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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第二十期第二十期第二十期第二十期 

~ ~ ~ ~ 課外活動主任的話課外活動主任的話課外活動主任的話課外活動主任的話 ~                                   ~                                   ~                                   ~                                  陳偉良老師陳偉良老師陳偉良老師陳偉良老師            
「「「「多元學習活動月多元學習活動月多元學習活動月多元學習活動月」」」」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教育局將在二零零九年推行 334 學制，中學轉制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及大學四年制。課程改革的精神是甚麼？貫徹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目標，課程改革的大前提是以「學生為本」的精神，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及幫助每個學生達致全面及具個性的發展。本校為對上述的改革作更好的準備，是以在今年的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三日期間，推行了「多元學習活動月」，旨在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     本校遵循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教導，秉承基督精神，在福音光照下，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培養學生於靈、德、智、體、群、美六育上的均衡發展。而且致力提供一個適當的環境，讓學生在喜樂中學習，使他們發揮個人潛能，各展所長，貢獻社會。並致力與家庭合作，培育學生擁有一個完滿的人格。此外，亦致力與所屬社區保持緊密聯繫與合作，以培育學生的愛心，關懷別人，關心社會。除了課外活動外，學校亦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活動給與同學參加，如：靈德育組的活動、學科活動、專題研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學生會的活動等，十分多元化，使同學在緊張的學習氣氛下，得到舒展身心的機會，而且可培養他們多元智能的發展；同時，亦建立融洽愉快的校園氣氛，培養歸屬感。  零九年新高中課程，目標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而「其他學習經歷」是在新高中課程下三個組成部分的其中重要一環，以補足新高中的考試科目和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建基於基礎教育中(小一至中三)的五種基要學習經歷，學校會在正規課時之內和之外，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機會。新課程亦要求不少於百分之十五的學習時間放於「其他學習經歷」，當中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  在新高中學制下，每個學生要為自己建立一份概覽，以記錄及反思他們在高中階段全面的學習經歷。「學生學習概覽」的目的是為中學畢業生提供補充資料，以便更清晰地就全人發展反映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和專長。學校可以校本模式設計學生學習概覽，內容可簡述校內的成績、「其他學習經歷」、其他方面的表現／獎項及校外活動、及學生自述以闡述學生在各方面的學習生活及在高中期間或以前的個人發展（如個人目標的設定）。建立學習概覽的目的，是在香港中學文憑所匯報的學業成績（包括職業導向教育課程的評核結果）以外，提供補充資料，讓人可以更全面和立體地認識每位中學畢業生的能力和獨特之處。  為準備新高中課程的「其他學習經歷」部分，以此時段作試點，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機會，當中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從而製訂一個更完善的計劃。  總而言之，每個人在稟賦、性向、體質、特性、能力，以至智能組合等各方面都會有與生俱來的個別差異，再加上社會、家庭、文化這類後天因素的影響，就構成他們在學習興趣、風格和能力等各有不同；而基礎教育和新高中學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讓每一名學生在德、智、體、群、美方面都有均衡而全面發展的機會，盡展潛能，為將來升學、就業或踏入社會作好準備；但既然學生在學習上有差異，我們要達到上述教育目的，就必須做到學習機會多元化。而推行「多元學習活動月」的多元化課程，正好讓學生在學業以外表現自己，達到「各盡所能，發揮所長」的目標，順利銜接三三四新學制的全人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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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     
(一)  四川大地震籌款事宜四川大地震籌款事宜四川大地震籌款事宜四川大地震籌款事宜：：：：    本校師生為四川大地震籌款，共籌得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元四角，全數已交香港明愛，由他們負責安排賑濟災民事宜。  
(二) 奧運火炬傳送事宜奧運火炬傳送事宜奧運火炬傳送事宜奧運火炬傳送事宜：：：：          本校中六級甲班學生，為響應奧運聖火蒞臨香港，發起「火炬」環校跑。在四月三十日中午，有二十多名同學開始「火炬傳送」。他們手持「塑膠火炬」，由大操場聖母岩出發，環校舍傳達「火炬」，最後一棒是交予校監陳鴻基神父。陳神父藉此向同學訓勉：勿把奧運政治化，運動乃超越軍事及政治，以「更高、更強及更快」來裝備自己，來建設美好的將來。  
(三) 維修工程事宜維修工程事宜維修工程事宜維修工程事宜：：：： 

