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1-1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第第第第三十三十三十三十四四四四期期期期 

~~~~    來來來來！！！！讓我們共同擁有一個好環境讓我們共同擁有一個好環境讓我們共同擁有一個好環境讓我們共同擁有一個好環境    ~~~~    

                                                                                                                                                                                環境發展及安全主任環境發展及安全主任環境發展及安全主任環境發展及安全主任        李淑雯李淑雯李淑雯李淑雯    

 大學畢業後，我的教學生涯便由慈幼開始。當第一次踏足慈幼，她給我的感覺是樸實和傳統，

最喜愛是那些混了白米石的淺綠色的牆壁和實驗桌，聽說是意大利式建築特色。校園真的非常大，

尤其是操場。我心常想，慈幼的學生們真幸福，在這個發育時期能有這麼大的球場中活動，得益不

少啊！ 

 

 在這麼多年間，一一留意着校園的改變。以往灰灰的石地操場已經變成有色彩的平滑球場，若

比賽時跌倒傷害也會輕一些。禮堂是大型比賽、週會、午間活動和考試的地方，現在已由上至下的

翻新，燈光明亮了，更增添了冷氣，夏天進行集會便感受到十分舒適。飯堂的改變更大，以前是一

張張的四方摺檯加圓摺椅，看上去像大排檔的格局，現在已是一張張明亮整潔的桌椅套裝，方便又

安全。近年更加建一座校舍，可用的課室更多。回想起來，最可惜的是看見小學部通往一樓操場的

意大利式白米石樓梯拆卸，變成冷冷的鐵絲網。 

 

 硬件改善了，要軟件的配合。要改善環境，無非想使用的人舒服。但我還常看見有少部份缺德

的同學，將食完的飯盒、紙盒及水樽隨處放；把課室的門大力的關上；破壞門鎖；還有更多不珍惜

的行為，令人痛心氣憤。我作為環境發展及安全主任，必定會盡力改善校園的環境，而各位同學，

你也是慈幼一份子，亦應好好愛惜一切。 

 

兔年快盡，龍年將屆，本人在此謹祝各位家長、教職員、同學新年快樂，萬事勝意。 

校 務 事 項校 務 事 項校 務 事 項校 務 事 項     (一) 慈幼修院擴建工程不久將展開，本校球場已重新劃界，操場的矮石牆已拆去，擴建工程約一

年半才完成，待大樓興建後，修院將負責協助學校把球場重新規劃。 (二) 本校喜事重重： 

i) 尤蘊琛老師於去年六月九日誕下千金； 

ii) 劉彥君老師於去年十月十四日喜獲麟兒； 

iii) 莫曉宜教學助理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出閣之喜； 

iv) 文志韜老師於去年十二月三日乘龍之喜。 (三) 本校於去年十二月二日響應紅十字會捐血活動，共有師生共 73名參與捐血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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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在 2011年十二月十七日，於本校舉行 2010-2011年度屆畢業典禮，恭請黃柏年先生為

頒獎嘉賓。黃柏年先生為本校 1970年中五畢業生，他及後往美國升學。他畢業於美國内布

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獲得機械工程學位，先後在多家北美的跨國公司

担任技術和管理職位。1984-1986年期間，他担任加拿大阿爾伯塔省政府的經濟發展局的局

長。他參與了中國的教育事業，每年為七所大學的 300多名贫困大學生提供助學金。為全國

二十多個省市的 400多所贫困中小學提供圖書等教學用品。同時，他熱爱中國藝術，收集了

中國幾十位優秀版畫家的作品，向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内外近百

所大學及博物館捐赠了所收藏的版畫和出版的《爱我中華》中國现代版畫藏品集。 

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  

（一）有關 2011-2012 排球隊獎項: 校際沙灘排球比賽，本校榮獲季軍 

    成員: 6C 蘇子洋  5D 陳嘉穎   5D  黃夢弼  4D  鄭連輝 

