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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第第第第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二期二期二期二期 

~~~~    話別慈幼話別慈幼話別慈幼話別慈幼    ~~~~                                                                                                    陳如順陳如順陳如順陳如順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校董校董校董校董    

1979 年 7 月 1 日得朱獎祥老師介紹，前來慈幼學校面試教師一職。貼切的說，應該是見面，

因為在短短的二十分鐘與校監謝肇中神父及校長劉戩雄神父的談話中，我感覺沒有拘束，並無感覺

考核成分。最後謝神父說：「我們很放心，你比心機在慈幼教啦！」就是這一句對我信任的說話，

我便在慈幼開心地教了三十多年。 

甚麼令我開心呢？答案是同事與學生。 

先談及同事間相處，我們十分融洽。當我是教師團體的新丁時，得到前輩黃順發及黃勤輝等老

師的指導，很安心地工作，亦得到同輩的學兄如鍾兆堅及朱獎祥老師等的提點，明白到教學之道，

要以學生為本，為學生付出是必須的。另外由於我喜歡教化學，於是向校長何國漳神父提出，他亦

順應我的要求，把 1982 年會考化學科兩班給我任教，我也不負所託，成績尚算不俗。在我教學生

涯的最後十年，從我兩位經驗豐富的班主任拍檔明白教好學生的重要性，教人比教書更困難但更重

要。尚有不少前輩、同輩及後輩，對我都有正面的影響，恕不能逐一鳴謝。總括而言，同事相處之

道，在乎和睦。當你在一間學校教上五年，你會繼續教下去，直到退休。在一個你「終生」的工作

團隊內，能與同事和睦相處，是很快樂的。 

至於學生方面，在我前二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可說享受教育「精英」的學生。當時我校孕育了

不少醫生、工程師、大學教授、政府高官、會計師等專業人才。在最近的十多年，畢業生中精英分

子雖然略少了，但公開考試的合格率卻飆升，可說是教育「平民化」了。無論是「精英」或「平民」

教育年代，學生表現的濃厚歸屬感都是一致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少學生當到達高年班或畢業後，

心智漸成熟，他們感覺到老師對他們的付出而流露出感恩之情，令人欣慰。 

最後一提是我帶領的乒乓球隊，在我繁忙的教學工作中提供了很好的潤滑劑。難忘的賽績與球員甚

多，其中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慈幼七虎」是高峰期，難得的是他們都不是波牛，他們畢業後都能接

受大學或大專教育，其中陳宇航同學更學成回校服務，現在和我一同帶領乒乓球隊。但願慈師生保

持優良傳統，校譽日隆。 

 

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     

((((一一一一)))) 大學來鴻大學來鴻大學來鴻大學來鴻    

1. 殷愷琪（2009/7A）正就讀香港科技大學，獲大學頒發學院優異生榮譽，以表揚他在學業上的成

就。 

2. 本校 07 年畢業同學戴智傑（5B）在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修讀工商管理副學士課程成績優異，獲頒

2009-2010年度學生大使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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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校務校務校務校務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下學年開學禮在九月一日(星期四)舉行，全體學生應穿著整齊校服於該日上午七時五十五分前

返抵學校。 

2. 學校提供訂購各種練習簿、校徽、運動衫及校方指定之毛衣等物品，時間及地點如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售賣地點售賣地點售賣地點售賣地點 

7/7、8/7 及 

21/8 

9:00 am.－12:00 nn. 及 2:00－4:00 pm. 一樓食堂 

10:00 am.－1:00 pm. 一樓食堂 學生物品售賣部 

3. 訂購課本方面，學生可自行到書局購買。 

4. 下學年註冊： 

(一) F.1升 F.2、F.2升 F.3 學生於散學禮當日，於留位名單上簽名以示註冊；F.3升 F.4、F.4升

F.5，F.5 升 F.6及 F.6升 F.7 學生於八月八日及九日交堂費，並於留位名單上簽名以示註冊。 

(二) 本校將於七月十四日散學禮日公佈 F.3升 F.4 同學編班結果。 

(三) 中四、中五、中六及中七學生交 2011-2012 年度堂費程序另函通知。 