 於暑期中，本校三樓新校舍將更換電線及更換照明系統，而室內球場將會重鋪場地，更換射
 燈和電風扇。  
(四) 晚會活動晚會活動晚會活動晚會活動：：：： 本校五月九日晚上為中三升中四學生及家長安排家長晚會，介紹升中四選科情況，當晚約有接近二百位家長出席。      
校外優異成績校外優異成績校外優異成績校外優異成績：：：：     
聯校科學展覽聯校科學展覽聯校科學展覽聯校科學展覽：：：： 第四十一屆聯校科學展覽現已展開，在二月至三月期間所舉行的計劃書設計比賽中，我校代表中六甲班薛秋隼同學、劉學勤同學、曾毓傑同學及黃偉暘同學所設計的計劃書，在全港三十七間參賽學校中，獲得了計劃書設計比賽季軍，成績令人鼓舞。 為了配合奧運，今年的科展以「運動」為主題，我校代表以一枝集高科技與創意的標槍—Gungnir 參展，藉此理論可有效提升運動員擲標槍技巧。本校作品將於今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並與其餘二十四間參賽學校再一決雌雄。我們誠意邀請各位到場為我校代表打氣，並投下你們寶貴的一票。      
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一) 復活節活動復活節活動復活節活動復活節活動：：：：    今年復活節，本校有七位同學加入天主教，他們是聶君達 (F.3A)、文韋熹 (F.3C)、蕭天佑 (F.3C)、勞子聰 (F.3D)、程柏軒 (F.3E)、羅智罡 (F.3E) 及鄧灝泓 (F.2B)。 禮儀於當晚八時在禮堂舉行，由院長陳鴻基神父主禮。另外，在二月中旬是一年一度的宗教週，今年的主題是「維護生命 --- 天主聖言是我們生命的明燈」。活動包括：宗教物品售賣、配戴十字架日、派發福傳物品、電影欣賞、專題講座、貧富午餐等。其中貧富午餐在扣除開支後，所有收入捐贈予慈幼會在國內服務的貧苦青年。四旬期，教會強調教友要悔改更新、克己守齋及履行愛德事工。本校為各級教友同學安排週年退省。此外，教友老師及牧民助理也參與了慈幼大家庭聯校公教老師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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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聖母月活動聖母月活動聖母月活動聖母月活動：：：：    

