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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可以是怎樣的？
記得在我中二級時閱讀了一本有關數學的書，序言中引用了法國數學家儒勒•昂利•龐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é)
的一首詩，詩中的兩句令我印象最深：“源頭茫昧雖難覓，活水奔流喜不休”。是的，在尋找智慧的過程中，我
們可能感覺到大海茫茫，無從入手，更遑論思考我們求知識的原因。但智慧就在那裡等待著我們，只有那些願
意尋求真理和智慧的人才能感受到追求智慧的樂趣及喜悅，讓我們繼續在智慧的路上前進。
可是，現今教育已成為一種必然的社會福利，而社會講求效益，考試也成為教育中量度學生成就的重要指
標。面對如此社會期望。我們不得不問：「這是否我們心中的教育？」我嘗試從兩個層面分享我的看法。

（i） 學校教育
首先，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需要。在學校中，我們希望能按同學個別的學習能力及需要提供最佳的照
顧。今年，我們在高中文憑試課程中增加了音樂科作為選修科目，為東區首間作校本安排的學校；而體
育科亦將於明年正式開設文憑試課程，讓同學選修。學校作出這些安排，旨在讓不同需要的同學得到最
佳發揮的機會。學校老師們為有興趣而動機強的同學提供悉心的交流，我們不難看見在放學後在校園裡
看到老師為同學解難的景象。為照顧更有能力及願意挑戰自我的同學，我們今年亦安排同學接受培訓
（如：伴我啟航計劃、樂器班、校外資優課程、校本科學思維訓練等）或參加校際比賽（如：校際朗誦節
及音樂節、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機械人製作及聯校科展等等）。為學業稍遜的同學，我們也透過很多機
會（如：進益/通達計劃、中一課後個別學習計劃等），讓同學留下來，讓我們了解他們在學習上的困
難所在並加以支援。

謝萃輝副校長

但學校更重要的，是透過校園的生活、老師們的教導及同學間的互動中，讓同學們找到自己的強項並得以發揮，從中建立團隊精神、培養
良好的品德、激發上進的心態。學生若能因此而「啟動」起來，實遠勝一個學期所學的成效！因此學校經常透過不同種類的活動及方式，
如：宗教活動（瞻禮及每天的祈禱）、書展及閱讀、學習活動（音樂雙周、英語日、全方位學習活動、數學周、語文嘉年華等等）、競賽
（越野賽及運動會）及講座（特別是舊生回校分享），希望同學們能培養正確的做人態度及提高他們對追求學問的興趣。

（ii）家庭教育

家庭是孩子學習及成長最重要的地方，而家長的角色亦無人能代。良好的親子關係及關愛的氛圍能讓學生健康地成長。而家長的身教言
教，對學生建立良好品德有著舉足輕重的份量。學業上，家長可多與孩子溝通，了解他們學習上的困難及需要並給予鼓勵，在有需要時亦
可尋求恰當的支援。透過緊密的家校合作，我們希望能為學生們提供一個最適切的學習及成長環境。

最後，讓我邀請同學們一同思考：我心目中的「慈幼仔」具備甚麼特徵？我們可以如何做一個更好的「慈幼仔」呢？讓我們一同努力，在學
習的過程中共同發現，共同成長。
主佑！

2014年4月

慈幼英文學校法團校董會

杜玉燕校長

持分者參與學校管理和決策是世界大勢所趨。為了確保所有資助學校的主要持分者，包括：教師、家長、校友均能直接參與學校管理，政府
要求所有資助學校均須按照《教育條例》的規定，成立法團校董會；而慈幼英文學校法團校董會亦已於2014年2月25日成立。按慈幼英文學校法
團校董會會章規定，本校法團校董會總人數為15人，包括：辦學團體校董8名、校長校董1名、教師校董及替代教師校董各1名、家長校董及替代
家長校董各1名、校友校董1名及獨立場人士校董1名。獨立人士校董必須為非辦學團體人士、非本校教師或家長、或非本校之校友。

