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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六六六六期期期期 

~ ~ ~ ~ 宗教主任的話宗教主任的話宗教主任的話宗教主任的話     ~                                       ~                                       ~                                       ~                                       梁偉才神父梁偉才神父梁偉才神父梁偉才神父     

承先啟後承先啟後承先啟後承先啟後、、、、發揮真我發揮真我發揮真我發揮真我 在 1859年 12月 18日的晚上，會祖若望鮑思高神父召集了 17位人士，其中大部份是二十出頭的青年人，他們懷著一股熱誠，在這夜作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就是決定一起組成慈幼會，願意一生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服務青年人，特別是貧苦無告的青年，以免他們陷入罪惡的環境中。 

150 年以來，慈幼會教育了無數的青年，也培養出不少的聖人及真福。其中包括青年主保聖多明我沙維豪以及真福澤菲林拿蒙古拉。到了今天，在世界各地，有一萬六千多位神父修士以及無數仰慕若望鮑思高神父的合作者、教育者繼續以會祖留給我們的預防教育法：宗教、理智、仁愛去教育青年。 今年我們學校的主題是：「博學求真勤發問 修身律己力遵行」。我們都希望所有學生都成為品學兼優的慈幼仔。為我們，所謂「品」，是指品德修養，特別是指天主教福音價值的品德，一個有品德的人才能受人尊重、一個有正確價值觀的人，才能去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一個有愛心的人，才可以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使世界充滿愛，把天主對人的愛顯示在人間。因此，學校除了重視學生的學業外，也非常關注學生的靈性及品德培養。 所謂「學」不單只指學習一般語文或科學的知識，更是指懂得分辨是非黑白，作正確的判斷。我們今年也安排了一個成長階梯：針對不同成長階段中的同學去培養及加強一個價值。各級首要培養的價值觀如下：      中一 責任感 中二 尊重他人 中三 勤奮、堅毅 中四 關愛 中五 承擔 中六及中七 感恩、欣賞 在新高中學制下，學校堅持保留宗教倫理科，藉此希望學生能學會什麼是正確的價值，在價值衝突中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並加以實行。 要培養出一個品學兼優的慈幼仔，除了需要老師的教導及家長、舊生的支持與配合外，最重要的是學生本身應持有一顆謙遜求學的態度。我們相信學生與老師並非要成為對立，因為大家都懷著同一個期望，就是所有在我們學校就讀的學生，都能夠成為品學兼優的慈幼仔，這也是若望鮑思高神父的教育理想：要培養青年成為良好公民、熱心教友(如果是天主教徒)。讓我們一起努力，每人發揮真我，盡好自己的角色，一起延續鮑聖的教育理想。年近歲晚，送牛迎虎，本人在此預祝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學業進步，天主保佑！ 

校 務 事 項校 務 事 項校 務 事 項校 務 事 項     (一) 捐血日捐血日捐血日捐血日 本校師生共 55人，於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參與紅十字會捐血運動。 (二) 學校推廣日學校推廣日學校推廣日學校推廣日 本年學校推廣日已於二○○九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六）順利完成，約有三百人到本校參觀校舍及各項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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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為慈幼中學 08-09年度畢業禮，當日下午二時許，畢業班同學已回到母校，在操場齊集、彼此熱情交談，分享各人濶別後情況。今年，本校邀請 1968年畢業生，現為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為主禮嘉賓。此外，當日出席喜賓還有寶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郭炳燊先生、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范耀鈞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賴寶山教授、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盧景笙先生、教育局湛家聲先生、舊同學會長葉建昌律師及家教會主席蕭黃彩燕女士等，正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畢業禮於下午四時開始，校監馮定華神父致歡迎辭，校長林煜泰先生校務報告，簡介學校去年學校在各方面優良表現，陳繁昌教授授憑及頒獎。陳教授在致辭中勗勉各畢業生以三個『S』為奮鬥目標：(一) Study：要努力學習，目光遠大; (二) Social network：在社會上廣闊社交網絡，拓展人際關係; (三) Sports：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肩負重要的工作; 此外，更要努力打好基礎，方可面對不斷轉變的科技世界。當頒發証書後，校方安排音樂表演，最後，畢業典禮在一曲『友誼萬歲』歌聲下，各畢業同學依依不捨中結束。 (四) 馬耀漢神父馬耀漢神父馬耀漢神父馬耀漢神父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前院長馬耀漢神父安息主懷，本校在正門設立壁佈板及吊唁冊，供同學、老師及舊同學懷念及追悼。 (五) 多元學習活動日多元學習活動日多元學習活動日多元學習活動日 本校在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五）舉行<多元學習活動日>，活動內容包括： 中一全級參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源中心 中二全級參觀香港科學館 中三級分別參觀柴灣消防局、北角警署、香港大學、龍虎山及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教育徑 中四級在學校禮堂參與其他學習經歷----藝術發展活動，由導師帶領進行分組活動 中六級分別參觀入境事務學院及消防訓練學校 (六) 舊同學回校日舊同學回校日舊同學回校日舊同學回校日 本年舊同學回校日已於二○一○年一月三十日（星期日）順利完成，約有五百位舊同學連同家眷聚首一堂，當日出席的神長包括：謝肇中神父、余富強神父、斐林豐神父、馮定華神父及劉戬雄神父等，當日活動約在下午五時結束。 (七) 本校女工陳國明女士已於二○一○年一月三十日榮休，校方已在一月廿九日家教會與教職員舉行感恩節暨新春自助餐中，向她致送紀念品，感謝她在本校服務十五年，本校已聘請曾秀群女士代替其職務。 (八) 年宵攤位年宵攤位年宵攤位年宵攤位 本校今年將於二○一○年二月九日至十三日於年宵市場開設攤位，攤位編號為 70號，屆時，本校售賣由學生設計的新年貨品，本校老師、家長及學生將會一齊推銷，歡迎家長及學生屆時踴躍購買。 

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  (一) 校際比賽校際比賽校際比賽校際比賽    校際足球比賽（第二組）乙組 亞軍 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乙組 季軍 香港欖球總會主辦全港學界非撞式欖球比賽 甲組 冠軍 (二) 本校童軍步操成績結果本校童軍步操成績結果本校童軍步操成績結果本校童軍步操成績結果    嘉爾頓露營錦標賽（區賽）季軍 20-8-2009 地域步操比賽冠軍 27-10-2009 全港步操比賽（初級組）季軍 17-1-2010 全港步操比賽（高級組）亞軍 17-1-2010 全港步操比賽（高級組）最佳司令員 17-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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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音樂雙週比賽結果音樂雙週比賽結果音樂雙週比賽結果音樂雙週比賽結果（（（（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a.a.a.a.    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 F.( F.( F.( F.5555----F.F.F.F.7777    ))))獨唱決賽獨唱決賽獨唱決賽獨唱決賽    日 期: 2009年 10月 27 日  (星期二  )   時 間: 3：45 – 4：10 p.m. 地  點: 本校大禮堂    參賽者姓名 曲                    名 名  次 5D 24 梁朗賢 裙下之臣 冠  軍 5D 40 黃旭達 大   雄 亞  軍 6B 7 張永揚 迷迭香 季  軍 6B 2 陳海政 如果我是陳奕迅 優  異 b.b.b.b.    中級組中級組中級組中級組( F.( F.( F.( F.3333----F.F.F.F.4444    ))))獨唱決賽獨唱決賽獨唱決賽獨唱決賽    日 期: 2009年 10月 27 日(星期二)    時 間:4：10 - 4：20p.m.  地 點: 本校大禮堂    參賽者姓名 曲                    名 名  次 3B 28 梁浩程 分   生 優  異 c. c. c. c. 小組合唱決賽小組合唱決賽小組合唱決賽小組合唱決賽         日 期: 2009年 10月 27 日(星期二)    時 間: 4：20 - 5：00 p.m.  地 點: 本校大禮堂 參賽者姓名 曲   名 名 次 6B   張永揚(7)    5D  梁朗賢(24) 我的驕傲 冠軍 6B   陳海政(2)    葉培聰(25) Beyond Medley 亞軍 6B   陳海政(2)    張永揚(7) Monica 女校男生 季軍 4A陳智顗(3)   4C 張俊豪(5)    吳彥璋(20) Medley 優異 比賽評判:     劉曉鳳老師   何嘉雯老師   黃紹康老師   劉雅慧老師  陳力行老師    d.d.d.d.    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 F.( F.( F.( F.5555----F.F.F.F.7777    ))))鋼琴獨奏決賽鋼琴獨奏決賽鋼琴獨奏決賽鋼琴獨奏決賽         日 期: 2009年 10月 27 日(星期二)    時 間: 5：00-5：30 p.m.  地 點: 本校大禮堂 參賽者姓名              曲                         名 樂器 名次 7A 27 譚家樹 Brahms/Theodore Kirchner:2 mvt from Ein deutches Requiem Piano 冠軍 7A 21  洪英毅 Haydn: piano sonata in Eb major Hob XVI:49 1st movement Piano 亞軍 比賽評判:     溫伯強老師      謝萃輝老師    劉碩偉老師 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年度班際合唱比賽績分總表年度班際合唱比賽績分總表年度班際合唱比賽績分總表年度班際合唱比賽績分總表 班 別 總 分 名 次 指  揮  姓  名 得  分 名  次 2A 133  吳翰林 65 最佳指揮 曾暄皓   2C 166 冠軍 張子豐   孫嘉煥   2E 141  高沛賢   李俊彥 65 最佳指揮 3E 167 冠軍 湯灝賢   黃永昌 80 最佳指揮 4C 122  陸啟恆 80 最佳指揮 4E 164 冠軍 