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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一期 

~ ~ ~ ~ 校監的話校監的話校監的話校監的話    ~                                            ~                                            ~                                            ~                                            馮定華神父馮定華神父馮定華神父馮定華神父        
不斷學習的人生不斷學習的人生不斷學習的人生不斷學習的人生    近期思考著一條問題：「人為何會感到苦悶？」最近本人以校監身份，進入慈幼學校，與會士兄弟、師生及家長，度過未來數年的時光。我知道，未來數年幸福與否，完全取決於我今日的生活態度。  北京奥運精采之處，不單在於各項運動比賽，盡展人類美態及潛能，令人感到觸目的，要算是開幕及閉幕典禮所呈現的中國文化氣質，以及團隊合作所流露的優美；每位成功運動員背後温情洋溢的奮鬥故事，固然點綴著這幅北京奥運美麗的圖畫，然而最教人感動的，相信是傷殘奥運的每項比賽，因為在每位運動員身上，我們看到「殘而不廢」的事實！  北京奥運終於曲終人散。回望心靈，原來剩下來的，不是多項被打破的紀錄，而是台前幕後眾多人員，激勵人心、奮發上進、關愛親人的感人故事，因為他們的經歷，除了在心內產生共鳴外，更使我的生命，多添了一分前行的勇氣。  這個半月來我過得很充實！人怎樣才不會感到苦悶？只有每日對自己及周遭的人地事有新發現，你就不會感到苦悶；相反，保證天天精采。願與你共勉，一起度過未來幸福的時光！  

 

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    
 (一) 人事調動人事調動人事調動人事調動：：：： 退休員工：李杞源老師(提早退休)及實驗室李相俠先生 科組新主任：嚴志恒老師 ( 中文科科主任 )  劉彥君老師 ( 生活教育科科主任 )  陳鳳玲老師 ( 普通話科科主任 )  陳燕君老師 ( 企業會計財務科科主任 )  關振球老師 ( 學校環境發展及安全主任 ) 離職教師及員工： 朱少芬老師、麥振威老師、葉文昊老師、郭雲影老師、   陳志偉老師、魏遠山老師、張美儀老師、林建輝老師及   林天恩書記      