現任法團校董會校董成員、任期及產生方式如下：
＊
＊
＊
＊
＊
＊

辦學團體校董由辦學團體委任，任期至31/8/2016，包括：林仲偉神父(校監)、馮定華神父、吳多祿神父、張冠榮修士、陳永堅先生、
余立勳先生、潘樹康先生、林英修士（辦學團體替代校董）。
校長校董為杜玉燕女士，沒有任期規定（現任校長須擔任校董一職）。
教師校董及替代教師校董由選舉產生，於3月31日已由教師投票選出，任期至31/8/2015。
教師校董為温伯強老師、替代教師校董為奚家麟老師。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由選舉產生，將於5月3日由家長投票選出，任期至31/8/2015。
校友校董由選舉產生，將於5月4日由校友投票選出，任期至31/8/2015。
獨立人士校董為韓國偉先生，於3月17日由法團校董會委任，任期至31/8/2015。韓國偉先生為前任家教會主席。

校董須負責：
• 確保辦學團體訂定的辦學理念、宗旨及核心價值得以貫徹實踐；
• 按辦學團體訂定的抱負和辦學使命，配合香港整體教育目標、學校實際情況和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學校制訂短期和長遠的發展策咯，
確立學校的發展路向；
• 配合學生需要和學校發展方向，制訂學校政策，決定發展項目的優次、計劃和管理財政和人力資源；
• 為本校制訂教育和管理政策、專業守則、工作指引及一般指引；
• 監督規劃及制訂財政預算的過程、監察學校表現、確保學校管理層承擔責任，並加強社區網絡；
• 促進法團校董會與提名他註冊為校董的團體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 以其個人身份為本校整體性的利益而參與校董會工作。

華藝印務公司承印

校務事項
（一）「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2014的籌款活動，本校師生的捐款總數是港幣11,611.7元，成績理想。今年，有94間幼稚園及中、小學參加了這個活
動，總共籌得超過港幣一百零五萬七千元，並將所得的款項支持樂施會在世界各地區推行扶貧發展項目及緊急救援工作。

（二）本校同學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課程
「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是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為高小至初中的資優學童而設的課程，當中
包括六個範疇──天文學、古生物學、地球科學及數學。此課程由淺至深分為三個級別，
第三級別的內容更深達大學程度。每一級別皆設有總測驗評核學員能力是否達標，學員在
測驗達六成分數，才能完成第一階段並進行晉升第二級別及獲得第一級別的證書。去年
十月，本校推薦了31位同學報讀以上課程，當中有13位同學已順利完成第一階段。
完成天文學第一階段的同學分別是：
2A (4) 張皓榮      2A (14) 洪曉樺      2A (15) 林智傑      2A (30) 曾靖偉
3A (21) 梁浩琛
完成地球科學第一階段的同學分別是：
2A (11) 何偉賢      2B (18) 林柏璋
完成古生物學第一階段的同學分別是：
2A (2) 陳營隆      2A (9) 顏瀚榕      2A (25) 施覽軒      2A (26) 岑敏達
2B (22) 梁晉瑋      2B (33) 胡志光

教育局資優班獲獎同學合照

（三）由課外活動組與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的「廣西考察團」已於4月11日至14日完成。是次活動有中一至中五共24名
同學參與，內容以服務為主，包括與當地兩間農村小學及一間中學學生交流、觀課及玩遊戲，及後到訪農村了解農戶
生活及居住環境。行程中亦到福利院探訪老人家及孤兒。同學們於整個旅程都有許多得著，除了體會到農村家庭的居
住環境及耕種情況外亦了解到國內中、小學生的課堂與生活模式，讓他們對於國內較貧窮的地區有更深入的了解。
體驗農村小孩生活

