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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指一算，慈幼英文學校已渡過六十五週歲，在人的年紀而
言，是人生最富經驗，最閃耀的年華。究竟在這六十五年當中，
我們是怎樣成長的？
    還記得在六七年會考的時候，香港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
政治氣候緊張，我們忐忑不安，因為未知能否如期進行考試和中
學畢業。但感謝天主，最後大局且定，黨派執拗還可算是迎刃而
解，考試如常舉行，我們才得以順利畢業。當時我們在慈幼學校
的成績算不上是怎樣出色，中規中矩，但同學們都沒有抱怨學
校，更在云云舊同學當中，至今仍有不少校友緬懷母校的一些舊人、舊地、舊事。

論語四書   苦讀朱註
    我們當時的中文老師––余少帆老師乃香港詩賦名人。他寫在黑板上的粉筆字簡
直是書法，鐵劃銀鈎，剛勁十足。他一貫「八股」風範，作風嚴𧫴，要求學生熟讀孔
子論語，更要背誦朱子註釋。學生無惱無怨，逆來順受，但從中獲益不少。在文學修
養上，余老師不但學問淵博，有時候還很幽默。記得有一次他在課堂上，在學生前後
朗誦四書，猶然自得，突然問堂上的學生他的肘骨轉動時，是否聽到「嚦嚦」聲，談
笑風生，學生也以笑聲回應，大家打成一片，還模仿他的行動和舉止，很是有趣。其
實，教學和自學到余少帆老師這一套中文和國學，我們一生受用。當時的良師益友，
舉一反三。

慈幼精神   照耀人群
    慈幼中學在筲箕灣，造就了不少「慈幼仔」；無論老、中、青師生聚首一堂，均
有不少話題和回憶，這正正表現出每個「慈幼仔」在這所學校內，都有過很多甜、
酸、苦、辣的經歷。難怪陶傑也讚過這所名校，非一般的「名校」，就是因為她造就
了不少青少年從低下階層向上流，故此有很多同學都會飲水思源。
    我記得在八零年代，在某一警署遇到一位高大威猛，體格結實的高級行政署長。
他知道本人是慈幼會神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也是「慈幼仔」，可惜他在慈幼只就讀
了一年。本人即直問他原因，他率直地對我說當時他和兩位同學因為頑皮而蓄意逃
課，走到山上玩耍但被一位意大利藉的慈幼神父發現，結果三人被開除學席。他認為
一日慈幼仔，終身「慈幼人」！
    正是如此，鮑思高神父常言道：「我為你們學習、工作、生活！」

校監陳鴻基神父

《六十五週年校慶》                              



2

校慶主題分享––慈幼夢工場

學習分享園地 舊生李承坤同學
(2015年畢業生)

