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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年度  一月 第十八期 
~ 副校長的話 ~                                    梁炳棋副校長   

 
某日，一些同學問我：「你喜歡看金庸的武俠小說嗎？」我說：「喜歡看的。」我當時心中正盤算著

同學問我的其他問題，例如：最喜歡的一部小說、最喜歡的男女主角、最喜歡的情節及角色等。但

是，意料之外的，他們問我的是「那一種武功最勁？」話題一開始，他們便雄辯滔滔，為自己所心

儀的武功解說，一場「慈幼論劍」就此展開，甚麼玄門正宗、劍走偏鋒；最令我讚歎的，是各有論

據特色，使我走入一個目不暇給的武俠世界。最後，他們認為最厲害的，是下列的各種武功：降龍

十八掌、獨孤九劍、葵花寶典、九陰真經和吸星大法。 
 
在這裡，我不想覆述同學們對上述各種武學的觀點和評價，或描述這些武功獨特之處；我問同學的，

是學習的態度。當時，同學們回答我，金庸沒有描述男主角們是用甚麼信念來學習的！我說：「多

想想，便會更有趣味，便能領會更多呢。」同學們是否有興趣抒發自己的見解呢？ 
 
降龍十八掌，剛大威猛，無堅不摧。主角郭靖用了三個月光景，才能學會第一招，其後，不用數年

時間，便能學會十八掌。這門學問，看似簡單，但如沒有深厚的基礎，是不能夠深切體會和掌握的。

正如洪七公所說，儍小子若非有踏實的傳真派內功為基礎，那有這麽快學會呢！郭靖誠懇的學習態

度，循序漸進，不求多，但求專，這種學習精神，正是某些學生需要正視的。 
 
獨孤九劍，以無招勝有招，盡破天下各種武功。令狐沖只用數日時間，便能心領神會。其後，以其

靈活多變的劍招，戰勝各大門派。同學們可能認為，以最短的時間學會最有用的東西便是最有效率

的。這裡我沒有反對。但是，同學們忽略靈活多變的背後基礎，必須有各種學問的支持。令狐沖首

先學習的是劍式的總綱，也就是學問的重點；其後學的，是各種武學的招數，也就是各種學問的體

驗。經過實踐，才能深切體會；最後將各種學問串連，融匯貫通，才能「以無勝有」，立於不敗之

地。 
 
葵花寶典，陰柔詭異，以快制慢，東方不敗所以不敗，便是這種邪門武功令人難以捉摸。同學們感

興趣的，可能是這種武功陰損之處，吸引了大部份讀者。欲練神功，揮刀自宮，最爭議的是哪有一

種武功，未傷人先傷己呢？但是，同學可否想到，強如神教教主，也會自殘練功呢？正如林平之所

說，那種魔力是你不能抗拒的；你要學會這門武功，便要犧牲。我要同學想的正是這點。尋求學問，

付出若干代價是毋庸置疑的；更重要的是，你是否有決心地付出。求學固然毋須自殘身體，但期間

遇到的困難和挫折，我認為沒有義無反顧的勇氣和魄力，只能望門輕嘆，或是半途而廢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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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陰真經，內外武功俱備，為天下武林高手爭奪的武功「天書」。作者黃裳窮畢生精力，筆錄各派