 2

新入職老師及員工: 高蕙芹老師 ( 1C 班主任，任教會計、經公及生活教育科 )    何嘉雯老師 ( 4D 班主任，任教化學、英文及綜合科學科 )    廖國明老師 ( 1B 班主任，任教英文及綜合科學科 )    劉曉鳳老師 ( 4E 班主任，任教中文及生活教育科 )    黃紹康老師 ( 1E 班主任，任教數學、綜合科學及生活教育科 )    吳嘉麗老師 ( 1A 班主任，任教中文、中史及普通話科 )    方瑞鴻老師 ( 1D 班主任，任教數學、電腦及生活教育科 )    蘇鴻德老師 ( 1E 班主任，任教體育、數學及生活教育科 )    方逸康先生 ( 教學助理，任教英文科 )    王建勇先生 ( 實驗室技術員 )                    高潔明小姐 ( 校務處職員 )  (二) 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 今年，本校共籌得一萬二千九佰八十四元三角，籌得最多善款的班級為 5E班，共有八佰八十一元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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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 (星期五)，本校老師及學生共 387人接種流感疫苗。  (四) 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    經本校諮詢各有關主任及老師後，決定推薦下列同學申請競逐兩項獎助學金： i. 祁良神父助學金 ( 港幣一千五百元正 )  5A  梁思惟同學 ii. 尤德爵士獎學金 ( 港幣一千元正 )  6A  冼世輝同學  5D  謝安蓀同學  (五) 水運會成績水運會成績水運會成績水運會成績：：：：    2008-2009年度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第四十三屆水運會已於十月十七日，假小西灣柴灣泳池舉行。今年，本校很榮幸，能邀請 1978年畢業同學徐偉雄警司為頒獎嘉賓。他現為香港警務處水警北區分區指揮官。當日成績如下：  個人全場個人全場個人全場個人全場    甲組 乙組 丙組 5D 聶志浩  冠軍 1E  梁璟昇  冠軍 1E  孫子健  冠軍 5C 李欣樺  亞軍 2C  郭雋樂  亞軍 2C  朱晉廷  亞軍 5B 姜梓傑  季軍 4E  許卓恩  季軍 2B  周鍵峰  季軍 2D  羅匡正  季軍 
 班際比賽班際比賽班際比賽班際比賽    甲組 乙組 丙組 5B  冠軍 4E  冠軍 2C  冠軍 7A  亞軍 4D  亞軍 1E  亞軍 5D  季軍 3A  季軍 1A  季軍  全場總冠軍全場總冠軍全場總冠軍全場總冠軍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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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陸運會成績陸運會成績陸運會成績陸運會成績：：：：    2008-09 年度第五十五屆陸運會決賽已於十月廿三日(星期四)假灣仔運動場舉行。今年，本校很榮幸能邀請本校前校長，現任澳門粵華中學校長李益僑神父為頒獎嘉賓。當日成績如下：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名次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 米 7B  史駿寧 5C 陳民健 6A  梁浩輝 110 米欄 5B  黃利隆 4B  鄒開業 3E 卓偉雄 200 米 7B  史駿寧 7A  王旭昇 5E  陳海政 400 米 5C  陳嘉豪 6A  冼世輝 5B 蔡偉洛 800 米 5E  蘇亮諭 5C  黃津榮 5C 關肇賢 1500 米 5E  蘇亮諭 5C  黎嘉駿 7A  區瑋麟 跳遠 5A  文英傑 7A  王旭昇 6B  陸澔霆 三級跳 5D  鄭子賢 7B  王志謀 6B  陳學禮  跳高 5C  陳嘉豪 7B  王志謀 6A  陳紹昌  鐵餅 4A  李仁傑 5B  盧聖鋒 7A  吳進業 鉛球 4A  李仁傑 7B  劉宇軒 6B  陸澔霆 標槍 5A  李子朗 5A  王永安 5C  呂孝楊 4x100 米接力 5E 5A 5C 4x400 米接力 5C 5E 5D 20x200 米接力 5A 5D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名次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 米 4E  李瑋杰 3E  羅弢 4D  聶志健 100 米欄 4E  許卓恩 3E  梁仲邦 3E  李文睿 200 米 4A  陳浩文 4E  李瑋杰 4C  霍昱丰 400 米 4D  陳浩文 3C  甄穎豪 4C  王佳欣 800 米 4D 陳禩衡 4D  譚偉傑 4E  吳璟霖 1500 米 4D  聶志健 4B  謝子衡 4D  李潤成 跳遠 4D  聶志健 4E  李瑋杰 4A  陳浩文 三級跳 4C  霍昱丰 4B  王卓傑 4B  唐嘉銘 跳高 4D  梁慶然 2E  鄭駿傑 3E  李文睿 鐵餅 3C  黃浩賢 3C  黃明佳 2E  湯灝賢 鉛球 3C  黃明佳 4C  黃永鏗 3C  何柏麟 標槍 3C  黃浩賢 4C  陸朗霆 3B  崔敏滔 4x100 米接力 4C 3C 3E 4x400 米接力 4D 3C 4E 20x200 米接力 4D 4E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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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名次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 米 2C  譚頌霖 1B  黃嘉榮 2B  姚敏聰 100 米欄 2E  陳航 2B  伍兆江 2E  簡浩賢 200 米 1B  黃嘉榮 1E  黃庭禮 2A  梁韋曦 400 米 2A  李惟健 2A  羅繼朗 2C  李顯灝 800 米 2A  羅繼朗 2C  陳嘉穎 2B  李立曦 1500 米 2B  周鍵峰  2C  陳嘉穎 2B  李立曦 跳遠 2E  陳航 2D  何培鑫 2B  伍兆江 跳高 2E  陳航 2C  陳嘉穎  鐵餅 1C  吳睿哲 1C  張梓祐 1B  朱柏燊 鉛球 1B  吳仁寧 2B  張家朗 1D  張珈瑋 4x100 米接力 2E 2B 2C 4x400 米接力 2E 2A 2B 20x200 米接力 2E 2C 2A 公開組公開組公開組公開組                名次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3000 米 5E  黎永洛 2E  陳子康 6A  冼世輝 400 米欄 5B  黃利隆 4B  鄒開業 6B  鍾並奇 個人全場個人全場個人全場個人全場     甲組 乙組 丙組 冠軍 5E 蘇亮諭   4A  陳浩文 4D  聶志健 2E 陳 航 亞軍 7A 王旭昇    2C 陳嘉穎  季軍 5B 黃利隆 7B 史駿寧 4E  李瑋杰 2B 伍兆江 班際比賽班際比賽班際比賽班際比賽     甲組 乙組 丙組 冠軍 5C 4D 2E 亞軍 7B 4C 2B 全場總成績全場總成績全場總成績全場總成績    冠軍 2E 亞軍 5C 季軍 2B 中一級啦啦隊比賽：冠軍  1A 
