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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年度  七月 第十六期 

~ 校長的話 ~ 

本人在 1955 年入讀慈幼小學，接著便在慈幼會內不同的會院及機構居住、唸書或工作，這樣，

不知不覺已超過 50 年了。在這期間，本人深深體驗到會祖聖若望鮑思高神父對他的合作者所說的

一句話「常和青年人在一起」的重要性。許多舊生非常懷念教導過他們的神長和老師就是這一點。

他們有時說笑道：「你們都是鐵人，除教書外，放學後還和我們「打波」，假日更同我們去「行山」

及參觀名勝......」這裡正指出教育基本的要求就是無私、不計較的態度。社會的急促發展，對教育

工作者的要求越來越高及多樣化，他們更需具備多方面的才藝和技巧，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在香

港社會裡，許多人都主張教育的方向，應配合世界在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趨勢，否則香港決不能躋身

世界一流大都會的行列。話雖如此，若我們忽略教育的核心價值，這豈不是有違教育本身的意義嗎？

以下是一篇本人由外文意譯過來的文章，有些地方可能不適合香港的環境，但內容及描述手法精

彩，可作為反思的材料。 

今天我們哀悼一位好友，常理先生(Mr.Common Sense)的去世。我們已找不到他出生的記錄，

所以不知道他和我們一起已有多久。 

記得他還在生時常說：「生活有起有落；要付出才有成果；世界有時是不公平的......。」 

他的身體開始衰弱，因為他感到錯愕，為什麼他要承受越來越多的指責和訴訟。子女犯錯一定

是成年人的疏忽；責罰一定會傷害孩子的弱小心靈；政府只宣傳小孩子的權利，而隻字不提他們的

責任。 

常先生(Mr.Common Sense)的病情日趨嚴重，因為他大惑不解，納稅越多的人的看法會比教育

者的專業意見更受重視；少女懷孕或墮胎並不需要告訴父母。 

常先生(Mr.Common Sense)再沒有鬥志生存，因為他無法明白，當子女成長後未能達成心願，

可以控訴兒時父母疏於照顧及教育：罪犯所得的待遇還比受害者更優厚；拼命工作者是自作自受，

按章工作的人卻受到體諒和尊重。 

常先生(Mr.Common Sense)終於呼出自己最後一口氣，因為他絕對不能接受，一個頑皮的小孩

不聽從店員及旁人的勸告在店舖內亂闖，傷了手腳，父母控告店鋪，店主不但要道歉，還要作出相

應的賠償。 

常先生(Mr.Common Sense)在離世以前，他的父母「真理」及「信任」，妻女「判斷力」，女兒

「責任感」及兒子「理性」，一早已經逝世，剩下的只有兩位同父異母姊妹，她們是「我的權利」

和「抱怨」。參加常先生(Mr.Common Sense)喪禮的人寥寥可數，因為大多數的人並不知道他已逝世。 

若你還記得他，請把這消息傳開去。 

最後，今年是本人在慈幼中學服務最後的一年，在此感謝各位同事、家長和學生，因為你們的

支持和鼓勵、積極的態度和進取的榜樣，使我在這幾年內得到莫大的鼓舞和欣慰。希望你們能繼續

堅持教育的核心價值。瑪竇福音第 12 章第 33 節：《你們或者說樹好，它的果子也好；或者說樹壞，

它的果子也壞，因為由果子可以認出樹來》希望我們教育出來的青年都是好果子。願上主祝福大家。 

李益僑神父 

二○○七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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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事項 

