度禮貌大使的同學包括：
1A 林啟聰、1B 黃達光、 1C 賀俊威、 1D 鄧加偉、 1E 張浩銘、 2A 郭旨樂、
2B 李澤廉、2C 周志焜、 2D 廖顥瑋、 2E 李崇熙、 3A 黃康逸、 3B 郭康廷、
3C 顏浩強、3D 鍾卓輝、 3E 黎永洛、 4A 曾嘉裕、 4B 葉文浩、 4C 王俊羲、
4D 林景朗、4E 黃志榮、 5A 傅嘉傑、 5B 黃敬羲、 5C 洪家昇、 5D 黃浩鏘、
5E 陳揮文、6A 麥浩文、 6B 梁康傑、 7A 伍毅豪 及 7B 勞子俊

(v) 禮貌課室比賽
禮貌課室比賽日期為 1 月 15 日 ( 星期一 ) 至 2 月 9 日 ( 星期五 ) ［共 19 天］
，比賽
期間由科任老師在每課節後給予禮貌分數，取得最高總分的班別將獲獎品作鼓勵。這項比賽讓
同學從自身開始做好禮貌本份，向全班奪取「禮貌課室」殊榮的目標進發。獲評為禮貌課室的
班別包括：1A 、 2A 、 3A 、 4D 、 5E 、 6A

中五、中七惜別會
日期：2 月 15 日
地點：禮堂
時間：10：50a.m. – 11：30a.m. (中七) / 2：10p.m. – 3：30p.m. (中五)
2 月 15 日為中五及中七級同學的最後上課天。在惜別會中，藉重溫校園生活的片段，歡送中五及中
七同學，讓他們留下美好的回憶。在中五惜別會中，各同學更獲得光碟一隻，記載了同學不同階段
的校園生活片段。中五惜別會結束後，同學仍依依不捨，拍照留念。為中五的校園生活寫下難忘的
回憶。

中二級挑戰潛能 (配合生活教育科 - 自我探索篇)
日期：1 / 3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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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禮堂
時間：2：20p.m. – 3：30p.m.
中二級挑戰潛能活動已於 3 月 1 日舉行。中二級同學透過不同的表演項目，包括：唱歌、樂器演奏、
話劇、魔術、楝篤笑等，發展個人的興趣，挑戰自己的潛能。每班須負責兩個約 5 分鐘的表演項目，
並以班際賽形式進行比賽。各表演項目總分為 50 分，每班總分為 100 分。
現場的同學們更可以一人一票方式進行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演出組別」
，以增加同學的投入感。
而「我最喜愛的演出組別」則由 2C3 及 2C4 組奪得，演出的項目為<一擲「美男」>。
梁偉才神父擔任今次挑戰潛能的評判，結果由 2D 班同學勇奪冠軍、2E 班奪得亞軍、2C 班奪得季軍。

選舉全接觸 2007
3 月 25 日為香港第三屆行政長官選舉投票日，由 8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將投票選出新一任的行政
長官。為配合這次選舉活動，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3 月 20 日至 3 月 26 日舉辦了一個名為「選舉
全接觸 2007」的活動，望能加深同學對選舉制度的認識。同時透過模擬選舉，讓同學體驗選舉的機
會，鼓勵同學善盡公民責任。
「選舉全接觸 2007」的活動內容包括：
I. E-道講之「曾蔭權與梁家傑，你想誰做特首？為什麼？」(與資資訊科技組、中文科合辦)
II. 「選舉全接觸」有獎問答比賽 (與經公科合辦)
III. 午間時事論壇之「特首選舉論壇」 (與經公科、中文科合辦)
IV. 第三屆行政長官選舉 - 模擬選舉 (與經公科合辦)
各活動的結果如下：
z E-道講之「曾蔭權與梁家傑，你想誰做特首？為什麼？」的得獎同學：
林湛謙(4E)、黃卓謙(4C)、雲宇(6B)
z 「選舉全接觸」有獎問答比賽的得獎同學：
梁啟麟(3B)、郭啟恒(6A)、陳德全(6B)
z 午間時事論壇之「特首選舉論壇」的得獎同學：
盧帥軒(2A)、吳志豪(2B)
z 第三屆行政長官選舉 - 模擬選舉結果，曾蔭權以 161 票勝出(佔投票人數的 71%)，梁家
傑則獲 65 票支持(佔投票人數的 29%)，無效票則有 1 張。