探訪農村家庭

與藤州中學同學上課情況

（四）新乒乓球枱 ── 來自30年前的祝福和鼓勵
在第三學期的第一個上課天（24/3），不少同學走過一樓飯堂附近時都感到煥然一新，原因是那裡
換上了六張簇新的乒乓球枱。然而它們亦標誌了舊同學對母校和學弟們的關懷。
本校學生向來熱衷運動，找來一個乒乓球、兩塊球拍、三兩知己便玩個痛快，一樓的學校乒乓枱在
數十年間，盡忠職守地陪伴各位慈幼仔成長。
「從前我們十分認真的對待飯堂附近的乒乓球枱，同學都不會坐枱，乒乓球校隊的練習亦在那裡進
行。當年更成功游說學校增添球枱。」一位三十多年前的乒乓球校隊成員憶述求學時期的經歷，他
亦是今次送贈行動的其中一位熱心參與者。
原有球枱的來歷無從稽考，在本校工作近四十載的「四哥」王四先生指出，他剛來本校工作時已發
現有乒乓球枱，後來自己親手多造幾張。
隨著時光流逝，無情的歲月總要在校舍的某些角落留下痕跡。一批1980年畢業的熱心舊生，希望為
改善校園環境作出貢獻。早前回校時發現乒乓球枱頗為殘舊，號召幾屆的舊同學捐款以送贈新枱予
本校。最後有數十位舊同學作出捐款，籌得數萬元，購買了十張乒乓球枱，六張替換了飯堂附近
的原有球枱，其餘4張則存放在乒乓球校隊房中。
同學們雖然闊別母校三十多年，有些甚至身處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仍然十分感恩當年栽培，
實乃本校之光榮。為慶祝這件盛事，本校於3月25日舉行剪綵儀式，並邀得校監林仲偉神父和舊同
學代表出席及致辭。
舊同學直言十分珍重求學時期的回憶，亦希望把這些美好回憶帶給現在的學弟。他們寄語學弟們奮
發向上，希望薪火相傳，他日效法學兄們回饋母校。儀式後本校乒乓球隊舉辦了餘興活動，在場學
兄學弟一起打乒乓球，度過了一個歡愉的中午。或許歲月無情，但人有情。希望同學能感受學兄的
心意，善用校園設施，努力裝備自己，日後回饋社會。

到垠南鎮小學義教

校外獲獎
（一）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獎學金計劃

本校2013年中六畢業生陳偉洛同學，現就讀於樹仁大學中文系，獲頒發「香港青年史學家嘉許獎」。「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獎學金計劃」由香港大
學中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設立，頒發予在公開試取得佳績、而又成功入讀中國文史相關學系的中六同學。獎學金目的，在於鼓勵更多同學，於大學
入讀與中國歷史緊密關係之學系（如歷史、中國語文等學系），以推動國史教育，提倡中華文化之傳承。2014年2月24日，陳同學亦應邀回到母校，
接受杜校長頒發的獎狀，藉此機會向學弟分享研習歷史的心得。

（二）本校高級組合唱團於三月廿三日下午，參與本年度（第66屆）校際音樂節素歌合唱比賽，同學表現出色，得分84，獲得第二名。冠軍是嘉諾撒聖方濟
書院（85分）第三名聖保羅書院（83分）本校師生對今年的賽果甚感高興，希望明年同學表現更上一層樓。

（三）第11屆解分難奧林匹克資優生大賽
日期：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正午12時
地點：香港樹仁大學大禮堂
經過全港考生激烈角逐，本校學生於
「2013－14第十一屆解難奧林匹克資優生大賽」
的校際賽獲得佳成績。
本校學生所得獎項：
黃智言

中一

初中組

中一銀獎

羅逸成

中一

初中組

中一銀獎

李思恒

中一

初中組

中一銅獎

（四）2013－2014學界田徑比賽成績

100米
400米
800米
4 x 400米接力

100米欄
鉛 球
鐵 餅
跳 遠
4 x 400米接力

甲 組
4B 張柏偉
5D 王中泓
5D 王中泓
4B 張柏偉
5A 吳子鋒
5D 王中泓
5E 陳祉衡
丙 組
2C 潘子謙
2D 翁曉峰
2D 翁曉峰
2C 潘子謙
2B 蔡鎧聲
2C 潘子謙
2C 林譽滿
2D 鄭度比