武功精髓，分析各種武學長短，自成一家之言。這位典型學者，學武的最初目標只為報仇，但其學

習心態及方式卻值得表揚的！他不懂武功，卻能苦心鑽研；他筆錄撮要各門武學，卻能條理分明，

剖析各家利弊。所以，求學是沒有捷徑的，沒有刻苦的心，便不能博覽群書；沒有筆錄學問重點，

那能取長捨短，尋求學問的真諦呢？ 
 
吸星大法，能夠吸取別人的內力為己用，是任我行的獨門武功。它獨特之處，是任何內力均能竊取。

同學們可能幻想，若能將吸星大法用於求學，那麼不用苦學、勤學、做筆記或任何代價，只需和學

者、發明家握握手，便能吸取他們所有的知識，這不是最理想嗎？可是，查良鏞先生教導我們，知

識是沒有不勞而獲的。小說裡描述這門武功的缺點－吸取別人的內力後，若不能將體內各種內力融

合，便會互相攻擊，令自己受到損傷。求學只求強記，囫圇吞棗，缺乏思考分析；那末，得來的知

識，便會隨着時間流逝，也許它會留下少許片段，作為你的一個美好回憶呢！ 
 

校務事項 
 

(一)  人事安排： 
 ( A ) 本校以優質教育基金聘請教學助理李光德先生在校推行戲劇教學活動。     
 ( B ) 舊生容康喬先生，他現正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攻讀，他於 07 年 11 月 5 日至 23 日和 

  08 年 2 月 11 日至 4 月 18 日來校實習，任教 F.2C 和 F.4D 兩班數學科。 

( C ) 本校資訊科技助理技術員黃子康先生因私人理由，於 1 月 21 日離職。 
 

(二) 紅十字會捐血日： 
      本校於二零零八年一月十日 (星期四) 舉行捐血日，參加捐血的師生人數共有 67 人。本校

感謝各位教職員及同學踴躍參加是次有意義活動。 
 

(三) 獲得獎助學金名單： 
(A)  2007 – 2008 年度〈尤德爵士紀念基金高中學生獎〉： 

i. Secondary 5 --- 郭栢淇同學 ( F5D ) 

ii.Secondary 6 --- 劉學勤同學 ( F6A ) 
 

 (B)  2007 – 2008 年度〈祁良神父教育基金〉： 

 藍天賜同學 ( F5E ) 
 

(C) 2006 – 2007 年度〈獅球教育基金全港學界「最佳進步獎」〉： 

i.  陳永康同學 ( F2B ) ii. 尤宏達同學 ( F3C ) 

iii.李俊賢同學 ( F4B ) iv. 張栢韜同學 ( F4D ) 

V.  張國文同學 ( F6B ) 
 

(四) 舊同學卓越成就消息： 
(A) 胡流源博士 

1960 年畢業同學胡流源博士獲美國華盛頓大學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嘉許，並

推薦加入登上 2007 年度機械工程名人榜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all of Fame )。此

獎項是為嘉許胡博士在整形外科學及生物機械學上的傑出貢獻。校方已致函胡博士祝

賀並送贈五十五週年紀念冊一本。 
(B) 施維景先生 

2005 年中七畢業施景維同學獲香港理工大學頒授 2006 / 07 年度高級文憑優異生。 
施景維同學於理工大學設計學院修讀產品設計科技高級文憑課程 ( Higher Diploma in 
Product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School of De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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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07 – 2008 年度音樂比賽成績： 

本校於二零零七年度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舉行校內音樂比賽活動，現將結果羅列如下： 

 
(A) 中級組 ( F3 – F4 ) 獨唱決賽：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冠軍 楊炯榮 F4C 

亞軍 張永揚 F4D 

優異 陳海政 F4E 

優異 章子逸 F4E 

 

(B) 初級組 ( F3 – F4 ) 獨唱決賽：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優異 梁浩程 F1E 

 

(C) 小組合唱決賽：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冠軍 

陳海政 

F4E 

甘子嶢 

蘇亮諭 

章子逸 

亞軍 
梁朗賢 F3A 

張永揚 F4D 

 
(D) 中級組鋼琴獨奏決賽：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優異 蘇   明 F4E 

 
(E) 初級組小提琴獨奏決賽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優異 姚子希 F2A 

 
(F) 班際合唱比賽冠軍： 

F1B F2E F3B F4D F6B 

 
 

 

 
 

校外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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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參加由香港教育學院舉辦之第二屆「善言巧論：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組) 得