 五月是聖母月，每日午間有誦唸玫瑰經，五月十七日舉行聖母月晚會，約有七十多位同學及導 師參與。透過祈禱、歌詠及分享，加強同學對聖母媽媽的孝愛，每位同學都獲得「聖母回音」； 之後有自助餐及康樂活動。五月二十三日是本校慶祝進教之佑聖母瞻禮。當日早上全體師生到 達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參與感恩祭，由聖十字架堂助理主任司鐸林勝文神父主禮，當日也 頒發了多項宗教活動的獎項。  本年度善會於五月二十八日結束，約有二百位同學及導師參與。今年善會盃足球冠軍由天主教 同學會 (福傳組) 衛冕，而籃球冠軍是鮑思高善會。當日也有近二十位同學成功考獲慈青獎 章，以表揚他們整個學年裏在時常喜樂、努力求學、熱心侍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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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會於在八月十五日的聖母升天瞻禮感恩祭中 頒發獎章。   
靈靈靈靈、、、、德及公民教育組德及公民教育組德及公民教育組德及公民教育組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1111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6666月月月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 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三階段三階段三階段三階段))))：：：：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日期： 1 月 3 日 至 1 月 30 日  活動一：禮貌大使選舉   在 1月 22日的班主任時間，每班由同學及老師選出了一位禮貌大使，作為禮貌學生  的模範，以及在各場合代表學校以禮招待嘉賓及客人。   獲選 07 – 08年度禮貌大使的同學包括：   1A 譚頌霖、1B 劉震聲、1C 姚敏聰、1D 何宗星、1E 吳穎豪、2A 卓嘉耀、2B 陳永康、   2C 蔡文浩、2D 游青瑋、2E 林梓健、3A 方啟德、3B 鍾浚銘、3C 鄭子為、3D 李祟熙、   3E 廖顥瑋、4A 鄧瑋樂、4B 李柱庭、4C 林智朗、4D 黃傑廣、4E 蘇明、6A 徐韋堯、   6B 程偉豪  活動二：禮貌課室比賽    本年的禮貌課室比賽分為三個陌階段，第二階段比賽日期為 1月 7日至 1月 25日，    比賽期間由科任老師在每課節後給予禮貌分數。這項比賽讓同學從自身開始做好禮    貌本份，向全班奪取「禮貌課室」殊榮的目標進發。    獲評為第二階段禮貌課室的班別包括：1C、2A、3A、4A及 6A    以上班別已於早會由校監陳神父頒贈獎品及獎狀作鼓勵。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        日期：5月 2日王 5月 30日  活動一：創作比賽    禮貌就是把尊重別人的內在美透過言行表達出來，而透過各項創作比賽，同學可以    利用文字及將這種內在的美德自由表達。第三階段的禮貌行動配合中、英文科課程，    而舉行了各級的中、英文徵文比賽。    禮貌行動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中文組冠軍：3A 方啟德；中文組亞軍：2E 楊嘉希；中文組季軍：3A 陳堅達    英文組冠軍：4D 謝安蓀；英文組亞軍：4C 顏浩強：英文組季軍：4E 李瀚文  活動二：禮貌課室比賽    本年的禮貌課室比賽分為三個階段，第三階段比賽日期為 5月 5日至 5月 30日，    比賽期間由科任老師在每課節後給予禮貌分數。這項比賽讓同學從自身開始做好禮    貌本份，各全班奪取「禮貌課室」殊榮的目標進發。    獲評為第三階段禮貌課室的班別包括：1E、2A、3B、4D及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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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園清潔運動校園清潔運動校園清潔運動校園清潔運動 ( ( (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2 月 至 6月) 的校園清潔運動已完成，課室清潔比賽的得獎班別如下：  初中組：冠軍：3C、亞軍：2C、季軍：3A  高中組：冠軍：4A、亞軍：4B、季軍：4E  
(三) 真心真意真心真意真心真意真心真意 (  (  (  ( 感恩角感恩角感恩角感恩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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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展板，於 4月 26日家長日擺放在各課室門外，供各班家長觀賞，感受各同學的心意。 

 

(四)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    與眾同藝與眾同藝與眾同藝與眾同藝：：：：        日期：4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10:50a.m. – 11:30a.m.  地點：禮堂 對象：中二級學生  本校靈德育組於本年參加了由香港展能藝術會舉辦的「與眾同藝 07/08」公眾教育計劃，藉此 讓同學認識不同的殘疾人士在藝術方面的成就。展能藝術會於 2008年 4月 18 日更安排了  陳 冬梅小姐到校作分享講座及繪畫示範。  陳東梅小姐自幼患上痙攣，說話困難，發音不清，雙手抖顫，不能執筆，其左腳比較穩定易受 控制，故依靠左腳來工作和繪畫。她的作品曾於不同地方展出，並於二零零四年獲得傑出殘疾 人士獎。她在分享會中除了即場示範以腳繪畫外，更鼓勵同學們不要怕辛苦！     
(五)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    欺凌行為欺凌行為欺凌行為欺凌行為：：：：    

