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04年度四月第三期 

 

 ~ 梁神父的話 ~ 
 

「熱愛生命，關懷別人」是本年度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主題。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活

動及有系統的德育課，能夠培養出一班有目標，有理想，懂得自律，熱愛生命的「慈幼仔」。

同時，也希望他們能以天主教的價值觀去待人處事，服務關懷他人。 

中一及中四的同學已在班主任及輔導組老師的陪同下檢視了他們於上學期所訂定的目

標「陽光計劃」。他們已再接再厲，為自己及全班訂下了第二期要達至的理想。 

除了在早會時，老師及同學會按每月的靈德育主題作真情分享外，靈德育組也曾經舉

辦了「難為正邪定分界」活動。他們更邀請校友鄭家富先生，與同學分享有關 [ 賭波規範

化 ] 對社會及青年所帶來的影響。此外，靈德育組已在三月中為紀念 SARS 在港肆虐一週

年而舉行「疫無情，疫有情」的活動，好讓學生更體會到生命的可貴。 

全校清潔義工運動已開展了！義工組的導師及同學，也希望把服務的精神帶出校園。

他們將會舉行一個「親子敬老顯愛心」的大型服務，希望可以把我們這個包括老師、家長、

學生的慈幼一家親的愛心，帶給社區中的長者。 

「熱愛生命，關懷別人」並非只是一個口號。除了學習書本的知識外，我們也要學會愛

惜自己及服務他人。願天主福祝大家！預祝您們有一個快樂的復活節 !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任 

               梁偉才神父 

               二 OO四年四月 

 
學校事務： 

(甲) 人事動態： 

(一) 本校去年九月聘請的牧民助理陳頌恩先生已於三月中離職，新到任的是吳海麒

先生，另外，本校亦增聘阮瑞蘭小姐為牧民助理，她將協助中、小學部的牧民

工作。 

(二) 本校中國語文科科主任葉煊明老師，將於四月中旬到六月杪參加進修課程，其

科主任工作將由學生事務主任黎國榮老師暫代，其授課工作將聘代課老師担任。 

(三) 本校普通話科主任陳偉良老師，亦將於四月中旬到六月杪參加進修課程，其科

主任工作將由陳鳳玲老師暫代，其授課工作將聘代課老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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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體溫抽查事宜： 

本校為確保學生在每天上課前有量度體溫，全學生關注自己的身體情況，自三月

廿二日起，每天有老師在校園內抽查學生體溫，若情況有問題會立即跟進，盡力營造

一個無病菌的校園。 

 

(丙) 會考試場事宜： 

香港考核局將於五月四日至五月廿五日期間，借本校室內球場作為會考試場，為

期十天，每次大約有二百考生使用本校試場，試場主任為黃志堅老師及林俊年老師。 

 

 

學校活動： 

(一) 「暖暖冬情 – 獨居長者送暖行動」活動： 

今年一月二十日，本校學生輔導組及學校社工合辦了一項名為「暖暖冬情 – 獨

居長者送暖行動」活動旨於提升學生對社區人士需要的關顧，身體力行，將我們的慈

愛散播到社區長者身上，服務地點為筲箕灣耀東村耀安樓，耀慧樓第一、二層獨居長

者屋。是次活動凝聚了全校師生的力量，獻捐很多送暖物資；義工同學當日將所有物

資包裝成約一百五十份禮品包，送給區內的獨居長者。在是次活動當中，他們深深感

受到同學的熱心、慷慨、無私奉獻的精神。 

(二) 輔導組活動： 

本校於二月六日早上，响應救世軍及香港電台合辦的「愛心利是日」，目的是以籌

獲的款項協助弱勢社羣，令他們也感受到新年的喜悅。當天早上，同學們將一封封的

利是投入設於圖書館門外的收集箱內。經點算後，共籌得港幣 4,176.50元。善款雖然

不多，但亦可讓同學有機會幫助弱勢社羣。 

(三) 音樂活動： 

由中一、二同學組成的初級組合唱團於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出席香港大會堂音樂

廳校際音樂節男聲合唱比賽，除指定歌曲《Once upon a time》外，還選唱的作品 John 
Rutter的作品《A CLARE BENEDICTION》。是晚團員的表現令人滿意，雖然未能獲獎，
但得到不少家長的好評。 

三月中旬，本校中級組合唱團參加校際音樂節十六歲以下男子外語組比賽，指定

曲為《The Piper》，三聲部無伴奏合唱及自選曲《The Poor Wayfaring Stranger》三聲部
合唱，結果獲季軍獎。 

高級組方面，本校參加公開組素歌，無伴奏拉丁文禮儀歌曲，自選曲為《光榮頌》，

結果榮獲亞軍。 

 

