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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年度  十月 第十七期 
~ 校長的話 ~                                       林煜泰校長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暑假過去了，各位回到慈幼大家庭一個多月，開始新的學習生活。可能有部份同學心情仍

未收拾，但無論如何都要整頓下來，恢復有紀律的學習生活。中一的新同學，更需要一點時間來適

應，希望他們能盡快融合在我們的大家庭中。 

 
對所有慈幼同學，學校都有期望和要求，藉着這一期校訊的機會，我勉勵各位同學，希望你們能切

實達到以下各項要求： 

 
一、培養有寬大及愛人如己的胸襟：「愛」是人類天性，「寬大」是待人的基本方針。凡事皆要看得

遠，想得開，站得穩，發揚人間有情，不單愛自己，更要愛別人。高年級同學，更應發揚友愛

精神，展現學長的泱泱風範，協助學弟及服務學校。 

 
二、努力學習、發揮創意：本校老師非常盡心盡力，除了正常課程外，更為面對公開試的同學安排

了不少的補課，測考或其他課後輔導等。老師所期待的是學生能「認真學習，成績優良，收穫

美滿」。期望同學在老師的指導下，能夠做到多思考、多温習、多探究及養成合作學習的精神，

必定可以擁有豐厚的知識和能力。 

 
三、聽從師長的教誨：尊師重道，是學生應遵守的美德。老師及長輩都是同學們生活的指南針及知

 識的泉源，沒有他們的指點及教導，同學們怎能進步？所以我希望慈幼同學，在家能孝順父母，

在校能尊敬師長，勤勉力學，奮發向上。 

 
望子成龍是為人父母的共同心願，學校及所有神長老師也對你們有共同的期望。希望同學能做到學

校的要求，「人人用功，成績美滿」，所有慈幼學生都是父母疼惜的好孩子，也是老師喜愛的好學生。 

 
祝願全體同學，學校生活愉快，健康成長，人人都能成為卓越的「慈幼仔」。 

 

 

校務事項 



 2

(一)   人事調動： 
      退休員工：李益僑神父、張樹堅老師及朱獎祥老師 

 晉升教師：林煜泰副校長榮升為校長、梁炳棋訓育主任榮升為副校長 

 離職教師及員工：林月娥老師、楊慧玲老師、Maureen Bushell、陳翠珊老師、陳乾綱老師 

  及陳志滔書記 

 新入職老師： 朱小芬老師 (任教：會計、數學、EPA 及生活教育科)、麥振威老師 (任教：

  體育、電腦、數學及生活教育科)、范殷榮老師 (任教：物理、生物、綜合 

  科學及生活教育科)、葉文昊老師 (任教：電腦及數學)、陳力行老師 (任教：

  中文、中國歷史及普通話)、魏遠山老師 (任教：英文及生活教育科)、 

  周仲賢老師 (任教：數學、電腦及生活教育科)、林建輝老師 (任教：電腦 

  及生活教育科)、吳海麒老師 (任教：聖經) 