    日期：4月 21日(星期一) 時間：10：50a.m. – 11：30a.m.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三級學生  為配合四月份靈德育主題 --- 熱愛生命、關心他人，靈德育組特別邀請了東區警民關係組謝 警長於 2008年 4月 21日親臨本校，為中三級同學講解欺凌行為的定義，並透過播放真實個案 的片段，與同學一起探討欺凌的定義及其後果，藉此提高同學對欺凌事件的關注。  
(六)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    網絡操守網絡操守網絡操守網絡操守：：：：     日期：4月 30日 時間：10：50a.m. – 11：30a.m.   地點：禮堂 對象：中四級學生  互聯網是青少年最主要的資訊流通渠道，為加強學生的網絡道德意識，靈德育經特別邀請代表 資訊科技界的單仲偕議員辦事處，安排了互聯網協會主席莫乃光先生於 2008年 4月 430日到 校為中四級同學講解網絡操守的問題，莫先生以他在資訊科技界的豐富經驗，為同學闡釋使用 互聯網時應有的操守，更指出常見的網絡陷阱和講解安全使用互聯網的方法。  
(七)    我做得到之班際壁報設計比賽我做得到之班際壁報設計比賽我做得到之班際壁報設計比賽我做得到之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日期：4月 7日至 4 月 25日     為配合五月份靈德育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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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一及中二組優勝班別：   冠軍：2A；冠軍：2C；季軍：1B  2. 中三、中四及中六組優勝班別：   冠軍：3D；亞季；3E；季軍：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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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08 2008 2008 2008 北京奧運會香港區火炬接力北京奧運會香港區火炬接力北京奧運會香港區火炬接力北京奧運會香港區火炬接力    ------------    大型社區慶祝活動大型社區慶祝活動大型社區慶祝活動大型社區慶祝活動：：：：    

 日期：5月 2日 時間：10：00a.m. – 3：30p.m.  地點：沙田馬場   本校靈德育組於 2008年 5月 2日 (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率領 52位同學代表前往沙田馬場， 參加由民政總署主辦的「2008北京奧運會香港區火炬接力 --- 大型社區慶祝活動」，為運送 聖火的火炬手打氣，現場見證以馬代步傳遞聖火，更有機會親手接觸火炬，親身經歷奧運聖火 在香港傳遞的歷史時刻。  
(九)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飛躍舞台飛躍舞台飛躍舞台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自選工作坊自選工作坊自選工作坊自選工作坊    日期：5月 3日 (星期六) 時間：9：30a.m. – 12：45p.m.  地點：室內球場 / 禮堂 / 不同課室     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的中一級「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計劃自選工作坊，於 2008 年 5月 3日 (星期六) 上午在本校舉行。專業劇場導師 --- 人仔叔叔及其他戲劇導師，再次 到校為同學舉辦不同的工作坊，包括：演技工作坊、佈景及道具製作工作坊、服裝設計工作坊、 劇本創作工作坊及執行舞台監督工作坊，藉此讓同學加深對戲劇中不同崗位的認識。  活動預告：「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戲劇匯演   中一級「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計劃所創作之公民教育戲劇小品，將於七月  在校內演出兩場。    第一場 (預演) 日期：7月 10日 (星期四) 時間：10:00 am – 12:00 noon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三及中四 