 

PDF created with FinePrint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http://www.fineprint.com

http://www.fineprint.com


(四) 宗教活動： 

二月廿五日，天主教會進入了四旬期。中一到中四的教友同學也分別舉了「週年

退省」。今年的主題是仿效青年主保聖多明我沙維豪寧死不犯罪的精神，在誘惑中能夠

選擇行善，走上成聖之路，做一個好人。 
三月初，我們舉行了宗教週。透過展板及週會堂的講解，讓同學更加認識天主教

感恩祭的意義及內容。另外，我們也邀請了兩位老師在午間分享她們在天主教會及基

督教會中的信仰生活歷程。 
除此之外，我們也首次在午飯時舉辦「貧富宴」，讓同學體會食物的珍貴以及關心

世界上貧苦的人。其中一位只吃了一個麵包的同學在聚會後說：「我仍很餓，但我知道

我是有福的。多謝天主！」 
經過了一連串的活動，同學都表現出更熱愛生命，關懷別人。 

(五) 美術活動： 

 2003國際淡水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關子軒 5A   香港賽三等獎  黃志豪 5D 香港賽三等獎 

張瑋晉 5D   香港賽三等獎，世界賽三等獎 

 慈幼會來華百周年徽號設計比賽  

伍霈桓 3E   初中組冠軍  葉俊汶 3D 初中組優異 

施世展 3D   初中組季軍  黃俊暉 5D 高中組優異 

劉學勤 2C   初中組優異  劉強生 4C 高中組優異 

區瑋麟 2C   初中組優異  關繼延 4D 高中組優異 

孔紹晞 2C   初中組優異   

(六) 校際田徑賽： 

2003-2004年度校際田徑賽於零四年二月廿三日完滿結束，今年我校成績彪炳，有多

項成績獲得冠軍，現羅列於後： 

第三組第四區比賽得獎名單 

甲組：  三級跳  亞軍 7M 陳敏祥 

四百米  亞軍 6B 黃學良 

   殿軍 7M 陳敏祥 

二百米  季軍 6B 黃學良 

百一欄  季軍 5C 卓惠銳 

            4X400米  冠軍 黃學良 陳敏祥 葉銘滔 陳嘉裕 

乙組：  三級跳  亞軍 4E 陳海勤 

標槍  冠軍 4D 尹浩全 

跳高  亞軍 4B 關繼延 

一百米  季軍 4E 吳淳楠 

二百米  殿軍 4E 吳淳楠 

八百米  殿軍 4A 周雁霆 

4X100米  亞軍 吳淳楠 梁耀雋 張善衡 周雁霆 

4X400米  季軍 關繼延 林文真 馬子豐 陳海勤 

丙組： 一百米  殿軍 2B 梁耀泰 

二百米  殿軍 2B 梁耀泰 

甲組男子團體  亞軍  男子團體總成績  冠軍 

乙組男子團體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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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Alpha 活動一覽： 

一、 已舉辦之活動 

十月 • 為中四至中七級同學訂講公開考試試題 

十一月 • 參加 Vision Out 領袖培訓計劃 

十二月 • 舊書買賣 

• 旅行日攝影比賽 

(獲獎同學:  4E劉浩然) 

• 棋藝比賽 

(獲獎同學: 象棋初級組冠軍：3D黎耀森 

象棋高級組冠軍：4E葉國輝 

康樂棋冠軍︰3A鄺浩丰，張人至 

波子棋冠軍︰1A李崇義) 

• 翻譯比賽 

( 獲獎同學: 7M蔡瑋濂 ) 

• 徵文比賽 

( 獲獎同學: 7B莊江華 ) 

二月 • 會考講座 

• 「爭分奪秒激答」賽  (課外活動問答比賽) 

 ( 獲獎課外活動組別: 經濟學會 ) 

• 推出雨傘借用服務 

三月 • 科學週 

• 急救常識展覽 

 

二、 將舉辦之活動 

四月 • 聯校英語會話訓練 (第一部份) 

• 機波比賽 

• 推出優惠文具售賣 

五月 • 聯校饑饉八小時（與嘉諾撒書院合辦，為宣明會籌款。） 

• 普通話故事演講比賽 

• 「War Game」比賽 

• 桌球比賽 

• 出版校報「進言」 

七月 • 足籃全能比賽 

• 聯校英語會話訓練 (第二部份) 

• 校報編輯工作坊 

• 聯校校報編輯訓練□ 

• 聯校領袖培訓營 

八月 • 參觀明報報館 

• 參觀聯校科學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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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一月至三月 )活動簡報： 