 各科組新安排： 生活教育科：陳志偉老師 (科主任)；陳燕君老師 (副主任)、 

   體育科：梁德鴻老師 (科主任)、化學科：黃運康老師 (科主任)、 

   英文科：許美芳老師 (科主任)；趙婉芬老師 (副主任)、 

   訓育組：黃釗明老師 (主任)、負責有關領袖生及制服團隊：關振球老師、 

   課外活動組：陳偉良老師 (主任)、教師專業發展組：廖秋強老師 (主任)、 

   愛德服務組：吳君浩老師、校務組：梁炳棋副校長 

 校務處職員工作分配：  

 I. 校務組：林天恩小姐 (Emily)：一般財政開支、中一學位分配工作及插班生工作等。 

  梁漢華先生 (Michcal)：訓導及輔導工作等。 

 II.學務組：沈恒俊先生 (Ryan)：考試事宜、課外活動工作及老師調堂工作等。 

  葉瑞芳小姐 (Sylvia)：全方位學習組及靈德育組工作等。 

 III.總統籌：岑麗卿小姐：統籌校務處工作、對外的工作事宜及家長日有關事宜等。 
 

(二) 校內工程： 
      今年暑假，本校有多項工程開展，有多間課室重整，最重要的是大球場重舖。工程已於九月 

 二十一日完成，是日邀請校監陳鴻基神父祝聖，並安排老師及學生進行足球表演助興。 
 

(三) 公益服飾日： 
   今年，本校共籌得一萬七千零二十二元正，籌得最多善款的班級為 5E 班，共有一千一百二 

 十五元正。本校感謝各位家長、老師及同學的慷慨捐助，支持此項有意義的活動。 
 

(四) 家教會大選結果： 
2007 年 9 月 15 日下午家長教師會舉行週年大會，席上選出 07 – 08 年度第八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會委員，現羅列於下：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當然顧問：校監陳鴻基神父、校長林煜泰先生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    席 胡朱文慧女士   (F.4E 胡俊賢同學家長) ----- 

副 主 席 梁景信先生   (F.1C 梁文淵同學家長) 副校長梁炳棋老師 

秘    書 鍾惠清女士   (F.2B 應鉅生同學家長) 李良銘老師 

司    庫 李健康先生   (F.5B 李步朗同學家長) 鮑秀萍老師 

推廣聯絡 李陳惠儀女士   (F.1B 李立曦同學家長) 丁偉雄老師 

文   康 林世文先生 (F.3A 林思聰同學家長) 

吳嫣微女士 (F.1C 吳國灝同學監護人) 
陳偉良老師 

執行委員 ----- 黎國榮老師、劉德怡老師 

(五) 水運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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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第四十二屆水運會已於九月十二日圓滿結束。今年本校邀請去年榮休的張樹堅老師為 

頒獎嘉賓。當日成績現羅列於後： 

 

第四十二屆水運會初賽日決賽結果及優勝者名單 
項目：男子 50 米丙組自由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梁璟昇 (1E) 何嘉倫 (2A) 郭雋樂 (1B) 

項目：男子 50 米乙組自由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聶志健 (3B) 許卓恩 (3B) 陳耀明 (4C) 

項目：男子 50 米甲組自由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潘學軒 (5C) 聶志浩 (4D) 史駿寧 (6B) 

項目：男子公開組 200 米蛙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蘇浚銘 (7A) 葉承俊 (3B) 李欣樺 (4C) 

項目：男子公開組 200 米自由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郭雋樂 (1B) 陳子軒 (5B) 蔡偉洛 (4B) 

項目：男子 50 米丙組蛙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羅匡正 (1D) 何嘉倫 (2A) 李文豪 (2E) 

項目：男子 50 米乙組蛙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聶志健 (3B) 蔡譽達 (3A) 許卓恩 (3B) 

項目：男子 50 米甲組蛙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蘇浚銘 (7A) 吳進業 (6A) 麥子健 (5C) 

項目：男子 50 米丙組背泳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梁璟昇 (1E) 林晉熙 (2C) 吳曉峰 (1C) 

項目：男子 50 米乙組背泳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黃永鏗 (3D) 余貫翹 (4E) 陳耀明 (4C) 

 

項目：男子 50 米甲組背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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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潘學軒 (5C) 李欣樺 (4C) 陳譽文 (6B) 

項目：男子 100 米丙組自由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郭雋樂 (1B) 林晉熙 (2C) 朱晉廷 (1C) 

項目：男子 100 米乙組自由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聶志健 (3B) 黃永鏗 (3D) 程禮賢 (3C) 

項目：男子 100 米甲組自由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聶志浩 (4D) 史駿寧 (6B) 李欣樺 (4C) 

項目：男子 50 米丙組蝶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梁璟昇 (1E) 何嘉倫 (2A) 林晉熙 (2C) 

項目：男子 50 米乙組蝶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余貫翹 (4E) 洪英錕 (4D) 郭康廷 (4D) 

項目：男子 50 米甲組蝶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潘學軒 (5C) 陳子軒 (5B) 許旻浩 (6A) 

項目：男子 100 米丙組蛙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鄭湛泓 (2A) 廖子豐 (2E) 劉展維 (2C) 

項目：男子 100 米乙組蛙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葉承俊 (3B) 莫瑋豪 (4C) 蔡譽達 (3A) 

項目：男子 100 米甲組蛙式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蘇浚銘 (7A) 麥子健 (5C) 陳子軒 (5B) 