林啟聰   7A 148  譚家樹 79 最佳指揮 7B 162 冠軍 麥浩烽   嘉賓評判: 朱慧芬老師      邀請評判: 校長林煜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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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08080808----09090909 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英文朗誦））））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姓名 班別 班號 項目 成績 名次 歐陽松培 1C 2 U62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3 鄒梓軒 3A 9 U172 中三男子散文獨誦 優良 3 陳炫熹 4E 6 U68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3 張嘉樂 1A 9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林晉朗 1A 16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羅嘉隆 1A 23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潘昌年 1A 27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譚子謙 1A 31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曾皓鋒 1A 32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曾暄皓 1A 33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尹廣橋 1A 36 U61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陳頌堯 1C 3 U62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馮潤生 1C 8 U62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郭富鏘 1C 11 U62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吳睿哲 1C 32 U62 中一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周兆榮 2A 7 U63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鄺善麒 2A 16 U63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李惟建 2A 23 U63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胡釗溢 2A 35 U63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溫浩文 2A 36 U63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容卓希 2A 41 U63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李立曦 2B 26 U64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陳嘉穎 2C 3 U64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李顯灝 2C 26 U64 中二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何嘉倫 3A 13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林啟聰 3A 19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高天駿 3A 15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黎俊彥 3A 17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吳梓銘 3A 26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姚子希 3A 42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甄浩賢 3B 38 U66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陸楠 3B 22 U65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謝燿壕 3E 13 U65 中三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李浚銘 4A 17 U67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黃子峰 4C 34 U67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馮蔭埠 4D 12 U68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蔡譽達 4D 9 U68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黃坤烽 4E 39 U68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吳志豪 4E 27 