（二）循道衛理中心舉辦禁毒排球比賽，本校榮獲冠軍 

    成員: 6B 黎浩傑 6C 蘇子洋 6D 崔敏滔 6D 黃浩賢  5B 蔡兆田 5B 梁家偉 5D 陳嘉穎 

          5D  黃夢弼  4D  鄭連輝   3A 楊竣皓  3D 王俊翬  2C 韓峻光  6C 李駿雲 

（三）學生獲獎事宜 

  1. 容卓希（5E） - 祈良神父獎學金 

  2. 羅繼朗（5E）獲選「21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使交流計劃」代表團成員，於 12月 13 至 21 

          日赴日本作交流及訪問活動。 

（四）大學來鴻 

  1. 郭栢淇（2010/7A） - University of HK – 成績優異榜 2010-2011 

  2. 洪英毅（2010/7A） - Baptist University – 成績優異榜 2010-2011 

  3. 譚家樹（2010/7A） - Baptist University – 成績優異榜 2010-2011 

  4. 謝儉邦（2007/7B） - Baptist University – 成績優異獎 2010-2011 

校 內 獲 獎校 內 獲 獎校 內 獲 獎校 內 獲 獎  

（一）第二屆越野賽第二屆越野賽第二屆越野賽第二屆越野賽(2011(2011(2011(2011----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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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吳翰洋 

亞軍 5D 陳嘉穎 

季軍 5B 湯灝賢 

殿軍 5E 羅繼朗 

第五名 4C 梁璟昇 

第六名 5E 方紀文 

第七名 6B 黎浩傑 

第八名 5E 何仲賢 

第九名 5E 王楚熙 

第十名 6E 章嚳文 

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    

冠軍 5E5E5E5E    

亞軍 6A 

季軍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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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王中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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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2D 張柏偉 

季軍 3B 吳子鋒 

殿軍 4B 梁衛賢 

第五名 3E 陳星佑 

第六名 4D 陳家健 

第七名 3A 黃 濼 

第八名 3A 陳祉衡 

第九名 3C 葉梓滔 

第十名 3B 伍倛鋒 

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    

冠軍 3B (105) 

亞軍 3A (122) 

季軍 4B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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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 黃金光 

亞軍 1D 張仲文 

季軍 2C 蘇浚邦 

殿軍 1A 高家偉 

第五名 1B 吳俊燁 

第六名 1B 周焯希 

第七名 1B 蔡祖彝 

第八名 2C 陳籍心 

第九名 2E 伍謙鳴 

第十名 2B 張康寧 

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班際成績    

冠軍 2E (120) 

亞軍 2B (129) 

季軍 1B (131) 

（二）2011201120112011----12121212 年度甲組班際比賽年度甲組班際比賽年度甲組班際比賽年度甲組班際比賽    

高級組班際賽高級組班際賽高級組班際賽高級組班際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足球足球足球足球 6D6D6D6D    6A 7B 