（五）乙組排球隊於校際排球比賽取得亞軍

乙
2C 蔡鴻基 9
3B 黎浩川 14
3B 蔡祖彝 32
3C 梁可言 19
4A 黃卓賢 17
4D 雷卓熹 27
4E 張藝烽 6
4E 羅浩延 17

組
3B 蔡家培 3
3B 鄧浩賢 29
3C 許鴻燊 9
4A 蘇浚邦 14
4D 陳村山 11
4D 黃俊庭 34
4E 韓峻光 10

第六名
第五名
** 季 軍 **
** 季 軍 **

亞 軍
第七名
第七名
第六名
第七名

200米
100米欄
400米
800米
1500米
跳 高
鉛 球
三級跳
4x100米接力
4 x 400米接力

乙 組
2C 許壯杰
4E 李弘鏘
2C 許壯杰
3C 黃金光
3C 黃金光
2C 邱展悅
4D 雷卓熙
4E 李弘鏘
3A 陳劻宏
4D 鄭之鳴
4E 潘顥堅
4E 李弘鏘
2C 許壯杰
3C 張文桂
3C 黃金光
4E 施緯綸
乙組榮獲團體殿軍

第七名
** 冠 軍 **
第七名
第五名
第九名
第六名
第六名
第六名
第五名
** 季 軍 **

（六）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2013/2014）
本校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2013/2014），於全港

6A 梁英騰

學校1082件參賽作品中，有6位同學的作品獲選展出，其中三位同學的作品更
獲得 嘉許狀： 6A梁英騰、5A胡健霆、5A張家綸

（七）香 港 桌 球 隊 青 少 年 代 表

陳銘東(F4C)將於5月8-15日
參加在阿聯酋舉行的IBSF

5A 胡健霆

世界U21青少年桌球錦標賽。
中國桌球首席運動員丁俊暉
和香港傅家俊都曾奪得是項
比賽冠軍，陳同學今年只是
15歲，已能代表香港出席這
項大賽，祝願陳同學能爭取
佳績。

F4C 陳銘東同學
獲提名2013年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
5A 張家綸

靈、德
靈、 德 及 公 民 教 育組
育 組活 動
活動名稱：乘風航
活動日期：2014年4月9日（三）[公開試日]
由「伴我啟航」計劃為中三級參與學生及「導航先鋒」學兄舉行的「乘風航」活動已於2014年4月9日順利舉行。
當天天氣晴朗，適合進行水上訓練活動，讓參與之同學都能全情投入於教練精心設計的訓練中。當天之訓練主要考驗
學生間的溝通能力及挑戰學生的個人極限。經過一天的訓練活動後，學生在分享中普遍認為在活動中學習到小組溝通
的技巧，以及在訓練中嘗試突破了自己的極限。

宗教教育組活動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本校舉行宗教週，活動包括：配帶十字架、聖物售賣、午間閒情活
動、電影分享、萬千星輝佈道會、貧富午餐等。其中貧富午餐的收入在扣除活動開支後，共籌得善款$1,760，
捐予慈幼會為新移民的傳教事業。
慈青善會於三月二十六日舉行拜苦路，紀念及體驗主耶穌為我們犧牲捨生的苦難。復活節是天主
教最重要的慶節。今年本校有五位同學接受入門聖事，加入天主教。他們是：黃子成 (2C)、譚日豐 (2E)、
何衍穎 (4C)、周浚康 (4D) 及黃文彬 (5D)。四月十九日晚上，候洗者懷著期待及喜悅的心情回校預備。
禮儀於當晚八時正在禮堂舉行，由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主禮。他們表示經過長時間的慕道生活，學
習及體驗天主教信仰；最終能領洗成為天主鍾愛的兒女，非常高興。最後，現時有多位慈青善會同學，正進
行考章程序。歡迎全體慈青善會同學作好準備，向導師申請考章。

陳樞機為譚日豐同學施洗

陳樞機為周浚康同學施洗

陳樞機與共祭神父彌撒後與新教友及其代父母合照

陳樞機為黃子成同學施洗

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