U68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陳立臻 4E 4 U67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周志焜 4E 8 U67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曾進杰 4E 36 U67 中四男子詩歌獨誦 優良  (五) 國術組國術組國術組國術組    本校兩位同學 F.3B 施耀城及 F.3C 黃煜勳，於 09 年 11月 15日，參加由"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舉辦的"響應香港響應香港響應香港響應香港 2009200920092009 東亞運東亞運東亞運東亞運動會動會動會動會    ---- 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 2009"比賽，獲得優異獎。 (六) 校際足球隊校際足球隊校際足球隊校際足球隊    校際足球隊乙組繼 10月奪得由東區少年警訊舉辦的「第十五屆李鈞洪會長紀念盃滅罪足球賽」季軍，11月又獲得由東區體育會主辦的「東區迎東亞運足球賽」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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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李鈞洪會長紀念盃滅罪足球賽」球員名單  隊長隊長隊長隊長    F.4AF.4AF.4AF.4A 林子康林子康林子康林子康        F.3A方紀文 F.3C 梁文淵 F.4A 朱穎聰 F.4A陳俊瑋 F.4D陳樂謙 F.3C陳嘉穎 F.3E陳子康 F.4A 羅澤霖 F.4D陳霆軒      「東區迎東亞運足球賽」球員名單  隊長隊長隊長隊長    F.4DF.4DF.4DF.4D 陳陳陳陳樂謙樂謙樂謙樂謙       F.4A陳俊瑋 F.2E 羅仲汝 F.3D徐錦汶 F.4A林子康 F.4A 羅澤霖 F.4A 區俊傑 F.3A 周兆榮 F.3E簡浩賢 F.4A 朱穎聰 F.4A陳俊瑋 F.4D陳霆軒 (七) 頒獎頒獎頒獎頒獎越野賽越野賽越野賽越野賽（（（（第一屆第一屆第一屆第一屆））））2009200920092009----10101010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5D 聶志健(20’18)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5B 鄭彥泓(21’51)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5A 陳浩文(20’25)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5B 王卓傑(22’02)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6A 黎永洛(21’24)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5D 陳禩衡(22’11)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5B 謝子衡(21’35)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5B 朱竣偉(22’16)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5E 許卓恩(21’39) 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    6A 陳嘉豪(22’22) 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5B (64)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5A (109)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5D (113)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3E 陳子康(19’32)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4A 區俊杰(21’56)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3C 陳嘉穎(20’28)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3E 湯灝賢(22’19)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4A 陳俊瑋(21’27)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3A 羅繼朗(22’22)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4B 黎浩傑(21’38)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4E 章嚳文(22’23) 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第五名    3A 方紀文(21’40) 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    4A 朱穎聰(22’31) 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4A (83)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3E (109)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3A (110)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E 張柏偉(12’41) 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第六名    2C 連俊謙(13’29)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2D 梁衛賢(12’48)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2A 羅智仁(13’30)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2B 陳家健(13’04)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1C 王中泓(13’34)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1D 王俊翬(13’12) 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第九名    1B 李尚志(14’17) 第第第第五名五名五名五名    1B 陳祉衡(13’27) 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    1E 吳俊鋒(14’18) 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B (139)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2A (155)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1A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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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2020201010101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 ) )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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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及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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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配合國慶 60年，同學更透過「祝福祖國」活動，寫下對祖國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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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元，所有收益將交由鮑思高基金會送贈國內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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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亞軍 3A  季軍 2A 高中組：冠軍 5D  亞軍 4B  季軍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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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潛能挑戰潛能挑戰潛能挑戰潛能    ~ ~ ~ ~ 超級星光大道超級星光大道超級星光大道超級星光大道    日期： 23 / 11 / 2008(F.1)及 24 / 11 / 2008(F.2) 對象： 中一及中二 地點： 禮堂 時間： 10：50a.m. – 11：30a.m. 目的 :  讓中一級及中二級的同學自由組隊並設計表演項目，透過擂台戰挑戰自己、挑戰別人。 中一級優勝項目 : 蕭紹廷(1A)、容顯泓(1D) – 鋼琴獨奏 中二級優勝項目 : 張子豐(2C)、何明德(2C) - 鋼琴、小提琴合奏 「挑戰潛能 ~ 超級星光大道」擂台挑戰賽日期 :  3月 29日(F.1) /  3月 30日(F.2) 有興趣參加擂台挑戰的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可於 2月 26日或之前向黃永佳老師索取報名表。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同性三分親同性三分親同性三分親同性三分親    日期：11月 17日       時間：10：50a.m. – 11：50a.m.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三 在 11月 17日中三級週會堂上，靈德育組邀請了公教婚姻輔導會的鄭姑娘，到校為同學進行性教育講座，主題為同性三分親，，，，透過講座讓同學解除對同性戀的疑惑，並透過認識同性戀和友誼的分別，幫助同學與同性建立健康的關係。 
一人一故事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    日期：12月 15日       時間：10：50a.m. –12:10p.m. 地點：禮堂 對象：中二 為配合 12月份靈德育主題 : 互敬互重，在 1２月 1５日中二級週會堂上，靈德育組特別邀請了香港展能藝術會到校為同學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員們透過與同學們的溝通及交流，將同學在校園發生的故事，以即興劇場的方式演繹出來，讓同學明白互相尊重的重要。 