(四) 如下學年退學者，應盡早於散學禮日或以前呈交退學信到校務處，闡明退學理由，以呈報

教育局。 

5. 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為升學就業輔導組老師及學生輔導組老師當值日期，學生如有任何升學就

業問題或個人問題，可逕到升學就業輔導室尋求協助。 

6. 八月十五日（星期一）是慶祝聖母升天瞻禮，邀請所有教友、慕道班、善會同學及其他有興趣

參加同學於早上九時正回校（小學聖堂）參加感恩祭，及後將舉行聖母盃足球賽。有意參賽者

可向梁神父查詢。 

7. 在暑假期間，學生如有任何困難或疑問，可回校尋求協助，或於辦公時間致電：2884 3581 校

務處預約老師或輔導老師及社工等。 

8. 在試後活動期間，除參加球賽學生可穿便服外，所有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參加活動；參

加球賽學生進校時必須出示學生證。 

9. 鑒於近日猩紅熱病毒肆虐，請家長關注貴子弟個人衛生，常清潔洗手，以免受病毒侵襲，影響

健康。若貴子弟有感染猩紅熱病，請立即接受診治，請患者勿回校上課，直至患者康復為止；

亦請家長通知學校(28843581)，好使本校能即時作出防禦措施。 

10. 為預防流感擴散，任何學生從受影響地區回港七天內，應佩戴外科口罩作預防措施，他們若出

現發燒或類似流感徵狀，應盡快到公立診所或醫院就醫。學生如出現發燒及呼吸道感染病徵

時，應致電學校告假，直至徵狀消失最少四十八小時後始回校上課或參與校內活動。 

11. 暑假期內學生回校補課時，應保持儀容整潔，必須穿著校服。回校時必須帶備《學生證》，並

向傳達室員工出示及登記姓名、進校及離校之時間紀錄；八月十八日後，學生回校參與所有活

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12. 九月一日為開學禮，中七、中六、中五及中四級學生，將於當日上午進行拍攝學生相，請上述

同學帶備校呔及穿整齊夏季校服拍攝，頭髮須合乎學校標準（參閱學生手冊），否則，學生不

准拍攝。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將於九月二日進行拍攝，相片費用每人十七元正，稍後會向學生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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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 獎校外獲 獎校外獲 獎校外獲 獎     

（（（（一一一一））））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主辦繪畫比賽「我心目中的耶穌」，4B湯灝賢作品『Lion of Judah』 

獲大會評選為「學生組」的「季軍」。 

（（（（二二二二））））香港設計中心及海洋公園合辦香港設計中心及海洋公園合辦香港設計中心及海洋公園合辦香港設計中心及海洋公園合辦「「「「給魚一個家給魚一個家給魚一個家給魚一個家」」」」學生設計比賽學生設計比賽學生設計比賽學生設計比賽    

4B湯灝賢（網上最高票數大獎） 

4B吳浚銘（網上最高票數大獎）（入選最後 15 名） 

4B徐志洋（網上最高票數大獎）（入選最後 15 名） 

4A 梁文淵（網上最高票數大獎）（入選最後 15 名） 

（（（（三三三三））））校際足球隊乙組奪取香港學界足球比賽校際足球隊乙組奪取香港學界足球比賽校際足球隊乙組奪取香港學界足球比賽校際足球隊乙組奪取香港學界足球比賽((((港島及九龍港島及九龍港島及九龍港島及九龍))))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乙組名單： 

F.1D 張柏偉 、F.3A 高智昶 陳泓熹 、F.3B 林希鴻 、F.3C 劉兆康  

F.3D 王駿樂 、F.4A 梁文淵 、F.4B 簡浩賢 鄺煒軒 梁家輝  

F.4C 徐錦汶 、F.4D 陳嘉穎(隊長) 劉煒樑 何培鑫  

F.4E 方紀文 周兆榮 葉淇楓 

（（（（四四四四））））第十七屆李鈞洪會長紀念盃滅罪第十七屆李鈞洪會長紀念盃滅罪第十七屆李鈞洪會長紀念盃滅罪第十七屆李鈞洪會長紀念盃滅罪足球賽足球賽足球賽足球賽    

日期：21 / 5 / 2011 

  本校足球隊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決賽中，以一球擊敗對手，獲取由東區少年警訊舉辦的「第十七

屆李鈞洪會長紀念盃滅罪足球賽」冠軍。經過五月七日的初賽，分別以 6:0和 2:1擊退李潤田中學、

聖貞德中學，晉身五月二十一日於鰂魚涌公園人造草場舉行的決賽，對手為張祝珊中學。經過三十

分鐘激戰後，最後本校以一比零擊敗對手。球隊能順利掄元，有賴隊友之間的互相支持和鼓勵，表

現出團結一致的慈幼仔精神，確實令人鼓舞。  

隊員 ：5A林子康、5A朱穎聰、5D陳樂謙、4A 梁文淵、4B 陳子康、 

4D陳嘉穎、4E方紀文、4E 周兆榮、2D 林浚、1E 張柏偉  

（（（（五五五五））））通識科通識科通識科通識科    

我校同學陳永康(5A)、葉鈞頌(5A)、黎俊彥(5E)及容卓希(4E)，日前參加由中大政治與行政