獎名單： 

  

初賽獎項 參賽者姓名 參實項目 

小組優異獎 洪英毅 會考小組討論項目 

小組優異獎 張康祺 會考小組討論項目 

小組季軍 吳俊龍 預科即席演講項目 

小組季軍 徐小恩 預科即席演講項目 

 

決賽獎項 參賽者姓名 參實項目 

卓越論手獎 張康祺 會考小組討論項目 (決賽) 

 

(二) 本校中文學會與友校〈聖貞德中學〉中文學會合辦「聯校硬筆書法比賽」，決 賽已於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十九日在聖貞德中學舉行。兩校從初賽中各選出十名學生參賽。 

 決賽當日，本校同學戳力以赴，最终獲得優異成績： 

 
 初級組：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冠軍 陳俊彥 F3A 

亞軍 鄭子為 F3C 

 
 高級組：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冠軍 吳子杰 F6A 

季軍 陳焯倫 F4E 

 

(三) 本校參加了〈校際朗誦節普通話詩詞獨誦〉比賽，有 8 位同學得到良好表現，另外，還 有

 2 位同學得到優良表現。現將得獎名單及獎項羅列如下： 

所得獎項 參賽者姓名 班別 項目 

優良 吳志豪 F3A 普通話詩詞獨誦 
良好 容卓希 F1A 普通話詩詞獨誦 
良好 伍尚武 F1A 普通話詩詞獨誦 
良好 黃煜勳 F1D 普通話詩詞獨誦 
良好 梁家輝 F1E 普通話詩詞獨誦 
良好 李駿雲 F2C 普通話詩詞獨誦 
良好 張俊豪 F2C 普通話詩詞獨誦 
良好 楊竣傑 F3A 普通話詩詞獨誦 

 

 

(四) 本校參加了〈第五十九屆香港校際朗誦節中文朗誦〉比賽，現將得獎名單及獎項羅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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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獎項 參賽者姓名 班別 項目 

季軍 吳曉峰 F1C 粵語詩詞獨誦 
良好獎狀 何培鑫 F1C 粵語詩詞獨誦 
優良獎狀 倪澤輝 F2B 粵語散文獨誦 
優良獎狀 吳翰洋 F2B 粵語散文獨誦 
優良獎狀 梁思惟 F4A 粵語散文獨誦 

 

(五) 本校參加了〈第五十九屆香港校際朗誦節英文朗誦〉比賽，現將得獎名單及獎項羅列如下： 

所得成績 名次 參賽者姓名 班別 項目 

優良 2 盧帥軒 3A U172 中三男子散文獨誦 

優良 2 陳炫熹 3A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良 2 鍾俊銘 3B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良 3 鄒梓軒 2A U171 中二男子散文獨誦 

優良 3 陳立臻 3B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本校足球組 
 

(一) 本校校際足球隊乙組獲得〈港、九區第二組〉亞軍。 

 
(二) 本校校際籃球隊獲得〈港、九區中學男子第三組〉冠軍。 

 

資訊科技組 

IT So Easy──網頁製作興趣班 

內容： 為提高學生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以及讓他們善用假期學習，資訊科技組於聖誕假期中舉

辦了網頁製作興趣班，詳情如下。 

日期： 2007 年 12 月 27, 28, 29 及 31 日(共四日)  

時間： 上午九時半至十一時半 

導師： 關華燦先生及葉鈞頌同學 

地點： 414 電腦室 

 

全方位學習組 --- 社區面面觀實地考察 
 

為配合專題研習，本校安排全級中一學生於1月12日到港九各區分別進行實地考察，搜集資料，目

的是協助他們研究是次研習題目──香港今昔的內容。而是次活動更會於家長日當日進行專題研習

博覽會，展出同學們的研習成果，敬請密切留意。 

 
 