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舉辦禮貌行動的目的，就是要透過不同的活動，提醒各位同學在日常生活中，把這份尊重表現出來，由自身開始做好，到全班合作，令學校充滿和諧的氣氛，讓同學在尊重別人之餘，也會受人尊重。 
禮貌課室比賽禮貌課室比賽禮貌課室比賽禮貌課室比賽    ((((中一中一中一中一、、、、中二中二中二中二))))    日期： 12 月 7 日 至 12月 18 日 本年的禮貌課室比賽將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比賽日期為 12月 7日至 12月 18日，比賽期間由科任老師在每課節後給予禮貌分數。這項比賽的目的是讓同學從自身開始做好禮貌本份，向奪取「禮貌課室」殊榮的目標進發。   獲評為禮貌課室的班別包括：1A及 2E。 
禮貌日及禮貌大使選舉禮貌日及禮貌大使選舉禮貌日及禮貌大使選舉禮貌日及禮貌大使選舉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日期： 12月 9 至 12月 11日    這項比賽的目的是為鼓勵及嘉許同學於課堂以外的時間，仍然主動向師長表現應有的禮貌及尊重。每位同學將獲發禮貌咭一張，老師可主動向有禮貌的同學給予 1枚小貼紙，並張貼於禮貌咭上。同學也可主動向老師作出有禮的行動，並有禮地向老師索取小貼紙；老師可根據同學的表現，而決定是否給予。獲取小貼紙最多的同學可成為本年的禮貌大使。 以下同學得到最多禮貌小貼紙，成為今年的禮貌大使。名單如下：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1 1D 3 張殷焯 11 2C 25 梁譯 2 1D 31 黃卓賢 12 2C 30 麥榮東 3 1D 35 胡禮賢 13 2C 40 容鵬愷 4 2C 2 歐陽松培 14 2D 37 楊晉彥 5 2C 4 陳家誠 15 2E 23 梁璟昇 6 2C 9 何明德 16 3D 36 楊浩暉 7 2C 13 郭文浩 17 4C 29 鄧懷謙 8 2C 16 林浩仁 18 5D 31 戴曉峰 9 2C 22 梁子健 19 7A 21 洪英毅 10 2C 24 梁允超 20 7A 31 王以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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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巡迴展覽優質教育基金巡迴展覽優質教育基金巡迴展覽優質教育基金巡迴展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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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匯演計劃匯演計劃匯演計劃匯演    演出日期：12月 13日(星期日) 演出時間：2:00p.m. – 3:00p.m. 演出地點：杏花新城二樓平台 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的「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計劃已於 2008 年 7 月順利完成，同學藉此計劃除了加深對戲劇中不同崗位的認識外，透過 2008年 7月在本校演出的公民小品，更可向校內同學及家長推廣公民責任的訊息。 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在本學年初，特意邀請曾參與本計劃的同學，再次於 12 月 13 日(星期日)走到社區演出「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小品。當日杜玉燕老師及鄭國建老師帶同 29 位中三及 2 位中一同學，到杏花新城二樓平台演出，藉此向本區人士介紹本計劃的成效及推廣公民訊息。 
飛躍舞台慈善卡啦飛躍舞台慈善卡啦飛躍舞台慈善卡啦飛躍舞台慈善卡啦 OKOKOKOK 大賽大賽大賽大賽 2009200920092009    日期：2009年 12月 1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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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苗圃行動籌款；藉此宣揚熱愛生命、關心他人的訊息。 初賽於 12月 11日放學後在禮堂舉行，從 45組參賽單位中選出 7組進入決賽。在決賽當日，7組進入決賽的參賽者，分別唱出自己的首本名曲，爭奪獎項。各參賽者演出過後，李志雄老師更擔任嘉賓，唱出一首「明年今日」，將飛躍舞台慈善卡啦 OK大賽的氣氛推至高峰。 結果由 F. 5D同學梁朗賢憑一首「弧單摩天輪」奪得冠軍，F. 4C 朱偉賢同學以一首「騷靈情歌」奪得亞軍，F.4B 張俊豪同學以一首「我愛你」奪得季軍。 在場外更設有捐款箱，鼓勵老師及同學在聽歌的同時也慷慨解囊。今次活動共籌得港幣１，１００元，所有收益全數交苗圃行動送贈國內學童。 
專題活動專題活動專題活動專題活動：：：：禁毒講座禁毒講座禁毒講座禁毒講座    / / / /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做個醒目自由人做個醒目自由人做個醒目自由人做個醒目自由人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日期：1月 13日        時間：10：50a.m.- 12：10p.m. 對象：中一      地點：各班課室 為回應近日香港校園濫藥事件，本校靈德育組於 1月 13日邀請了衛生署職員到校為中一同學進行禁毒工作坊，協助同學認識及處理濫藥問題。同時透過互動遊戲、角色扮演等活動，向同學講解濫藥的禍害，藉此提升同學對反吸毒的意識。 