（一） 人事調動：任教電腦科廖廣業老師已於 31/5 離職，其職務由曾毓明老師代替。門房黎潮掑

先生已於 21/5 離職，新到任的門房為梁寶堯先生。 

（二） 校務處裝修： 
校務處在五月中開始裝修，以適應時代的需要，六月中旬，裝修完峻，校監陳鴻基神父已於

六月廿三日上午祝聖新裝修的校務處。 

校外優異成績 

本校 06-07 年度 5D 班學生林志傑、忻浚賢及黃浩鏘於 2006 年 12 月 LCC1 的初級簿記

試中考得 A 級成績。其成績經英國 LCC1 總部審核後，林志傑及忻浚賢同學被確定為全港

第一並獲發金獎，而黃浩鏘同學則被確定為全港第二並獲發銀獎。 

課外活動 

以傅家俊(Marco)為首的一班本地桌球精英，於○七年五月十一日特地拉隊蒞臨本校，

在與眾同樂之餘，也希望把「士碌架」帶進校園，為港隊培育未來之星。 
香港隊曾於 2002 年到訪本校，5 年後舊地重遊，一眾港將包括 Marco、馮國威、陳偉

麒、區志偉和連騰浩的精湛球技，吸引了在場接近 100 名學生圍觀，其中 Marco 與在場的

老師和「學生哥」合演友誼賽，把現場氣氛推至高峰。Marco 賽後稱：「5 年前我因為出外

比賽而無法出席推廣活動，作為香港隊的球員，我們亦很樂意宣傳桌球運動，希望透過學

界的渠道，為港隊帶來較多新血。」 

 

辯論比賽 

本校參加語常會初中辯論日營，而本校有四位同學獲得獎項： 

1) 「慎思明『辯』」即席演辯比賽最佳表現獎得主 

林克敏（3B20） 

2) 「條分縷析」聽寫能力大比拼最佳表現獎得主 

鄒煒杰(3A7)  黎嘉駿（3B19）  林克敏（3B20） 

而當日亦有兩位同學參加義務工作，分別為： 

林楚淮（3C18）  姚俊（3D39） 

 

「香港學生看中華文化」徵文比賽結果 

本校有三位同學參加比賽，結果他們獲得優秀及嘉許狀，他們分別為： 

優 秀 黃健聰(6B32)  

嘉許狀 胡兆鑫(6B13) 蔡嘉迪(6B21) 

 

全港青少年乒乓球賽 

由香港乒乓球總會主辦每年一度的全港青少年乒乓球賽，本校兩位同學取得傑出成績： 

F4D 陳祉謙同學代表愉園乒峰球會取得團體 E組（15-17 歲組）亞軍 

F2C 麥景皓同學取得 D組（13-14 歲組）個人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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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生盃乒乓球賽 

每一年度學屆乒乓球最高盛事，恆生盃乒乓球賽已於五月五日至六月三日舉行。本校共有

八位同學參加，其中陳祉謙及麥景皓同學取得卓越成績，在中學男子組一千名參賽者中取

的得以下成績： 陳祉謙  第 9 名 

麥景皓  第 17 名 

本校足球隊 

1) 校際足球比賽 

本校今年參加校際足球比賽，榮獲體育精神獎，本校今年連續兩年奪取此項殊榮，全港

九共 187 間參賽學校，只有 7間獲此嘉許。獲獎資格是全年比賽中（包括甲、乙、丙組），

領取少於 5面黃牌及沒有紅牌才可獲獎。 

2) 聯校足球挑戰賽 

本校參加由香港鄧鏡波書院及聖貞德中學合辦的足球挑戰賽，決賽以 0:1 負於聖類斯中

學，奪取亞軍。 

 