宗教活動 
 

( 1) 十一月是煉靈月。本校天主教同學會、輔祭會及進教之佑善會前往跑馬地天主教墳場為亡者祈

禱。當日約有八十位善會同學、導師及神長出席。透過歌詠、分享及誦唸玫瑰經等活動為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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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 2 ) 十二月七日本校慶祝無原罪聖母瞻禮，也是會祖聖鮑思高神父正式開始他青年事業的第一天。

本年瞻禮主題是「以禮相待：尊重每位與我們相遇的人」。當日早上教友、善會及慕道班同學

偕同公教老師及家長於八時半到達禮堂參與感恩祭，由慈幼會中華會省副會長馮定華神父主

禮。感恩祭中有八位同學經過一年的午間慕道班後，被收錄為慕道者，正式學習天主教教理。

其他老師及同學則於九時到達大操場參與聖經誦禱，並邀得舊生蔡子宗校長作嘉賓分享。之後

同學們一邊享受瞻禮小食，一邊參與餘興節目，包括電影欣賞、象棋比賽、電子遊戲、卡拉

OK 等。在操場也舉辦多場籃球及足球比賽，當中更邀得香港傑志足球隊蒞臨本校，在本校師

生前示範球技；並與本校甲組足球隊進行友誼賽。 
 
( 3 ) 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善會舉行聖誕聯歡晚會。當日約有六十位善會同學及導師參與。透過祈

禱、分享、參與聖誕子時感恩祭等活動，活動約於十二月廿五日凌晨一時半結束。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2007 年 9 月至 2007 年 12 月)活動 

國慶月活動：全港學界慶祝國慶文藝匯演 
 

日期： 4 / 10 / 2007 地點：灣仔依利沙伯體育館  

10 月 4 日下午，中三甲班的同學代表本校參加教育局主辦之「迎奧運 賀國慶 2007」- 全港學界慶

祝國慶文藝匯演活動。全港學界慶祝國慶文藝匯演展開了本年本港慶祝國慶活動的序幕，當日本校

的同學除了聯同其他十多間學校的同學一同見證了是次的開幕儀式外，更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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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月活動：龍情午間派對 
 

日期：10 月 10 日及 11 日 時間：12：25p.m. - 1：20p.m. 

地點：禮堂 

藉攤位遊戲、武術、雜技表演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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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參加暑期上海、蘇杭考察團的同學更將在考察團中的所見所

聞，透過展板及攤位遊戲的形式，向其他同學介紹。更透過義賣他們從上海、蘇杭搜購回來的紀念

品，為廣西學童籌款，讓同學向國內的學童表示關懷。 

今年的午間派對義賣籌款活動，共籌得港幣 1400 元，所有收益將用作購買文具捐贈廣西學童。而

「回歸十年賀國慶」大抽獎的得獎同學包括：温啓晞(1A)、伍尚武(1A)、陳邦皓(1D)、梁俊文(1D)、

吳家亮(2A)、蕭昶成(2B)、梁慶然(3A)、鄭俊東(3C)、李柱廷(4B)及蘇寳峰(6B)，各獲得書券 50

元。 

 

 

 

 

 

 

國慶月活動：主題分享 --- 北京之旅 
 

日期：10 月 14 日及 10 月 15 日       時間：10：50a.m. – 11：30a.m. 

地點：禮堂                         對象：中五、中六及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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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七級何凱麒同學及黃建邦同學於去年分別代表學校參加了由國民教育中心及教育局主辦的國情

教育課程，前往北京進行交流及考察，藉此認識祖國的最新發展。 

為配合認識祖國的主題，何凱麒同學及黃建邦同學更於 10 月 14 日及 10 月 15 日的週會堂中，向中

五、中六及中七同學分享他們在北京的所見所聞。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 
 

在九月份的週會堂中，各班同學按四個不同的範疇：好學、健體、助人及承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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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同學的記憶及印象。頒獎禮已於 10 月 23 日的

早會中進行。 

得獎班別包括：初中組：冠軍 3D          高級組：冠軍   6B 

                  亞軍 2C                  亞軍   4C 

                  季軍 2A                  季軍   4D 

 
專題講座 --- 校園欺凌 
 

日期：10 月 23 日及 10 月 30 日        時間：10：50a.m. – 11：30p.m. 