禁毒禁毒禁毒禁毒先鋒先鋒先鋒先鋒    ----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日期：1月 18日        時間：10：50a.m.- 11：30a.m. 對象：中四      地點：禮堂 為回應近日香港校園濫藥事件，本校靈德育組於 1月 18日邀請了東區警民關係組賴警長到校為中四同學進行禁毒講座及反吸毒的展覽，協助同學從法律角度認識及處理濫藥問題，向同學講解濫藥的禍害，藉此提升同學對反吸毒的意識。當日東區區議會議員梁志剛先生也擔任嘉賓，與同學一起探討毒品的的禍害。 
時事論壇時事論壇時事論壇時事論壇    ––––    高鐵事件高鐵事件高鐵事件高鐵事件    ((((與通識科合辦與通識科合辦與通識科合辦與通識科合辦))))    日期：1月 28日             對象：全校同學 時間：12：45p.m. – 1：20p.m.          地點：禮堂 本年度(2009-10)第一次的午間時事論壇，於 1 月 28 日中午時間在禮堂舉行，以高鐵事件為題，目的除了提高同學對時事的觸覺外，也藉此訓練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是次時事論壇由中四黎俊彥同學、中四江鑑津同學、劉彥君老師及謝萃輝老師擔任主持，並邀請梁偉才神父、鄭嘉適老師、黃志堅老師、林俊年老師及陳力行老師作嘉賓，引導同學發表個人意見。參加的同學及老師約有 30人；意見最好的同學更得到書券作獎勵。結果梁宇希同學 (F.4E) 和鄭宗宇同學 (F.1E) 得獎。   



 8

為海地地震災民為海地地震災民為海地地震災民為海地地震災民籌款活動籌款活動籌款活動籌款活動    日期：2010年 1月 25日至 28日 1月 12日，海地發生黎克特制七級的大地震，首都太子港被夷為平地，不少人被活埋在瓦礫之中，當地嚴重缺乏食物、水、醫療物品、帳幕等必需品。至於慈幼會亦有三位會士在災難中喪生，當地六間會院及學校都受到嚴重的破壞。在鮑思高學校瓦礫下，相信埋著 500 名學生，我們除了以祈禱陪伴災民外，也藉籌款活動結集大家的力量，為災民籌募善款。經過 1月 25日至 28日的校內籌款活動，共籌得 HK$27,850HK$27,850HK$27,850HK$27,850。。。。慈幼會中華會省會將收集到的善款透過慈幼會在美國的 Salesian Mission Emergency Relief Team送到海地，幫助當地的緊急救援工作。在此，再一次感謝各位家長、老師、同學的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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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年度第一期(九月份)文章以《功夫熊貓》- 只要你相信 一定能成功為題，配合九月靈德育主題：「「「「勤勤勤勤勉自律勉自律勉自律勉自律」」」」，藉此提供機會鼓勵同學勤奮努力，及早為自己的學習定下目標。 第一期(九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D-35 胡禮賢、1E-12馮裕安、2A-11房敏行、2A-31曾暄皓、 3A-23 羅繼朗、3A-34 胡釗溢、4A-08張庭琛、4A-10蔡汶恩 4A-33 譚子譽、4E-02鄭湛泓 09-10年度第二期(十月份)文章以「國慶回報 4 代施政理念」為題，配合十月靈德育主題：「「「「認識祖國認識祖國認識祖國認識祖國」」」」，藉此提供機會讓同學認識及反思中國近代的發展及成就。 第二期(十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A-25蕭正源、1E-21吳灝賢、2A-11房敏行、3B-10張家朗 3B-16何宗星、3D-35楊浩暉、4D-25 潘欣健、4E-02鄭湛泓 4E-30 蕭澤旻、5D-24 梁朗賢 09-10年度第三期(十二月份)文章以「客家諺語賞析：《田螺取肚飽，毋知背囊生溜苔。》」為題，配合十二月靈德育主題：「「「「互敬互重互敬互重互敬互重互敬互重」」」」，藉此提醒同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建基於互敬互重;能夠與人相處互敬互重的人，這個人的日常生活必然是和樂幸福。 第三期(十二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E-12馮裕安、1E-21吳灝賢、2A-31曾暄皓、2C-40 容鵬愷 3A-23 羅繼朗、3A-34 胡釗溢、4D-20李宏亮、4D-28鄧俊豪 5D-24 梁朗賢、6B-01 陳焯倫  
宗教科活動宗教科活動宗教科活動宗教科活動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    日期 : 12月 8日 時間 :下午 2時 地點 : 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 於 12月 8日四位同學 -韋朗然(2B)、容卓希(3A)、葉澍陪(3B)、梁峻文(3E)，代表學校出席香港學校朗誦節-----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表現良好，均獲得優良成績。 
宗教繽紛宗教繽紛宗教繽紛宗教繽紛 Show 09Show 09Show 09Show 09----10101010 (F.1 & F.2) 日期︰21 / 1 / 2010 (F.1) 、 22/ 1 / 2009 (F.2)  時間︰10:50a.m. – 12:10p.m. 由宗教科舉辦的宗教繽紛 SHOW是希望透過宗教話劇比賽及宗教歌曲欣賞，增加同學對宗教的認識，並藉此訓練同學的協作及創造能力。中一及中二的同學以鮑思高神父生平為題材創作劇本，讓同學重溫會祖鮑思高神父的生活片段。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 1C 獲得冠軍， 1B 獲得亞軍， 1A獲得季軍。 中二級： 2A 獲得冠軍， 2C 獲得亞軍， 2B獲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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