宗教活動 

五月是聖母月。本校教友、慕道班及善會同學每日午間誦唸玫瑰經。善會在五月十二日

舉行聖母月晚會，約有七十多位同學及導師參與。透過祈禱、歌詠、分享，加強同學對聖

母及各人母親的孝愛，每位同學都獲得「聖母回音」；之後有自助餐及康樂活動，同學們都

盡興而回。五月廿三日是本校慶祝進教之佑聖母瞻禮，主題是「互敬互重」。當日早上全體

師生懷著喜悅心情，到達北角聖猶達堂參與感恩祭，由本校舊生江志釗神父主禮，當日也

頒發了多項宗教科活動的獎項。 
本年度善會活動於五月三十日結束，約有二百位同學及導師參與。透過團體遊戲、檢

討、祈禱等活動，讓同學們檢視過去整個學年的生活及成長。今年善會盃足球冠軍是天主

教同學會福傳組，而籃球冠軍是進教之佑善會。當日也有十七位同學成功獲頒慈青獎章，

以表揚他們整個學年裡在時常喜樂、努力求學、熱心侍主、服務他人四方面有傑出的表現。

預備好的善會會員也可向導師開始考章程序，並將會在八月十五日的聖母升天瞻禮感恩祭

中頒發獎章。 

六月二日，廿多位中一及中三級教友同學在大嶼山聖母神樂院舉行週年退省。透過祈

禱、靜思、分享、感恩祭等宗教活動，讓同學檢視過去及展望將來的生活，走成聖的道路。

另外，本校 3B 班胡俊賢同學參加天主教香港教區聖召徵文比賽中奪得優異獎，可喜可賀。 

鮑思高神父說：「暑期是魔鬼最活躍的時候。」祝願同學能善用時間，度過一個愉快及

充實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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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4 7M 陳卓輝 香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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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組活動 

(1) 專題研習博覽會 

日期：4月 28 日(第二次家長日) 

時間：上午 8:00 至中午 12:00 

地點：室內運動場 

對象：所有學生及家長 

專題研習為學生提供各種不同的學習經歷，例如他們需要千方百計去搜集所需的資料，並

且作出分析、總結、建議，而不是單單抄寫所有資料，他們亦需要把搜集得來的知識，向

不同的人解釋。 

本組與全方位學習組合辦的專題研習博覽會是一個讓學生展示研習成果的好機會。當中學

生為其專題研習製作展板，並設計攤位遊戲吸引來賓。 

今次參與博覽會的學生包括： 

(i)   全級中一學生，主題為《健康生活》。 

(ii)  全級中二學生，主題為《走進生活的中華文化》。 

(iii) 已晉身專題研習決賽階段的半級中三學生，主題為《熱愛科學》。 

 

 中一 中二 中三 

最具創意獎 1B4 2D3 -- 

最佳模型獎 1B3 2D2 -- 

環保先鋒獎 1B1 2B3 -- 

最佳介紹員** 1D 鄭楚政 (2) 2B 莊梓楓 (9) 3C 林楚淮 (20) 

最受歡迎攤位** 1B4 2D3 3A4 

**在博覽會當天由參觀者投票選出 

 

(2) 專題研習匯報會――香港今昔 

日期：6月 1日 

對象：中一全級學生 

為了增加對香港歷史的認識，中一學生進行了名為《香港今昔》的專題研習，當中各組以

香港其中一個別具特色的地方作為題材，並選擇一個研習範疇（例如：堅尼地城建築物的

轉變），以探討它在從前和現今的轉變。 

在生活教育科老師及《社區面面觀》帶隊老師的協助下，學生先後搜集不同的資料，經過

整理後製成簡報，於生活教育科的時段內進行本學年第二次的專題研習匯報會。 

在匯報會上各組分別介紹香港不同地區的歷史，也道出對社區變遷的感想和建議。經過精

彩的匯報會後，「最佳匯報組別獎」由以下四組奪得（排名不分先後）： 

 

組別 題目 

1B4 北角區建築物的轉變 

1D1 西環電車的轉變 

1D2 堅尼地城古蹟的今昔 

1D4 尖沙咀之交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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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港澳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由「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主辦，參賽者來自香港及澳門，

於 07 年 1 月 28 日在香港科技大學進行。 

本校的奧林匹克數學學會每年都會對熱愛數學的同學加以訓練，並鼓勵他們參加不同的校

際數學比賽。今次正是本校第一次參加「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旋即在中三及中四組別

奪得兩銀兩銅的佳績。希望各位同學繼續努力，於明年獲取更理想的成績。 

銀獎得獎者： 4E 的梁浩輝 及 3C 的林定邦 

銅獎得獎者： 4D 的洗世輝 及 4E 的陳稚昇 

另外，6A 班吳家軒同學於「國際數學奧林匹克──香港選拔賽」取得優異成績，並獲邀參

加「國際數學奧林匹克香港委員會」為培訓香港代表隊而設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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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期 29/3/2007

至 

4/4/2007 

為什麼切掉一個腎的人

還能活著? 