地點：禮堂 對象：中一及中二 

東區警民關係組謝警長於 2007 年 10 月 23 日及 10 月 30 日親臨本校為中一及中二同學講解欺凌的

定義，並透過播放真實個案的片段，使同學對欺凌的定義及其後果有更深入的認識及了解。 

 
專題講座 --- 色情文化 
 

日期：10 月 31 日 時間：10：50a.m. – 11：45p.m. 

地點：禮堂 對象：中二 

在 10 月 31 日中二級週會堂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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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色情文化；透過講座及互動的活動，讓同學認識色情文化對社會及青少年帶來的衝擊。 

 
專題講座 --- 忽然性騷擾 
 

日期：11 月 30 日 時間：10：50a.m. – 12：05p.m. 

對象：中三 地點：各班課室 

在 11 月 30 日中三級週會堂上，靈德育組邀請了衛生署的人員到校並進入各班課室，為同學進行性

教育講座，主題為性騷擾；透過講座及分組活動，讓同學認識性騷擾的定義及對青少年帶來的影響。 

 

 

 

 

 

 

午間時事論壇 --- 選舉全接觸 
 

日期：2007 年 11 月 30 日(星期五) 

時間：1：00p.m. - 1：25p.m. 

地點：禮堂 

對象：全校同學 



 8

本年度(2007-08)首次的午間時事論壇，已於 11 月 23 日中午時間在禮堂舉行，是次的主題更配合

12 月 2 日的港島區立法會補選，目的是提高同學對時事的觸覺及批判性思考的能力。中六級的 

徐韋堯同學(6A)擔任主持，以港島區立法會補選為題，引導同學發表個人意見。參加的同學約有 50

人，各同學的表現相當積極；意見最好的同學更得到書券作獎勵。結果譚昇恆同學(F. 2C)和 

官建男同學(F. 2D)得獎。 

 

專題活動 --- 廉政互動劇場「阿旺筆記」 
 

日期：12 月 20 日(星期四) 

時間：10：50a.m. – 12：10p.m. 

地點：禮堂 

對象：中三 

為培養同學正面的價值觀及誠實正直的品格，本校於12月20日的中三級週會堂中，為同學安排了一

個互動劇場 –「阿旺筆記」。「阿旺筆記」互動劇場是由廉政公署、青年事務委員會及公民教育

委員會合辦，並由香港話劇團製作。目的是透過生動活潑的互動話劇，向青少年傳遞正面的價值觀，

並讓他們認識反貪法例和貪污的禍害。 

 

飛躍舞台慈善卡啦 OK 大賽 2007 --- 與卡啦 OK 組及英文學會合辦 
 

日期：2007 年 12 月 19 日(星期三) 

時間：12：30p.m.- 1：25p.m. 

地點：三樓禮堂 

對象：全校同學 

「飛躍舞台慈善卡啦 OK 大賽」除了希望透過卡啦 OK 比賽，讓同學發揮歌唱的潛能，建立自信外，

更期望藉慈善籌款活動，為廣西學童籌款；藉此宣揚熱愛生命、關心他人的訊息。本年更與英文學

會合作，鼓勵同學以英文歌曲參賽，藉此提高同學對學習英文的興趣。 

初賽於 12 月 14 日放學後在 409 室舉行，從 50 組參賽單位中選出 8 組進入決賽。在決賽當日，8

組進入決賽的參賽者，分別唱出自己的首本名曲，爭奪獎項。結果由 F. 7B 馮楚堯及李廷熙同學憑

一首「我的驕傲」奪得冠軍，F. 5A 劉展偉同學奪得亞軍，季軍是 F. 5C 孔紹晞同學。 

在場外更設有捐款箱，鼓勵同學在聽歌的同時也慷慨解囊，為廣西的學童籌款。今次活動共籌得港

幣八百二十元，所有收益均用作購買文具，再由參加廣西考察團的同學，於三月直接帶往廣西送贈

當地學童。 
 

 