第二場 (戲劇比賽及家長專場) 日期：7月 10日 (星期四) 時間：1:30 pm – 3:30 pm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一及中二 歡迎各位家長蒞臨觀賞，支持及鼓勵我們的中一同學。         
(十)    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    ------------    一個五星級的家一個五星級的家一個五星級的家一個五星級的家：：：：     日期：5月 30日 時間：7：00p.m. – 9：30p.m.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一至中四  為了給同學一個向父母表達愛意的機會，本校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將為中一至中四級同學及其 家長舉辦一個名為「頌親恩晚會」的活動。是次活動主要由中一至中四級同學負責，內容包括 學生的才藝表演、話劇、朗誦、舞蹈、歌唱等，藉此與父母一起快樂地慶祝父親節及母親節， 感謝父母多年的養育之恩及栽培。本年的「頌親恩晚會」更以「一個五星級的家」為主題，讓 同學反思「一個五星級的家」的意義 --- 樂於溝通、相處融洽、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互相 扶持及不離不棄等，當晚亦接近二百位家長出席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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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親子閱讀自由講親子閱讀自由講親子閱讀自由講親子閱讀自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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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年度第六期(四月份)文章以「熱愛生命的故事」為題，配合三、四月靈德育主題：「熱  愛生命  關心他人」，藉此鼓勵同學們要珍惜生命。  第六期(四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羅繼朗(1B/27)、楊浩暉(1C/40)、葉澍陪(1E/09)、吳穎豪(1E/27)、徐志洋(1E/32)、  甄展濠(1E/38)、陳柏森(3A/06)、陳炫熹(3A/07)、梁昊翹(3A/20)、陳焯倫(4E/01)   07-08年度第七期(五月份)文章以「沒翅膀天使」為題，配合五月靈德育主題：「我做得到」，  藉此鼓勵同學們要有面對逆境的毅力及勇氣。   第七期(五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梁浩彥(1B/23)、郭仲謙(1C/19)、葉紀賢(1D/37)、區展望(1E/01)、劉偉樑(1E/15)、   卓嘉耀(2A/07)、黎璟譽(2B/14)、張浩銘(2E/07)、李崇熙(3D/17)、韓林(4A/12)  
全方位學全方位學全方位學全方位學習組習組習組習組        
(一)     廣西農村考察之旅廣西農村考察之旅廣西農村考察之旅廣西農村考察之旅：：：：    

        一連五天的廣西農村考察之旅已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順利完成，本校一行 45 人到廣西 

  首府南寧體驗及分享很多當地生活情況。 
 

  第一天，我們延遲了三小時才抵達廣西南寧機場。抵達後，參觀廣西民族大學附屬中學。 
 

  第二天，到了廣西民族大學附屬中學聽講座，講座的內容都是介紹廣西少數民族的歷史、 

  服飾和飲食習慣。之後，到了廣西民族大學附屬小學教他們英文、畫畫及與他們玩遊戲。  
 

  第三天，參觀亞洲最大的藥用植物園，及後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遊覽。 

 

  第四天，探訪農村中學，然後，便到農家作探訪。午飯過後，參觀依嶺岩。 
 

  第五天，到了廣西書城遊逛，購買心儀的書籍。午餐後，乘飛機返香港，結束五天旅程。  
(二)  廣西學生回訪廣西學生回訪廣西學生回訪廣西學生回訪：：：：         由於是次活動是雙向交流，廣西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師生合共 20 人於 5 月 11 日至 5 月 15 日
  到香港進行為期 5天的考察。 
 

  五月十一日，程永健老師與 4名中四的學生到深圳迎接他們的到訪，然後與他們參觀香港 

  中文大學及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月十三日，他們一大清早到本校進行整天的交流活動。我們帶領附中師生參觀本校校舍，
  並與參加考察團的學生享用茶點及交談，隨後他們分班與本校學生一同上課。接著是由本 

  校銀樂隊、合唱團、弦樂組、Band Club 等進行表演項目，而附中學生亦向本校學生表演朗
  誦及跳舞。表演完畢後，本校代表與他們一起到酒樓用膳，並到星光大道觀光，最後更於 

  灣仔碼頭一同話別，而整個考察活動就此結束。 
 

  在此感激所有師生對於是次考察團的支持。下學年，我們將會帶同學到內蒙古進行考察， 

  期待你們的積極參與！                                                                     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