2B 蔡高熠 3E 陳光業 3E 陳家豪 

第八期 5/4/2007至

18/4/2007 

為什麼收音機能選擇電

台? 

1A 葉祉麟 1D 鄭少昂 2B 唐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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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至 1:20 

地點： 禮堂 

得獎名單： 

4 月 3 日 蔡立德 1A (9) 符卓康 4E (15) 洪英毅 4E (17) 藍天賜 4E (23)

4 月 17 日 蔡立德 1A (9) 冼煒傑 1A (32) 吳志豪 2B (29) 藍天賜 4E (23)

5 月 15 日 蔡立德 1A (9) 吳志豪 2B (29) 符卓康 4E (15) 藍天賜 4E (23)

5 月 22 日 林啟聰 1A (21) 姚子希 1A (44) 吳志豪 2B (29)  

5 月 29 日 蔡立德 1A (9) 吳志豪 2B (29) 黃庭裕 4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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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2007 年 4 月至 2007 年 6 月)活動 

我做得到之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佈置壁報日期：20/3 – 17/4 

為配合三月份靈德育主題「我做得到」，各班同學合力搜集班中的成功事件，以“我做得到＂

為主題，佈置課室內的壁報。 

中一及中二組優勝班別 

冠軍：1C 亞季：1E 季軍：2D 

中三、中四及中六組優勝班別 

冠軍：6B 亞季：4D 季軍：4B 

真心真意 – 感恩樹、感恩角 

日期：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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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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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五四青年節 2007 

日期：5月 4日 

地點：香港灣仔金紫荊廣場 

「五四運動」是二十世紀我國最具歷史意義的事件之一，國家並於 1949 年 12 月正式將 5

月 4日定為「青年節」，以繼承和發揚五四精神。 

為加強同學對這項影響深遠的歷史事件的認識和關注，本校靈德育組將於 5月 4日上午率

領 40 位同學前往香港灣仔金紫荊廣場，代表學校出席「五四升旗禮」活動，與來自不同學

校的教師、學生及全國 56 個民族青少年代表，一起慶祝「五四青年節」，讓同學親身感受

到身為中國人的光榮。本校 2A 班的梁昊翹同學更聯同「五四青年大使」李雲迪、56 個民

族青少年代表及香港學生代表宣讀「五四宣言」。 

「五四升旗禮」活動完畢後，同學們更出席了「青年當自強 – 五四青年大使李雲迪與學

生真情分享會及「民族菁英論壇」，與楊揚、李興鋼、哈希、楊宏、馮軍、李雲迪、吳小莉

真情對話；期望透過他們的分享，提升同學對國家的承擔及其國民身分的認同。 

專題講座 – 戀愛方程式 

日期：2007 年 5 月 7 日 
時間：10：50a.m. – 11：40p.m. 
對象：中四 
在 5月 7日中四級週會堂上，靈德育組邀請了公教婚姻輔導會的人員，到校為同學進行性
教育講座；透過心理測驗及角色扮演，讓同學認識與異性相處之道。 

專題講座 – 友誼與愛 

日期：2007 年 5 月 9 日(中二)及 14 日(中一) 

時間：1：30p.m. – 2：15p.m. 

對象：中一及中二 

在 5月 9日(中二)及 14 日(中一)的週會堂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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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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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親恩晚會 

日期： 二○○七年六月一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七時正至九時正  
地點： 本校禮堂 
對象： 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及其家長 
以綜合晚會的形式，內容包括：學生的才藝表演、話劇、朗誦、歌唱等，讓同學向家長表
達愛意，並藉此弘揚中國傳統的孝道、實踐孝敬父母的誡命。  

 

回歸十年活動 

回歸十年十大新聞選舉 

日期：2007 年 6 月 5 日 

時間：8：10a.m. – 8：30a.m. 