校外獲獎校外獲獎校外獲獎校外獲獎 (一) 07070707––––00008888 年度第四十一屆聯校科展年度第四十一屆聯校科展年度第四十一屆聯校科展年度第四十一屆聯校科展    本校於暑假期內參加第四十一屆聯校科展，共獲四個獎項，分別為最佳攤位設計亞軍、最受歡迎參展學校亞軍、計劃書設計比賽季軍及最佳示範員冠軍 (F7A 林志傑同學)。今年獲得上述殊榮，有賴張展濤老師及陳志偉老師協助，並得到各位同學臨場打氣支持，才有今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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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術組國術組國術組國術組    i. 10 / 08 / 2008 本組參加[迎奧運--中華文化薈萃龍獅比賽耀屯門]活動中取得感謝狀。 ii. 5A 班學生張漢峰在全港公開武術錦標賽傳統觀摩獎中取得〈一等獎〉及於全港傳統外家拳武術錦標賽中取得洪家拳金牌。  (三) 校校校校園電視台園電視台園電視台園電視台    本校校園電視台的五位同學，他們分別為唐志偉同學 (導演、編劇) 、葉鈞頌同學 (助理編劇、拍攝、剪輯、演員)、容卓希同學 (拍攝、演員)、廖浩言同學 (演員)及梁韋曦同學 (演員)。 他們於本年七至八月期間，參加了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主辦的「論私隱 你有份」國際短片創作比賽，片名為『有心之失，怎可「隱」？』經過同學的努力，參賽短片在四十四份參賽作品中獲取港澳區冠軍的佳績。隨後影片被送到澳洲作進一步評選，結果在四個國家，包括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和香港，共七個地區的參賽作品中，我們的同學更獲得這國際賽的冠軍。  (四) 舊同學卓越成就消息舊同學卓越成就消息舊同學卓越成就消息舊同學卓越成就消息：：：：     本校 86 年中七畢業生梁世聰，半年前眼見豬肉價格高企的報道，有感而發寫了一 首以豬為題材的詩 "What the Pig Mama Says"，反思人類為了滿足慾望而扼殺其他動物生命，主題雖然嚴肅，但詩作創意十足，自創一套「豬語言」和「豬文法」，更在英國 Edwin Morgan國際詩詞創作比賽(5/9/08)中，擊敗來自世界各地的逾千參賽者，奪得季軍。對於今次獲獎，他直言十分意外，尤其得知 5 名得獎者中，其餘 4 人都是英國人，只有他一個非英國人獲獎。在蘇格蘭的詩詞創作比賽獲獎的梁世聰，參賽作品主要描寫一隻豬媽媽，親眼目睹子女一隻一隻被人捉去屠宰的情况。他說，自己參賽前看了很多參考書，最後決定以食物為主題，於是便創作了這首詩，豬其實也有牠們的社群，他希望從動物被人食的角度出發，反映生命的價值。他說，希望藉着這次獲獎，鼓勵更多港人可繼續做出有創意的作品，為港增光。今年首次舉辦的 Edwin Morgan 國際詩詞創作比賽，是以蘇格蘭首位民族詩人Edwin Morgan 命名，比賽由格拉斯哥詩社 Vital Synz 主辦，並由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及愛丁堡國際書節協辦。  (五)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本校今年 7 月 5 日及 8 月 24 日參加『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中三學生黃嘉威同學獲中三組獎，而負責訓練的楊家漢老師亦獲獎，他們將於 2008 年 11 月 15 日到灣仔摩利臣山院校禮堂領獎。  
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上學年七月十七至十八日，午間慕道團進行暑期天主教信仰生活營，地點是在本校及慈幼靈修中心。生活營主題是「回應天主召叫，積極活出信仰」。在導師吳海麒先生及多位慈青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幹事統籌下，有約廿位慕道同學透過兩日一夜的活動如遊戲、歌詠、電影欣賞、祈禱、角色扮演、分享等，加深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積極活出信仰。 八月十五日是聖母蒙召升天節。當天早上有近百位教友、老師、家長、學生、慕道班及善會同學，在小學聖堂參與感恩祭；由宗教教育主任梁偉才神父主禮。感恩祭後舉行 2008聖母盃足球賽。經過一番激戰，最後由本年度善會盃衛冕冠軍慈青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勇奪聖母盃冠軍。 八月廿四日晚上，近四十位慈青善會同學（包括福傳組及輔祭會），以及午間慕道團同學，在導師梁偉才神父及吳海麒先生帶領下，到香港理工大學欣賞由天主教聖安多尼堂青年會主演的「心‧深語」福傳音樂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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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靈靈靈、、、、德及公德及公德及公德及公民教育組民教育組民教育組民教育組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8888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 2008200820082008 至至至至 2009200920092009 年度中一迎新活動年度中一迎新活動年度中一迎新活動年度中一迎新活動    ––––    開學祈禱禮開學祈禱禮開學祈禱禮開學祈禱禮：：：：    

