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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主任的話 ~ 

 
有同學曾經問我：「慈幼學校的校風好嗎？」 
有家長對我說：「慈幼學校的校規很嚴，我十分安心兒子在此就讀。」 
有時候，我會自問：慈幼的校規真的很嚴嗎？ 

這裡，我想說說某次訪校的經驗… … …  

某日，我要到某校出席研討會。這校頗有名氣，我也想看看該校同學表現，是否名副其實

或是名過於實。到達後，由於環境不熟，便問該校學生如何到達學校正門。迎面而來的應

該是一位初中同學，他步伐急促，大汗淋漓，正背? 書包，雙手拿著曲譜及小提琴。我想

他正趕時間吧。於是立刻問他學校正門位置，他說上了山坡向右走便是。當我拾級而上的

時候，他追上來禮貌地說：「我校有兩個門口，你想到哪裡？我還是帶你找吧。」於是他和

我一起走那百多級石階，那時候，我只有喘氣，不能再和他交談。到達後，遇到的同學會

向你微笑點頭，一位高班的同學見我尋找甚麼，便主動問我及帶領我到禮堂。 

良好的校風，並不在於校規是否嚴格，我想最重要的是如何培養同學懂得尊重和愛護。同

學懂得尊重自己和別人，便會珍惜眼前的事物，不會破壞環境，不會漠視他人的感受。若

果同學上課嬉戲、儀容不整或欠帶功課，按校規處理，同學理應記缺點一次以作懲罰。但

是，同學有否自問：我屢次犯過，為何老師或家長總給我機會呢？這樣，我有否尊重老師

或家長的感受呢？我有否尊重同學或學校呢？ 

良好的校風，在於同學對學校、老師和同學的尊重和認同。上述學生對一個陌生訪客的態

度，尤如熱誠歡迎至親回家一樣。這說明：他就是尊重學校，所以愛護它、珍惜它的一切。 
嚴謹的校規，可能只是完美的軀殼，最重要的是：你愛慈幼嗎？ 
新春即至，在此預祝各位家長、老師、同學新春快樂，萬事如意。 

 
 

                                                             梁炳棋老師 

 
 
 



 

學校事務： 

(一) 音樂雙週 
本校音樂雙週於十月二十日，一連兩週舉行。班際音樂比賽於十月廿六日舉行，本

校邀請香港鄧鏡波書院音樂科科主任黃婉娜女士為評判。當日成績如下： 

 預科組 中四級 中三級 中二級 中一級 

冠軍 7B 4D 3E 2C 1B 

最佳指揮 方俊禮(7B) --- --- --- --- 

(二) 中一家長參觀校舍日 
十月廿九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有四十五位中一家長蒞臨本校參觀。當日，

本校安排職員帶領家長了解學生在校內的上課情況，下午四時三十分，學校於飯堂安排茶
會。期間，教師與家長交流，加深彼此了解。 

(三) 小型開放日 
本校於十一月二十日及十一月廿七日，一連兩個週末，由上午八時三十分到正午十

二時正，開放予被邀請的東區小六學生參觀，兩個星期共有四百三十人左右參觀本校校舍
設施，他們對本校加深了解，作為他們日後選校的參考。當日，本校除了印製本校簡介外，
還安排導遊同學向參觀者介紹校舍設施，參觀後更安排茶點款待他們。 

(四) 捐血日 
本校於十二月三日（星期五）舉行捐血日，當日，參加善舉的師生共有八十二位。 

(五) 家長日 
十二月四日為家長日，各級在測驗或第一段考後，在家長日中把成績交予學生家長，

藉此加深彼此了解，當日的中三級的座談會共有138人參加，中五級座談會有79人參加。 

(六) 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慶日 
本校當日舉行聖母無原罪慶日活動，公教老師、同學、善會及慕道班同學在禮堂參