對象：全校 

為配合回歸十周年，靈德育組將於 2007 年 6 月 5 日(星期二)舉辦「回歸十年十大新聞選
舉」，藉此機會與學生一起重温在過去十年香港所發生的大事。 

選舉結果如下： 
排名 票數 新聞 

1. 804 奪命 SARS 襲港，港人人心惶惶 (2003) 
2. 722 中國太空船升空 奠定航天事業新里程 (2005) 
3. 601 七一大遊行，五十萬港人上街 (2003) 
4. 562 基本法第 23 條立法 引起爭議 (2002) 
5. 543 香港股市十月暴跌 (1997) 
6. 521 特區政府七一成立 舉世矚目 (1997) 
7. 502 徐步高槍擊案 一名警員殉職 (2006) 
8. 474 禁煙條例獲立法會通過 於公眾地方全面實行 (2006) 
9. 421 迪士尼正式開幕 好壞評價參半 （2005） 
10. 405 拆卸舊天星碼頭 古蹟保存惹關注 (2007) 

 

「齊心  香港高飛 – 高飛願望」 

日期：2007 年 6 月 4 日(中四)、6月 5日(中三)、6月 8日(中六) 

時間：10：50a.m. – 11：30a.m.  

對象：中三、中四及中六 

為宣揚香港自強不息的「獅子山下精神」，及激發香港人獨有的積極進取精神，一班社會各
界知名的有心人士特別聚首一堂發起「齊心  香港高飛」運動，藉此勉勵香港人繼續奮發
向上。而為向香港年青一代宣傳拼搏、創新、自強的香港精神，「齊心  香港高飛」特別為
全港的中小學生舉辦了「高飛願望」比賽。同學須撰寫不多於 30 字的短文，具體表達怎樣
令自己的個人努力或成就和香港未來聯成一體，從而令香港得以繼續高飛。 

 

社區顯關懷 - 「 理想中的老人院 」 專題研習匯報  

日期： 14 - 6- 2007  
地點：禮堂  
對象：中二  

與靈德育義工組合作帶領中二級學生走入社區，讓同學實踐守望相助、關愛別人的精神。
同學完成義工服務學習計劃及探訪老人院後，分組設計老人院改善計劃，並於 6月 14 日的
週會堂中進行匯報，協助同學發展創意、協作及與他人溝通的能力。  
在「理想中的老人院」專題研習匯報會中， 2C1 組同學取得冠軍、2A4 組及 2C3 組同學取
得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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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清潔運動 

第二階段的校園清潔運動(二月至五月)已完成，課室清潔比賽的得獎班別如下： 

初中組： 冠軍：3B、亞軍：1C、亞軍：1A 

高中組： 冠軍：4E、亞軍：4D、季軍：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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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期(三月份)文章以「我一定做得到」為題，配合三月靈德育主題：「我做得到」，藉此
提醒同學不要輕言放棄。 

第七期(三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譚子譽(1C)、阮大榜(2B)、林家俊(3A)、陳海政(3B)、謝安蓀(3B)、林定邦(3C) 

馮梓軒(3D)、梁智龍(4D)、麥庭瑋(6B)、余健僖(6B) 

第八期(五月份)文章以「尊重別人」為題，配合五月份靈德育主題：「互敬互重」，藉此提
醒同學彼此尊重的重要性。 

第八期(五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張庭琛(1D)、蔡子健(1D)、黃永鏗(2D)、姚俊(3D)、馮梓軒(3D)、林志豪(3E)、柳啟堅(3E)、 

何鈺基(4D)、梁智龍(4D)、莊軒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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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組 

社區面面觀 

為協助中一同學進行《香港今昔》的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組安排二十組學生，在 5月 19

日上午，出訪香港不同的地點進行考察。出發前，同學們已藉著搜集文字資料作好準備，

由老師帶領到達考察地點後，他們以問卷調查、訪問、觀察等方式搜集更深入的資料，以

對該區獲得更全面的了解。 

 

上海、蘇杭考察團 

今年的考察團已於 6月 30 日至 7月 5日舉行，活動中最特別的是與上海市李惠利中學作大

半天的交流活動，讓學生加深中港兩地學校文化的了解。今次活動亦曾探討中國的最新發

展，當中特別安排學生到寶山鋼鐵廠了解製作鋼鐵的過程，亦會於回程時乘坐磁浮列車。

欲想了解更多是次活動的內容，請留意下一期校訊的報導，以及 9月份的影片首映禮。 

 

 

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