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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年度  十月 第三十七期 

 

                                                              杜玉燕校長 

 

新的學年開始了一個月，今年的九月好像過得特別快！ 

  

 去年，我們全體老師為幫助同學進步及學得更好，一起訂下了未來三年兩個主要的關注

項目：第一項是培養同學自律守規的精神，強化責任感和歸屬感；第二項是提升同學的學習

興趣，培養同學主動學習的精神。因此，在九月份，我們積極鼓勵同學在校園內建立常規，

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相信如果同學們能在上課前做好預習，在課堂上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寫好筆記，課堂後認真完成課業，準時交齊功課，他們的學業成績一定有進步。同學們切不

可輕視這些細節，這一切都是求學問不可或缺的；一點一滴、假以時日，同學一定會有進步

及成長。在九月初，跟一位初中同學談到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問題，我們傾談間得出的結論是

求學不只是求分數。確實，分數有它的代表性，有它重要的地方，它是一些數據，反映同學

們的能力和曾付出過的努力，但學習過程中卻有許多經歷，是不能用分數來衡量的。所以，

希望同學在本學年，好好去體驗、好好去珍惜這個學習旅程。當然，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

難免會遇到困難，也難免會感覺到辛苦。聖詠集告訴我們：「含淚撒種的，必含笑獲享收成」

(詠 126：5)，相信只要盡力去做，一定都會有所體會、有所得著。 

 

 我相信，不單止同學們要有進步及成長，學校也需要進步及成長。在本月（十月中旬）

教育局視學人員將會到校五天，以了解學校的教學及同學學習的情況，屆時視學人員，除了

會進入課堂了解同學上課的情況外，也會在課後與老師及同學會面，以了解同學的學習及全

人發展的情況。深信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除了可向視學人員展示同學的品學成果外，

也可藉視學人員提供的意見幫助學校及同學持續改善及發展。 

 

 當然，一所學校的成功，除了老師和學生努力外，家長的參與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們一直以來均鼓勵家長們，多向本人或老師表達意見，使家校之間能增加溝通、協

作，讓學生能得到更全面的照顧。本學年為了能進一步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本人將會邀

請各級家長到校會面，共進早餐，藉此讓家長更了解學校的現況，及解答家長們對孩子學習

及成長的疑問。期望藉家校的協作，同樣使學校及同學得到持續的發展。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讓我們一起努力吧！祝願在天主的祝福、聖神的光照下，能帶

領學校及同學不斷反思及改進，以迎接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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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事項  

(一) 本年退休及離職教職員： 

本年退休教師：黎永明修士、梁北昌老師及劉顯富老師。離職有梁炳棋副校長、梁偉

才神父、Mr. Webster、徐淑敏老師、EMI教學助理呂雅頌小姐及書記高潔明小姐。 

(二) 本年度新入職老師及其任教科目： 

             

- 葉泰浩神父（宗教教育主任，任教宗教科）。 

- 黃啟思老師（任教英文科及生活教育科）。 

- 梁曉彤老師（擔任 F.3C班主任，任教中文科及生活教育科） 

- 林雅晶老師（擔任 F.4C班主任，任教中文科、美術科及生活教育科）。 

- 李凱欣老師（任教通識科及生活教育科）。 

- 譚穎佩老師（任教英文科及生活教育科）。 

- 莊廣衡先生（擔任 EMI科目教學助理）。 

- 陳景燊先生（擔任資訊科技助理）。 

- 譚燕妮小姐（擔任牧民助理）。 

- 郭晶晶小姐（擔任校務處書記）。 

- Ms. Jacqueline Heusdens（外籍英語老師）。 

 

      委    任：鍾景文老師擔任宗教科副科主任一年。 

職務調動： 

          - 黎國榮老師出任副校長（校務）。 

          - 張展濤老師出任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聯絡人。 

          - 奚家麟老師出任學習支援組組長。 

          - 何繼倫老師出任資訊科技教育組組長。 

          - 鮑秀萍老師出任員工管理小組組長。 

          - 劉碩偉老師出任學生支援組組長。 

          - 程永健老師出任學生會導師組長。 

 

(三) 舊生黃錦文神父發顯願：黃神父乃本校舊生 ( 1973-74 中六級 )，1983 年於中大英

文系畢業，85 年考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證書。他於 1991 年入耶穌會攻讀初學，

1992 年矢發初願。2001 年於胡振中樞機手中領受鐸職。他在 2009 年於台灣輔仁大學

考獲神學博士，旋即擔任香港仔聖神修院神哲學教授至今。2012 年 8 月 15 日，他在

九龍油麻地聖依納爵小堂矢發顯願，表示耶穌會完全接納他為會士。 
  

(四) 公益服飾日： 

今年，本校公益服飾日於九月二十八日進行，全校共籌得善款九千七百八十七元，已

全數交往公益金，本校多謝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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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教會大選結果：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家長教師會已於 2012年 9月 22日(星期六)舉行一年一度

的會員大會，當日經過提名和投票程序選出新一屆的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經各委員

互選職位後，新一屆的常務委員會便告成立。職位方面，安排如下:  

主    席:  韓國偉先生 

副 主 席:  張玉玲女士、黎國榮副校長 

秘    書:  蘇林俊英女士、李良銘老師 

司    庫:  曾美芳女士、鮑秀萍老師                                                        

推廣聯絡:  施子仁先生、杜天蕊老師 

文    康:  謝佩珊女士、羅有好女士、陳偉良老師 

執行委員:  奚家麟老師、黃永佳老師 

 