早會短講 

逢週一及週四邀請老師或學生按每月德育主題分享：忠於所事、誠以待人(1及 2月)，認

識傳媒、放眼世界(3月) 

 

真心真意 (一月至二月) 

各同學在感恩咭上寫下一些讚美或感謝父母、親人的說話，並利用各人的感謝咭製成感恩

樹，於 2月 21日家長日擺放在學校地下電梯旁，供家長參觀。部分的感謝咭更張貼於各課

室門外的感恩角，供各班家長觀賞，感受各同學的心意。 

 

公民教育活動 – 疫無情,亦有情 (三月十五日至廿六日) 

回顧沙士事件對青少年及社會的影響，特別從信仰角度去探討整件事，並引導青年如何積

極面對人生中的逆境，學習永放棄的精神，並藉此機會讓同學欣賞到人性光輝的一面。 

 

1. “疫無情,亦有情”圖片展 (15/3 – 26/3) 

展出有關沙士的圖片，回顧沙士事件。 

2. 文章分享活動 (15/3及 22/3) 

派發有關沙士的文章並鼓勵同學寫下自己的感受。 

3.  “疫無情,亦有情”午間分享會 (16/3及 23/3) 

午飯時間在禮堂播放有關醫護人員的見證影片，並與同學討論分享如何積極面對人生

中的逆境。 

4.  影片分享 (17/3，19/3，24/3，26/3) 

於午飯時透過校園電視台播放有關沙士的影片，供同學觀賞及反思。 

5.  歌曲欣賞 (18/3及 25/3) 

於午飯時透過校園電台播放勵志的歌曲，引導同學反思沙士事件對青少年及社會的影

響。 

6. 「疫」的啟示分享會 (19/3) 

邀請電台節目主持人麥潤壽先生分享沙士事件對青少年及社會的影響，引導青年如何積

極面對人生中的逆境，學習永放棄的精神。 

 

傳媒透視 (18/3) 

新城娛樂台的兩位節目主持 – Kay及 Bob及兩位新進歌手 – 鄭融及劉浩龍到校為中二

級同學分享，並透過遊戲活動教導同學如何分析傳媒的資訊。 

 

中五及中七惜別會 – 告別校園時 (19/2-F.7，3/3-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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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惜別會中各同

學均獲得光碟一隻，記載了同學不同階段的校園生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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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二月至四月)活動簡報： 

中國文化月 

中華美食嘉年華 (2月 4日) 

對象：中一 

透過參觀展板、試食、茶道示範及食品製作，讓學生認識中國的飲食文化及不同食品背後

的歷史故事。 

中國藝術節 (2月 12日) 

對象：中一 

透過欣賞中國舞蹈、戲曲、武術、國畫的示範表演及二胡、古箏的演奏，讓學生認識及欣

賞不同的中國藝術文化。 

中國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3月 1日) 

對象：中一 

透過問答比賽的形式，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化。而問答比賽的內容主要來自中華美食嘉年華、

中國藝術、中國名人小故事展板及中國歷史科的題目，藉此讓學生重溫在二月份中國文化

月所學到的知識，並促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奇趣數理天地 (3月 9日及 3月 17日) 

對象：中一 

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科學實驗及數學遊戲引起學生對學習數學及科學的興趣。 

創業先鋒 (3月 22日至 4月 2日) 

對象：中四(選修會計科及經濟科(中文)的同學) 

目的是希望學生從創立和經營零售業務，透過籌備、執行及評估過程中，使他們能學習到

九種學習綱領技能。把會計學原理、經濟和商業科所學的理論，透過經營零售業務，得以

實踐，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航天全方位之旅 

對象：全校同學 

1. 航天生活之旅  (2月 7日) 

透過講座讓同學了解航天科技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 航天飛行之旅  (4月 3日) 

透過工作坊的形式學習製作水火箭及發射模型火箭。 

3. 航天考察之旅  (7月 13日至 7月 20日) 

透過參觀酒泉衛星發射基地、指揮控制中心、中國航天博物館、神舟飛船發射場、西安

衛星測控中心等，了解中國的航天發展史；更可與酒泉衛星發射基地中心的科技幹部座談

交流，藉此加深對航天科技的認識。 

宗教繽紛 Show(2月 28日) 

對象：中三 

透過宗教歌曲欣賞及宗教話劇匯演，訓練學生創作的能力，提高同學對宗教的認識及情操。

當日更邀請到本年靈德育主題曲 – 愛頌原作者楊式達先生擔任話劇匯演的評判，更與同

學分享創作愛頌的靈感。 

學生事務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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