加感恩祭，由斐林豐神父主祭，非教友同學則參加祈禱聚會，由舊同學陳建忠主持分享會。
禮儀結束後，本校邀請傑志足球隊蒞臨本校與師生作足球友誼賽，結果傑志以3：0取勝，
各學生均欣賞到客隊出色的球技，佩服不已。 

(七) 週年陸運會 
本校第51屆陸運會初賽於十一月五日假灣仔運動場舉行，決賽則於十二月六日上午

同地舉行。決賽日，本校邀請已畢業二十五周年的舊生陶汝鴻先生為頒獎嘉賓，當日，更
有七位同屆畢業同學一起出席，他們分別為何健忠先生、管慶餘先生、張人傑先生、陳海
庭先生、陳偉邦先生及林志明先生，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實屬難得。今屆陸運
會全場總冠軍是四丙，亞、季軍分別五戊及四甲，而本屆陸運會中，有三項破歷屆紀錄。
詳情如下： 

姓名 班別 項目 舊紀錄 新紀錄 

尹浩全 4C 標槍 29.12M 29.32M 

卓惠銳 5C 跨欄 17”00 16”82 

譚銘灝 7M 跳高 1.72M 1.73M 

 



 
(八) 03-04年度畢業典禮 

今年畢業典禮，本校邀請62年畢業的舊同學范耀鈞教授蒞臨致訓，他現為浸會大學
副校長。范耀鈞教授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體驗，勉勵同學應為自己確立目標，並應以誠待
人，對人包容，最後叮囑同學應善用時間，努力工作。 

(九) 聖誕聯歡會 
本校師生於十二月廿三日於大操場舉行聖誕聯歡會，當日有宗教劇、唱歌、抽獎等

活動，十時半後各班於課室內舉行慶祝會，約十二時左右各學生均帶著愉快心情離校，開
始他們的聖誕節假期。 

(十) 2004-05年度家教會幹事一覽表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陳玉衡先生    （F.3A陳翹駿同學） --- 

副主席 梁景信先生    （F.1A梁學淵同學） 林煜泰老師 

文書 胡朱文慧女士  （F.1B胡俊賢同學） 李良銘老師 

財政 李健康先生    （F.2A李步朗同學） 鮑秀萍老師 

文康 鍾彭愛? 女士  （F.1B鍾富傑同學） 關振球老師 

 麥呂玉儀女士  （F.3E麥家謙同學）  

推廣聯絡 陳司徒仲賢女士（F.5C陳智弘同學） 丁偉雄老師 

執行委員 --- 黃釗明老師 

黎國榮老師 

(十一) 大學來鴻 
下列學生，他們在本校畢業進入大學，在大學的考試中獲得學院嘉許狀，所屬大學特來
信本校加以表揚，現羅列供各位參閱： 

 畢業年份 班別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 

1 2000-2001 7B 陳銘滔 理工 

2 2000-2001 7M 黃啟輝 科技 

3 2001-2002 7M 蔡嘉霖 科技 

4 2001-2002 7M 李健恒 科技 

5 2002-2003 7M 錢永康 科技 
 

校外活動： 
(一) 香港教育學院十週年校慶「一個教育心願，一份香港祝福」 

本校中七生物班學生鄺俊豪提交的心願，榮獲學校（中學）學生組＜最佳心願＞一獎，
獎品為港幣一千元書券乙張，在十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一時三十分，鄺同學在大埔教
育學院校園接受獎項。當日，本校亦派出五十名初中生，穿著大會提供的衣服，出席頒獎
禮，他寫的心願為：「學生有批判思維，教師具敢言勇氣，校長有改革理念，家長具開放文
化。」 
(二) 教育統籌局局長與青年真情對話 

本校中六級五名同學，他們分別為6M王培煒，莊振昌，陳鶴元，6B簡子堅及謝瑋明，
他們在十一月二日（星期二）下午六時，前往香港仔黃竹坑道99號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邵逸
夫堂，參加座談會，彼此分享交流。 
 