 

 

 

 

 

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 
 

靈德育組於本學年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金撥款，資助本校在中一級推出一個以學生為本的德育及公

民教育活動名為「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路」(計劃編號：2006/0300)，希望藉互動戲劇元素，協助

同學養成正確的公民價值觀、態度、信念、能力和行為習慣。本計劃將透過不同的工作坊，讓同學

認識在戲劇創作上有關編、導、演、舞台技術等知識，並透過七月初的習作演出將全年的學習成果

公諸同好；向校內的其他同學演繹屬於自己的公民教育戲劇小品，也藉此承擔起公民大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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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校內的同學推廣公民意識。 

「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路」計劃已完成的活動有： 

1. 舞台演繹 1-2-3 

日期：11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10：50a.m. – 12：10p.m. 

地點：各班課室 

各班選定不同的公民教育課題，透過「一個定格形象」、「兩個思路追蹤」、「三個焦點人

物」的戲劇教學策略和習式，讓同學藉「身歷其境」的經驗，激發理解及情感，從而建

立正確的價值觀。 

2. 演員工作坊(初階) 

日期：12 月 1 日(星期六) 時間：8：45a.m. – 12：45p.m. 

地點：室內球場 

為引發同學對戲劇及本計劃的興趣，本校邀請到專業劇場導師 – 人仔叔叔到校帶領同

學進行互動劇場遊戲，藉此提高同學的溝通協作、創意思維、解決困難等的共通能力。 

活動預告：「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路」- 演員工作坊(進階)將於 2月 23 日(星期六)上午九時

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在禮堂及室內球場舉行。所有中一級同學均須出席。 

 

親子閱讀自由講 
 

與閱讀推廣組合辦，每月派發不同主題文章給學生，並邀請家長與子女一同閱讀及投稿，彼此分享。 

1. 07-08 年度第一期(九月份)文章以「不容自己半桶水」為題，配合九月靈德育主題：「勤勉自律」，

藉此提醒同學要堅持自己的理想及目標，不要輕言放棄。第一期(九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王曉輝(1B/34)、楊浩暉(1C/40)、李子韜(1D/19)、葉紀賢(1D/37)、吳穎豪(1E/27)、 

鄭湛泓(2A/02)、張振宗(2A/03)、張彥暉(2B/07)、王遵睿(5D/35)、鄺浩丰(7B/25) 

2. 07-08 年度第二期(十月份)文章以「衣鉢 – 中國出土文物展覽觀後感」為題，配合十月靈德育

主題：「認識祖國」，藉此提醒同學身為中國人必須認識中國的歷史，才能肩負起振興中華的使命。 

第二期(十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譚頌霖(1A/31)、何季興(1C/15)、吳穎豪(1E/27)、鄭湛泓(2A/2)、蕭澤旻(2A/29)、 

陳炫熹(3A/7)、區浩麟(3E/33)、陳焯倫(4E/1)、柳啓堅(4E/18)、何鈺基(5D/16) 

3. 07-08 年度第三期(十二月份)文章以「禮貌」為題，配合十二月靈德育主題：「以禮相待」，藉此

提醒同學禮貌是人際之間不可缺少的要素。第三期(十二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羅繼朗(1B/27)、徐子傑(1D/30)、戴浚希(2A/32)、許嘉銘(2B/9)、姚韋列(2C/41)、 

方啓德(3A/13)、李柱廷(4B/17)、陳焯倫(4E/1)、柳啓堅(4E/18)、何鈺基(5D/16) 

                                                                    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