親子閱讀自由講
與閱讀推廣組合辦，每月將派發不同主題的文章給學生，並邀請家長與子女一同閱讀及投稿，彼此
分享。
第五期(一月份)文章以禮貌為題，配合本月靈德育主題:「以禮相待」
，提醒同學以禮待人的重要。
第五期(一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黎璟譽(1B)、鄭少昂(1D)、陳炫熹(2B)、李澤禮(2C)、林定邦(3C)、林志豪(3E)、蕭逸龍(4D)、藍
天賜(4E)、吳子杰(5D)、麥庭瑋(6B)
第六期(二月份)文章以忠誠為題，配合本月靈德育主題:「忠於所事、誠以待人」
，藉此提醒同學忠
誠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第六期(2 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譚昇恒(1C)、鄧俊豪(1C)、蔡澤朗(2C)、聶君達(2D)、李俊傑(3A)、李瀚文(3B)、林定邦(3C)、何
鈺基(4D)、冼世輝(4D)、蕭逸龍(4D)
**有關以上活動的詳情，歡迎瀏覽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網頁，
網址是 http://www.ssshk.edu.hk/~moraleducation
在網頁內，除了可瀏覽各活動之花絮及重溫早會短講外，更可觀看每月靈德育主題闡釋及收聽本年
度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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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活動
中三級宗教繽紛 show
日期︰10/2/2007
是次活動是與宗教科合辦，希望同學可以透過宗教話劇比賽及宗教歌曲欣賞，增加對宗教的認識，
並藉此訓練同學的協作及創造能力。同學以耶穌誕生為題材創作劇本，並配合不同的音樂，讓同學
經歷不同的宗教經驗。今次我們除了邀到宗教教育主任梁偉才神父擔任評判外，更首次邀到家長教
師會委員麥呂玉儀女士為我們擔任評判。
現場的同學們更可以一人一票方式進行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
而由不同級別同學組成的「Zero」樂隊再次為「宗教繽紛 SHOW」擔任表演嘉賓，為同學獻唱宗教歌
曲。
結果：3B 獲得冠軍， 3A 獲得亞軍， 3C 獲得季軍。
3B 獲得「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獎。

創業先鋒
日期：6-9/2/2007
由本組與會計科及經濟科合辦的創業先鋒已於 2 月 9 日順利完滿結束。經過 228 位神長、老師、學
生及家長的投票後，"Dreams"組別成功取得"最佳攤位"獎項。整體來說，此活動亦吸引了不少老師、
家長及中小學同學來臨參觀和選購貨品，場面熱鬧非常，值得驚喜是今年的銷售總額更突破一萬港
元大關。在籌備、活動進行及檢討過程中，同學們掌握了各種共通能力，包括溝通，解難及表達意
見等。經過各導師建議後，各組亦將部份所得的利潤經「香港鮑思高慈善基金會」捐給國內山區有
需要的兒童。雖然款項只得 HK$ 710.5，但已代表了全校師生的心意。

熱愛科學 – 參觀濕地公園
日期：22/3/2007
對象：中二級同學
由本組主辦的教務組主題活動「熱愛科學 – 參觀濕地公園」已順利完成。是次活動是由濕地公園
特別安排給學校團體參觀，除了有導賞員沿途介紹公園內的設施和景色，亦播放了一齣介紹濕地公
園的短片，使同學對於公園內的設施更為了解及熟悉，藉此提高同學們對於大自然探索的興趣。

2007 上海、蘇杭考察團
日期：30/6–5/7/2007
今年中國考察團所選的地點是上海、蘇州及杭州，重點除了與上海的中學進行一天的交流活動外，
亦會了解中國的最新發展。而今年的反應非常踴躍，共 132 人報名，令領隊老師們大感頭痛。經過
一輪甄選後，我們選了 40 名來自中一至中四的同學參與是次的考察活動。期待今年參與的同學們
除了祖國的了解加深外，亦會有一個愉快難忘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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