學系所主辦的「第二屆政策研究青年峰會」，我校從二十多隊比賽隊伍中脫穎而出，並在總決賽中

榮獲季軍季軍季軍季軍。此外，我校容卓希同學亦取得台下發問獎台下發問獎台下發問獎台下發問獎。 

「政策研究青年峰會」透過一連串的工作坊、研討會和制定政策比賽，來提高本港中學生對

議政的興趣。我隊今年以「「「「從鄉郊發展看香港的土地規劃政策從鄉郊發展看香港的土地規劃政策從鄉郊發展看香港的土地規劃政策從鄉郊發展看香港的土地規劃政策」」」」為題，檢視了本港現行的鄉郊土地

政策，並提出改善建議。透過這次比賽，我們希望同學能對探討政治議題產生興趣，同時能運用通

識科所學到的知識及技巧，反思現今香港的時事議題。 

（（（（六六六六））））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慈幼會聖召辦公室，於 2011 年 5月 7 日(星期六)舉行慈幼聖召日，並慶祝聖多明我沙維豪瞻

禮，在慈幼修院舉辦聯校足球賽，結果由慈幼慈青善會聯隊勇奪冠軍，名單如下： 

F1D21梁子華、F4A06 陳兆才、F4A19郭仲謙、F4E35王楚熙、F5A04陳俊瑋 

F5A09蔡汶恩、F5A25林子康、F5A31譚子譽、F5C15 梁仲邦、F5D20李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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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 內內內內 獲 獎獲 獎獲 獎獲 獎  

（（（（一一一一））））第五十六屆陸運會成績公佈第五十六屆陸運會成績公佈第五十六屆陸運會成績公佈第五十六屆陸運會成績公佈    

甲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5D 羅弢 5D 甄穎豪 5A 戴浚希 

110米欄 5C 梁仲邦 6A 梁慶然 4C 卓偉雄 

400米欄 6A 鍾浚銘 5A 劉諾謙 5A 戴浚希 

200米 5D 羅弢 5E 譚子雋 4B湯灝賢 

400米 5D 甄穎豪 5A 陳俊瑋 6A吳璟霖 

800米 5E 章嚳文 5E 符啟賢 4B 陳子康 

1500米 5E 章嚳文 3E 梁璟昇 6A 蔡譽達 

跳遠 5D 羅弢 5A 蔡汶恩 5E 章嚳文 

跳高 4B 鄭駿傑 

1.73M    **破大會紀錄** 

6A 梁慶然 5C 鄭焯倫 

三級跳 4B 鄭駿傑 5A 陳俊瑋 5A劉諾謙 

標槍 6A 梁慶然 5D 黃浩賢 5A 朱曉朗 

鐵餅 4B湯灝賢 5A鄺允軒 6A鄧子健 

鉛球 5C 鍾諾行 6A 楊竣仁 5B 陳俊源 

4x100米接力 5D 5A 5E 

4x400米接力 5E 6A 5A 

20x200米接力 5A 6A  

個人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5D 羅弢 4B 鄭駿傑 5E 章嚳文 

班際獎項 

 冠軍 亞軍  

 5A 6A  

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1D 張柏偉 4D 譚頌霖 4E 何仲賢 

100米欄 4E 伍兆江 1D 張柏偉 4A 梁文淵 

200米 4A 陳航 4D 譚頌霖 3B尹廣橋 

400米 4E 羅繼朗 4A 周鍵峰 3A 陳泓熹 

800米 4D 陳嘉穎 4E 羅繼朗 3E 梁衛賢 

1500米 4D 陳嘉穎 4A 周鍵峰 3E 梁衛賢 

跳遠 4E 伍兆江 4D 何培鑫 4A 陳航 

跳高 4A 陳航 4A 梁文淵 3C 李沛銘 

三級跳 4E 何仲賢 4D 何培鑫 4E 伍兆江 

標槍 4A 梁文淵 4B 林家全 4C 葉泓智 

鐵餅 2E 吳睿哲 3B 杜恆峰 4D 張智皓 

鉛球 4D 張智皓 3D楊明雄 4E陳嘉杰 

4x100米接力 4E 4B 3A 

4x400米接力 4B 

4’03’’30 

**破大會紀錄** 

4E 

4’10’’84 

**破大會紀錄** 

4D 

20x200米接力 4B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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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4A 陳航、4E 伍兆江 4A 梁文淵 / 

班際獎項 

 冠軍 亞軍  

 4B 4A  

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100米 2D 林浚 2E 張兆恒 2A黃濼 

100米欄 2E 張兆恆 1C 李弦鏘 1E 伍謙鳴 

200米 1D 郭梓賢 2D梁梓聰 2B 關沛聰 

400米 2D 林浚 2A 陳祉衡 1B倪嘉誠 

800米 2C 王中泓 2A 陳祉衡 2C馮裕安 

1500米 2C 王中泓 2A 羅銳聰 2A 黃濼 

跳遠 2B盧煒軒 2E 李卓祺 2C邱子欽 

跳高 2D 施子軒 1C 羅浩延 1A 吳海洋 

鐵餅 1D 黃俊庭 2B 楊竣皓 2D 顧家渠 

鉛球 2D 顧家渠 1B 鄒偉強 1D 鄭海亮 