籃球籃球籃球籃球 5A 6B 6A 

排球排球排球排球 5D5D5D5D    6D 5E 

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 5D 5E 6C 

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 5D 6E 5B 

桌球桌球桌球桌球 5D 6C 6A 

靈靈靈靈、、、、德及公民教育組活動德及公民教育組活動德及公民教育組活動德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1. 中一、中二兩級挑戰潛能已於去年 10 月 28 日及 10 月 31 日進行。比賽分別邀了梁偉才神父、

杜玉燕校長擔任評判。參賽的項目包括：鋼琴獨奏、結他獨奏、有獨唱、有合唱、有話劇等，

演出的水準比往年高。結果中一級冠軍 

由 1B班曾柏賢、葉晉高、葉俊華、蔡祖彝合唱奪標；中二級由 2C 陳籍心鋼琴獨奏奪標。 

2. 警民關係為中二級講座，《黑社會與童黨》 

2011年 10 月 3 日，本校邀請警民關係賴警長，到校為全體中二級同學講解「黑社會與童黨」



 4

問題，讓中二級同學了解黑社會及童黨對青少年的影響，並指導同學如何避免他們的騷擾。主

講嘉賓更告誡同學，切勿仿效黑社會的言行，以免觸犯法律，影響前途。 

3.  今年首期「親子閱讀」配合「認識祖國」主題，已於去年十月上旬派發，十月中收回各班同學

和家長的感想。第二期親子閱讀在十二月中旬派發，主題是「互敬互重」。兩期已分別選出最佳

十位學生，除頒贈獎品外，其作品亦公開張貼以示表揚。 

4. 第一期「我做得到獎勵計劃」已完成，是項班際比賽以各班的壁報設計、課室清潔及各生的勤

學和操行紀錄三方面評核。結果中一級有 IA  IB  ID 三班達標；中二有 2B班達標，有關班級

已獲嘉許，其他班級應該努力爭取第二期達標。 

5. 中二級宗教繽紛 SHOW已於 2012年 1 月 11 日舉行，中二各班準備了一齣以鮑思高神父生平片段

的話劇進行比賽。結果由 2C 班奪得冠軍。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十月十二日是份慈青善會開鑼日，今年有近三百位同學報名參加善會。透過逢星期三善會日聚

會及活動，神長及導師們鼓勵善會會員勉力行善，在每日的學習中不斷裝備自己。十月聖母玫瑰月，

有近一百位善會會員下午回校遊玩，於黃昏時進行祈禱會。導師們提醒同學要效法聖母芳表。同學

們參與祈禱後，便盡情燒烤及玩耍至晚上九時。教友、慕道、善會會員已於十月上課日午間一時在

三樓小聖堂誦唸玫瑰經。由不同班級同學帶領向天主感恩及祈禱。 

十一月煉靈月，四個慈青善會：輔祭會、天主教同學會(聖召組)、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及進

教之佑善會，前往跑馬地天主教墳場為亡者祈禱，約有近百位善會會員及導師出席。此外，有四位

同學於十一月代表本校，參加校際聖經朗誦比賽，包括 F.2B鄧比迪、F.3B曾俊諺、F.3D 黃子峰、

F.4D曾皓鋒；並取得優良的成績。 

十二月起，新一屆午間慕道團(兩年制)正式開班，有二十多位同學報名參加。透過每星期一次

的午間課堂、多元化的宗教活動，讓非教友同學了解人生意義，以及有系統地深入認識天主教信仰。

慕道的同學在第二學年時，可申請接受洗禮，加入天主教。十二月八日，是慶祝無原罪聖母瞻禮的

日子，也是會祖聖鮑思高神父正式開始他青年事業的一天。今年主題是「互敬互重」。當日早上，

教友、慕道及善會會員偕同教友老師於禮堂參與感恩祭，由慈幼修院院長斐林豐神父主禮。其他老

師及同學於大操場參與聖經誦禱。之後同學們一邊享受瞻禮小食，一邊參與餘興節目，包括：傑志

足球隊友誼賽、班際籃球賽、電影欣賞、棋類比賽、益智遊戲、電子遊戲等。 

十二月廿一日是聖誕聯歡會，當日早上中、小學部全體師生齊集大操場，歡慶耶穌聖誕。透過

宣讀福音、聖誕福音話劇、分享、祈禱、唱聖誕歌及餘興活動，共同歡慶聖誕的喜樂。此外，各級

教友同學於十二月初，進行週年退省。透過遊戲、分享、祈禱、靜思、感恩祭等活動，讓教友同學

檢視過去一年的生活、反思並計劃未來。最後，第一學期已結束。歡迎各善會會員，向導師申請考

章。 

 

本組同寅在此預祝本校全體神長、校長、老師、家長及同學 

新春如意、萬事順遂！ 

              校 務 組 出 版校 務 組 出 版校 務 組 出 版校 務 組 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