項目：男子丙組 4 x 50 米接力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2A 2E 2C 

 

 

項目：男子乙組 4 x 50 米接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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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3B 4C 4B 

項目：男子甲組 4 x 50 米接力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 7A 6A 5C 

男子甲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班別 7A 5C 4D 

姓名 蘇浚銘 潘學軒 聶志浩 

男子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班別 3B 3D 3B 

姓名 聶志健 黃永鏗 葉承俊 

男子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班別 1E 1B 2A 

姓名 梁璟昇 郭雋樂 梁嘉倫 

啦啦隊比賽結果： 

中二級啦啦隊冠軍   2E 

全場總冠軍         3B 
 

校外獲獎 
(一)  第十四屆聯校科展 
 本校於暑假參加第四十屆聯校科展，共獲三個獎項，分別為最佳攤位設計冠軍、最受歡迎參

展學校亞軍及最佳示範員季軍 ( F.7A 張嘉文)。今次獲得殊榮，有賴張展濤老師、黃志堅老師

及陳志偉老師協助，並得到各位同學臨場打氣大力支持，才有今天的成果。 
 

(二) 乒乓球回歸盃 
2007 年 7 月 11 至 13 日，本校校際乒乓球隊參加香港特別行政區十周年回歸盃，在百多間參

賽中學裏，勇奪中學男子組季軍。 

 參賽同學名單： 

 隊長：張健星  (6A) 

 隊員：陳祉謙  (4D)；倪政容 (3D)；麥景皓 (2C)；余昫彥 (2D) 

* 教練為陳如順老師及陳宇航老師 
 

(三) 青少年足球比賽 
本校甲乙組足球聯隊參加〈暑期東區少年警訊滅罪盃〉，並於青少年足球比賽中勇奪季軍。 

 

宗教活動 

今年七月九日，本校午間慕道班進行暑期信仰活動「輕輕鬆鬆走信仰之路」，共有十多位同學參加。

慕道同學透過影片欣賞、遊戲、分享、角色扮演、祈禱等活動，學習如何在生活中活出天主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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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在導師吳君浩老師及吳海麒老師主持，以及新領洗教友同學協助下，活動得以順利完成。七月

十日，共三十位教友及午間慕道班同學，參加「將軍澳聖德肋撒堂朝聖之旅」。目的為加深天主教

信仰，也學會聖堂設計的象徵意義。八月十五日是聖母蒙召升天節。早上教友老師、家長及學生、

慕道班及善會同學，在小學聖堂參與感恩祭，由院長陳鴻基神父主禮。感恩祭後舉行聖母盃足球賽，

由輔祭會勇奪冠軍；而本屆善會盃冠軍隊天主教同學會(福傳組)，則屈居亞軍。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2007 年 7 月至 2007 年 8 月)活動 

2007 至 2008 年度中一迎新活動 – 慈幼大搜查 
 

日期：28–29 / 08 / 2007 

時間：7:55am – 3:30pm 

對象：中一 
 

把全級同學分為兩組，第一組在 8月 28 日進行，第二組則在 8月 29 日進行。在每日的活動中，再

將同學分為 8-10 人一小組，由高年級同學擔任領隊，前往不同的資料室搜查資料。透過這活動，

讓同學認識學校環境、本校不同組別的功能及所提供的活動，從而加強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安全

感。 

 

「齊心香港高飛」-「高飛願望」大募集頒獎禮 

日期：2007 年 7 月 15 日 

時間：3:00pm – 4:00pm 

地點：香港國際機場 
 

為宣揚香港自強不息的「獅子山下精神」，及激發同學積極進取精神，於上學年 6月，中三、中四

及中六級同學參加了「齊心香港高飛」主辦之「高飛願望」大募集活動；同學透過撰寫不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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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是次的活動中，本校 7A 徐子恩同學獲選為中學組十名優勝者之一，並於 7月 15 日出席了於香港

國際機場舉行的頒獎禮，獲政務司司長唐英年先生頒獎狀及書劵，並與其他優勝者將自己的高飛願

望寫於紙飛機上，進行飛機發放儀式。 
 

徐子恩同學的「高飛願望」是： 
 

我希望成為一位導演，有朝一日帶領香港電影飛出國際，用心打動

世界。 
祝願徐子恩同學「高飛願望」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