4x100米接力 1D 2E 2A 

4x400米接力 1D 2A 2E 

20x200米接力 2E 2A 2B 

個人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2E 張兆恆 2B盧煒軒、2C 王中泓、2D 林浚 / 

班際獎項 

 冠軍 亞軍  

 2A 1D  

全場總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4B 5A、6A /  
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     

 

今年復活節，本校共有十一位同學領洗，加入天主教。他們是：張天灝、鄧灝洋、黃卓賢(F.2A)、

曾俊諺、嚴俊鵬(F.2B)、胡禮賢(F.2C)、柯坤成(F.2D)、陳祺峰(F.2E)、葉文俊(F.3B)、容卓希(F.4E)

及官建男(F.5D)。四月廿三日晚，候洗者懷著期待及欣喜的心情回校預備。禮儀於當晚八時正在禮

堂舉行，由陳日君樞機主禮。 

五月是聖母月。慈青善會在五月廿一日舉行聖母月晚會，約有五十位同學及導師參與。透過祈

禱、歌詠、分享，加強同學對聖母的孝愛，每位同學都獲得「聖母回音」聖相；之後有自助餐及康

樂活動，同學們都盡興而回。 

五月廿四日我校慶祝進教之佑聖母瞻禮暨慶祝創校六十週年感恩祭。當日早上全體師生懷著喜

悅的心情，到達中環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參與感恩祭。感恩祭由慈幼會中華省會長林仲偉神父

主持。林神父提醒同學做一個傳承感恩的慈幼仔，把慈幼仔的美德繼續傳承下去。當日也頒發多項

宗教科活動獎項。 

本年度慈青善會於五月十八日結束，有約二百位同學及導師參與。透過團體遊戲、回顧、祈禱

等活動，同學們檢視過去一年在心、身、靈各方面的成長。當日頒發了善會盃獎項。本年度足、籃



 6

球冠軍是慈青雷鳴道善會。足球亞軍是慈青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籃球亞軍是慈青多明我善會。

當日也有十七位同學成功獲頒發本年度慈青獎章，以表揚他們過去的學年在時常喜樂、努力求學、

熱心侍主、服務他人、以青年帶動青年等慈青特質方面，有傑出的表現。 

現在仍有多位同學正申請考章。歡迎全體慈青善會同學作好準備，並向導師申請考章，我們將

會在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早上，頒發本年度第二輪獎章，當日感恩祭後，也會舉行 2011聖母

盃足球賽。 

暑假將至，希望同學能製訂一個時間表，妥善分配時間，進行或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避免空

閒，因為魔鬼最喜歡游手好閒的青年。請同學在暑假中不忘每天祈禱，特別依賴聖母幫助大家對抗

誘惑，做個良心純潔的慈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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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活動活動活動(20(20(20(2011111111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20202011111111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第二期禮貌行動第二期禮貌行動第二期禮貌行動第二期禮貌行動    

禮貌課室比賽 

中一級冠軍  1B 

中二級冠軍  2E 

 

禮貌標語創作比賽 

雙冠軍  2B 余誌耀      「打個招呼不偷懶，尊敬師長人人讚」 

2C 顏碩豐      「點頭微笑說聲早，世界變得更美好」 

季軍  3D 楊明雄      「微笑點頭齊做好，以禮待人做得到」 

為培養同學待人有禮的習慣，五月上旬開始在中一、中二兩級推行禮貌課室比賽，每堂下課由

老師根據同學的禮貌情況進行評分。最後每級選出成績最好的一班，予以表揚。此外，為提醒同學

經常注意禮貌而舉辦禮貌標語創作比賽，其中得獎作品已印成書籤免費派發給全校同學。 

    

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    

日期：5月 27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6:30 – 9:30 

地點：禮堂      

對象：中一至中四同學及家長 

籌備個多月，超過百位同學參與台前演出和幕後工作的「頌親恩晚會」已順利完成。今年晚會

以「家家家家  多一點愛愛愛愛」為主題字，讓家庭中每一個成員都明白家庭以愛為基礎，只要成員之間多加一

點「愛」，家庭生活便會更和諧、更美好了。 

當晚共有 18 個節目，內容很豐富，除了同學獻唱動人歌曲，還有弦樂合奏、英語話劇、朗誦、

合唱團演唱、魔術雜技等等，神長、家長、老師、同學聚首一堂，歡度了一個晚上。  

校務組 出版校務組 出版校務組 出版校務組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