校內獲獎  
 

(一) 第四十七屆水運會個人全場獎項（獎座） 
 

 甲組 乙組 丙組 

冠軍 4C 梁璟昇 

6C 郭雋樂 

4E 羅銳聰 2B 周焯希 

亞軍  3A 張藝烽 2A 梁鎮濤 

季軍 5A 孫子健 3E 陳冠豪 2A 陳廣燊 

 

團體獎項（錦旗） 

 甲組 乙組 丙組 

冠軍 6C 4E 2A 

亞軍 6D 3C 1B 

季軍 5A 3A 1A 

 

團體全場獎項（錦旗） 

 班別 

全場總冠軍 2A 

全場總亞軍 4E 

全場總季軍 6C 

 

第四十七屆水運會成績公佈 

甲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50米自由式 6C 郭雋樂 6D 朱晉廷 6D 姚遠 

50米蛙式 4C 梁璟昇 4D 王俊翬 6D 朱晉廷 

50米背泳 4C 梁璟昇 6E 李惟健 6C 李文豪 

50米蝶式 5A 孫子健 6D 朱晉廷 3C 劉嘉謙 

100米蛙式 4C 梁璟昇 6A 周鍵峰 6A 龔家豪 

100米自由式 6C 郭雋樂 5A 孫子健 6D 姚遠 

4 X 50米 

自由式接力 

6C 6D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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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50米自由式 *4E 羅銳聰 3E 陳冠豪 4D 李卓祺 

50米蛙式 *4E 羅銳聰 4E 陳祉衡 3A 陳曦賢 

50米背泳 3A 張藝烽 3C 羅智謙 3D 梁晉樂 

50米蝶式 3A 張藝烽 3E 陳冠豪 3C 羅智謙 

100米蛙式 3E 陳冠豪 4E 陳祉衡 3A 陳曦賢 

100米自由式 3A 張藝烽 3C 羅智謙  

4 X 50米 

自由式接力 

*4E 3A 4D 

 

丙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50米自由式 2A 高進 2A 梁鎮濤 1A 仇稀立 

50米蛙式 2B 周焯希 2A 梁鎮濤 2A 鄧樂天 

50米背泳 1A 仇稀立 1B 周子熙 1B 周子舜 

50米蝶式 2A 劉貞勇   

100米蛙式 2B 周焯希 2A 陳廣燊 2B 黎浩川 

100米自由式 2B 周焯希 2A 梁鎮濤 2A 陳廣燊 

4 X 50米 

自由式接力 

*2A 1B 1A 

 

*打破大會紀錄 

公開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200米自由式 6C 郭雋樂 5A 孫子健  

200米蛙式 *4E羅銳聰 4E 陳祉衡 6A 周鍵峰 

 

畢業班家教會接力賽 

冠軍 亞軍 

SPARK 舊生隊 

 

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慈幼英文學校 鄧鏡波學校 張祝珊英文中學 

 

 

校外獲獎  
 

(一) 2011-2012年度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 普通話 )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獲 優良證書 

何文謙  F1A (8)  高家偉  F1A (10)  蔡偉鑫  F1A (29) 

曾澔銘  F1A (30) 洪華傑  F1B (8)   蔡祖彝  F1B (26) 

鄺皓賢  F1C (9)  劉家謙  F2D (14)  劉梓丰  F2D (15) 

鄭海亮  F2D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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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獲 優良證書  

吳立雄  F3A (22)  馮偉斌  F3C (8)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五至七年級  男子組) 獲 優良證書   

梁耀文  F.6E (21)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獲 良好證書 

黃健樑  F1A (33)  錢家豪  F1C (7)   謝韋賢  F1C (25) 

柯康裕  F1D (12)  黃子維  F1D (33)  陳皓琳  F2A (2) 

劉均健  F2A (15)  蘇永權  F2A (29)  鄭之鳴  F2A (39) 

鄭峻彥  F2D (2)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獲 良好證書  

王嘉葦  F3C (29)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五至七年級  男子組) 獲 良好證書 

鍾煒  F6E (9)  

  

宗教教育組  
 

「午間慕道團」在經過上學年的學習後，於暑假進行暑期班及信仰活動日營，主題是「讓

主耶穌找你」。慕道團同學透過宗教遊戲、歌曲、電影分享、祈禱、參觀聖堂等活動，深入體

驗天主教信仰。八月十五日早上，教友老師、學生、教友、慕道、慈青善會同學回校慶祝「聖

母升天瞻禮」。感恩祭由馮定華神父主持，他在感恩祭中提醒同學，要效法聖母的芳表及德行，

追求永生的福樂。感恩祭中也頒發了本年度第二期慈青善會獎章，嘉許全年青現傑出的善會

會員。另外，暑期當中也舉行了多項慈青聯校培育活動，如 action songs工作坊、帶領祈禱

工作坊、領袖訓練營等。本校約有十位同學參與。八月廿六日是中一家長日。早上活動結束

後，舉行中一公教家庭日。當日活動由新任宗教教育主任葉泰浩神父主持，有中一教友家庭、

校長、教友老師參與。葉神父藉此機會勉勵大家，與耶穌保持良好的關係，在天主的恩寵下，

讓信仰一點一滴地活潑成長。新學年開始，本校教友、慕道、慈青善會導師及同學，於九月

十二日放學後，參與開學感恩祭。感恩祭中也舉行慕道者收錄禮。近十位「午間慕道團」同

學，經過一年慕道團的生活，正式被收錄為慕道者，在新一年繼續慕道，有系統地學習福音

和要理、恆心祈禱、皈依天主，以及參與教會生活，學習為主作證。 

 

         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