 
(三) 第八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本校周兆鴻同學（中五戊班），他在第七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中表現理想，並於十一
月六日獲頒發畢業證書。 

本校黃建邦同學（中四戊班）及陳嘉偉同學（中四甲班），順利成為第八屆明報記者，
他們將參與未來一學年的多項訓練及實習活動。 

(四) 本校在八月獲得第37屆聯校科學展覽冠軍，明報在十二月八日把本校學生的
冠軍作品刊印在明Teens刊物中，向全港學生介紹他們的成就，同學可在下列網頁
中瀏覽：www.life.mingpao.com 

(五) 第五十六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散文獨誦（粵語） 3D饒國俊同學 優良 

詩詞獨誦（粵語） 3D殷愷琪同學 優良 

1A林智朗同學 良好 

1A林煜陽同學 良好 

1A林家明同學 良好 
詩詞獨誦（粵語） 

1A梁思惟同學 良好 

即席專題演講（粵語） 7B鄺俊豪同學 第三名 

英詩朗誦比賽得獎名單 

7M 侯鎮邦 第三名 
3C 關敬韜 第三名 
3E 吳子杰 第三名 
2C 譚家樹 第三名 
2E 符卓康 第一名 

 

全方位學習活動  (十月至十二月) 

中國文化月(二○○四年十月) 

1. 中華美食嘉年華 (10月19日) 
對象：中一 
本活動以試食、遊戲、食品製作示範、觀看電影等形式，讓同學認識和欣賞民族文化傳
統，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國民身份。  

2. 中國藝術節之青少年粵劇欣賞--示範講座及演出(10月29日)對象：中一 

本活動於西灣河文娛中心舉行。  

透過欣賞粵劇表演、化妝示範及試穿戲服等活動，讓同學認識中國文化的歷史及學習欣

賞中國的藝術。 

3. <龍情十月> 
與靈德育組合作，透過<龍情午間派對>攤位遊戲活動、神州五號<升空一周年>回顧會等
來加強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和培養同學對祖國的歸屬感。 

 



<宗教繽紛 Show> (中一級：11月26日，中二級：12月21日) 
對象：中一及中二 
與宗教科合作，透過話劇比賽、歌曲分享、大合唱、小型音樂劇及問答遊戲等活動來提高
同學對宗教的情操。  

<我們的理想校園>匯報會（12月1日） 

對象：中一 

於下午二時至三時半在本校禮堂舉行。 本活動讓同學將專題研習項目<我們的理想校園>

中搜集得來的資料匯報出來，彼此分享大家努力的成果；並訓練同學的說話、協作和使用

資訊科技的能力。此活動後同學便開始製作展板及模型，為 2005年2月26日的<專題研習

博覽會>作好準備。 

參觀<專題研習成果匯展>（12月14日） 

對象：中一及中二級專題研習組組長 

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目的讓學生能及早掌握製作專題研習報告及口頭報告的技巧，以

準備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底舉行的專題研習博覽會。 

<中國文化博覽>匯報會（12月16日） 

對象：中二 

於下午二時至三時半在本校禮堂舉行。 同學於本活動中就著不同的中國文化題目搜集資

料，並將搜集得來的資料匯報出來，彼此分享大家努力的成果；並訓練同學的說話、協作

和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此活動後同學便開始製作展板及模型，為 2005年 2月 26日的<

專題研習博覽會>作好準備。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10月至 1月)活動  

早會短講 
邀請老師或學生按每月靈德育主題分享：認識祖國(10月)，克盡公德(11月)，良善心謙(12

月)及檢討過去、計劃未來(1月)，加強學生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培養學生的公德心及為人

服務的精神。 

龍情十月活動 
透過不同的活動，提高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及培養同學對祖國的歸屬感。 