    日期：25/ 8 / 2008      時間：8：30 a.m.–10：00a.m.      對象：中一      地點：禮堂     2008至 2009年度中一迎新活動由開學祈禱開始。在開學祈禱中，除了向同學介紹學校歷史外，劉彥君老師及章子逸同學(5E)也領導同學合唱校歌及本年主題曲 – 種籽。宗教教育主任梁偉才神父帶領祈禱，並祝福在場的每一位中一級同學。  
(二) 2008200820082008 至至至至 2009200920092009 年度中一迎新活動年度中一迎新活動年度中一迎新活動年度中一迎新活動    ––––    慈幼大搜查慈幼大搜查慈幼大搜查慈幼大搜查：：：：    

    日期： 26-27 / 8 / 2008   時間：8：00 a.m. – 3：30p.m.   對象：中一 把全級同學分為兩組，第一組在 8月 26日進行，第二組則在 8月 27日進行。在每日的活動 中，再將同學再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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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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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班別包括： 初中組：冠軍 2A；亞軍 1B；季軍 1D及 3C     高中組： 冠軍 5B；亞軍 4B；季軍 4A  
(四) 國慶月活動國慶月活動國慶月活動國慶月活動：：：：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    

    日期：10月 14日及 15日     時間：12：25p.m. - 1：20p.m.     地點：禮堂 藉攤位遊戲、武術、試食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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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更透過義賣活動，為鮑思高基金會籌款。在今年的龍情午間派對義賣籌款活動中，共籌得港幣 1500 元，所有收益將交由鮑思高基金會送贈國內的學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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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通識教育科及中文科合辦，每月將派發不同主題的文章給學生，並提供配合通識反思的題目，邀請家長與子女一同閱讀、投稿及彼此分享，藉此建立「多閱讀、多思考、多交流、多分享」的通識文化，一起為新高中通識教育作準備。 08-09 年度第一期(九月份)文章以「太空奇兵 — 威 E」的啟示為題，配合九月靈德育主題：「勤勉自律」，藉此提供機會讓同學反思自己對環境的權利和責任。  第一期(九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曾暄皓(1A-33)、朱樂仁(1D-11)、張浩鋒(1E-5)、方紀文(2A-9)、吳穎豪(2A-26)、  陳偉洛(2C-5)、呂晉榮(2C-30)、成家俊(2D-28)、梁承希(3A-21)、梁嘉峻(3D-16)。  
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        今年 11月，全方位學習組聯同中文科將會帶領全級中六同學到雲南昆明、大理進行為期六天的考察活動，除了到當地考察具中國文化特色及歷史文物古蹟外，同學們亦將到當地中學進行觀課、聯誼、交流等活動，另外亦會到小學進行書簿贈送、英文教學等社區服務，目的是希望同學們能夠從多角度體認現當代中國在歷史、文化、人文生活等各方面的發展路向。                                                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