(1) 龍情午間派對(10月 6日及 10月 7日) 
藉攤位遊戲、藝術表演、民間小食試食、義賣籌款等活動，讓同學加深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並透過欣賞中華民族文化的傳統，提高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是次

的義賣籌款活動共籌得港幣1,100元，所有收益將捐贈鮑思高慈善基金會作為資

助國內學童之用途。 
(2) 全國十大傑出青年風貌展(10月6日至10月12日) 

展板介紹全國十大傑出青年對我國的貢獻，加深同學對祖國的認識。 

 (3) 齊唱國歌(10月5日、10月8日、10月26日、10月29日) 

在早會中全體師生唱出國歌，表達對祖國的情懷。 

 (4) 升空一周年(10月15日) 
於10月15日 - 升空一周年的日子中，透過展板及影片欣賞，讓同學明白到中國

的航天員如何在艱苦的條件下創出成就，學習中國人那份鍥而不捨的精神，並以

身為中國人而感到光榮。 



親子閱讀自由講 
與閱讀推廣組合辦，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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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享意見。 
第三期(10月4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D鄭泳濤、2D廖智健、2D盧皓翔、4E黃浩然、5E周兆鴻 

第四期(10月18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B鍾富傑、1D莫瑋豪、2D江富瑋、2D盧皓翔、4E陳德全 

第五期(11月1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C陸加馳、2D朱俊賢、2D盧皓翔、3E朱瑋傑、4E鄺浩丰 

第六期(11月22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E李展澄、2B譚雋浩、2D黃卓謙、2D譚晉匡、3E朱瑋傑 

第七期(12月6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C陸加馳、1E李展澄、2B黎子瑋、2D郭柏淇、2D鍾嘉文 
 第八期(12月17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2D梁智龍、2D藍天賜、2D譚晉匡、3E張奇? 、5E周兆鴻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10月份) 
各班同學投票選出各班的課室十誡，並以課室十誡為題設計課室內的壁報，加強學生的記
憶及印象。 
高年級組的得獎班別：5A、5B及5C。 
低年級組的得獎班別：1B、1C及1D。 

時事廣場(11月正式開始) 
在飯堂內的壁報上設立”時事廣場”，張貼每日各地的新聞及社論。藉此鼓勵同學更關注周
遭環境，加深對香港、中國及世界各地時事的認識及了解。 

健康人生路(11月 18日) 
11月 18日下午二時五十分至三時四十五分在禮堂舉行，對象為中一及中二同學。新城電
台DJ葉文輝(啤梨)擔任「健康人生路」的司儀。組合Cookies、歌手周國賢及薛凱琪更到
校與同學分享如何才能擁有一個健康的人生。活動完畢後，同學更有機會投稿，分享對健
康人生的意見。 

良善心謙分享會(12月 15日) 
12月 15日上午十時五十分至十一時三十五分在禮堂舉行，對象為中三同學。新城電台 DJ
路芙及亞Kay到校與同學分享關懷別人的訊息。透過嘉賓歌手鄧穎芝和Isabella的分享，
鼓勵同學主動為人服務，關懷別人的需要。 

時事論壇(12月 17日) 
全年共有三次論壇，針對不同的熱門新聞作討論，同學除了可聽取不同的觀點外，更可發
表自己的意見，藉此訓練同學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第一次的論壇於午飯時間十二時四十五
分至一時廿五分在禮堂舉行，是次討論的題目為 「三三四學制改革」。到場的老師及同學
均踴躍發言，發表自己對「三三四學制改革」的意見。 

南亞地震及海嘯悼念活動(1月 3日至 1月 5日) 
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發生九級強烈大地震，引發泰國及斯里蘭卡等地發生海嘯及多
次餘震，造成數以十萬計的人命傷亡。為表示對死難者及其家人的關懷，我們於一月三日
至五日舉行了哀悼祈禱分享會及籌款活動。我們全校師生在這次的籌款活動中共籌得港幣
10,430元，善款將交「國際明愛」轉送災區。 

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