    去年八月，我的時間表裡充斥著各科補課，每天不是學校就是自修室，每日只有渾渾噩噩地溫
習，但求克服那駭人聽聞的DSE。一年過後，時間表不再密密麻麻，心情不再忐忑，因為我已經成為
大學生了，一個嶄新的身份全新的體驗。
    驀然回首，奮鬥經歷彷彿一場比賽。三年前，我被派到D班，沒有「精英班」的名銜，心裡總
有種被低估的感覺。正正是這種想法，當我第一次踏進公共圖書館的自修室，它便成為了我溫習的
好地方。無獨有偶，我曾走訪過多間大學的資訊日，期後更與志同道合的同學建立了  Study Group，
互相砥礪切磋，為求一張大學入場劵。可惜當我中五的時候因為承受不了壓力和時間的折磨，選擇了
逃避，成績一落千丈。幸好老師們對我苦口婆心，並在他們的多次責罵下，我重新出發，把握最後機
會，最終得到一個大學學位。
    究竟讀書應該從何入手？實際上，方法因人而異，我的方法不一定能為所有人指點迷津，因此我
帶出兩個重點。首先，「學習」應有力臻完美的態度。正所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學習」並
非一蹴而就，必須反複練習，溫故知新。即使校內試成績彪炳，亦不卑不亢，因為一剎那光輝並不等
於永恆，持之以恆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門。其次，好好珍惜老師所派發的筆記。慈幼學校的影印費奇
高，全因老師們對教學都有一份熱誠，對同學有一份期望。眼見不少同學只是盲目地跟從補習社的邪
門外道，結果只有失敗收場。以我所認識的老師當中他們絕不會誤人子弟，同學們好好整合老師所派
發的筆記，不要辜負他們的心血。希望同學都能明白以上兩點，好好善用老師們給予的工具，並加以
組織，便能事半功倍，獲取佳績。
    另外，同學們亦必須謹記「福禍相依」的道理。今天所做一切，將來也有其報應。撫心自問，你
期望考試是痛苦地快樂或是快樂地痛苦？好好善用這兩年半的時間，一方面了解自己讀書的獨特方
法，規劃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好好裝備自己，不要亡羊補牢，做好學生的本份。常言道：「業精於
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今日的堅持，他日必寄予青睞。
    最後，正所謂「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與其現在坐井觀天，安於一隅，倒不如展望未
來，將恐懼化為力量。慈幼學校擁有優良的教學團隊，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必能擺脫文憑試的枷
鎖，掌握自己的未來，活出自我。

    本年校慶主題為「慈幼夢工場」。相信人人都有夢想，但要將夢想實現，卻不是人人可以做到。
實現夢想，的確需要認真規劃，努力追尋。
    今期為大家介紹的慈幼仔––許紹偉(Sam)，現年20歲。他熱愛咖啡，在學期間已兼職賺錢並計
劃畢業後開設屬於自己的咖啡室。畢業後他努力學習有關咖啡的專業知識，並考取咖啡師的資格，終
於開設了屬於自己的咖啡室，實現了當日的「咖啡夢」。這幾年，Sam除了開班教學，把咖啡的文化
宣揚開去外，亦不斷鑽研廚藝，並在今年開設了自己的第一間餐廳 –– Uncle Sam’s Kitchen，為顧
客創作極具創意的私房菜。

李承坤同學在2015年
文憑試中取得27分佳
績，現為香港中文大
學工程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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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Hui 許紹韋 (2012年 中六畢業生)

《我的咖啡夢》

咖啡莊園的邂逅 (非洲埃塞俄比亞)
    大部份人的印象當中，咖啡是一種苦、澀、提神的飲品，但對我而言，卻是截然不同。還記得
2012年初，當我正準備應考文憑試的時候，走進一家咖啡店，點了一杯特濃咖啡(Espresso)。當時老闆
(我的師父)問我喜歡喝甚麼產地的咖啡，並介紹了兩種咖啡給我，第一種是拼配豆，第二種是埃塞俄
比亞的單品咖啡(採用單一產地及處理法)。我選擇了後者，當我喝第一口的時候覺得非常清新，有淡
淡的檸檬跟西柚的酸味，第二口有蜂蜜的甜味，而最後一口則散發著茉莉的花香，令我非常驚喜！當
我期後再走進這間咖啡店時，老闆問我有否興趣在這舖頭工作，我一口便答應了，考完文憑試便踏上
了我的「咖啡路」！

每人都說從事飲食業非常辛苦！為甚麼我會選擇投身飲食業呢？
    還記得升讀中四暑假的時候，在家很是納悶，所以欲嘗試體驗暑期工的生活。我選擇了一間中環
的西餐廳當侍應工作，從中更發現自己享受為別人服務，且有滿足感。自此以後，我便將這種感覺銘
記於心，以真誠的態度對待每一個客人，令他們帶著愉快的心情離開。而且我更發現這種感覺會在飲
食業的不同崗位中找到，就例如：咖啡師和廚師一樣。每當我泡好一杯咖啡或烹調好一些食物給客人
品嚐，得到他們的讚賞，我都會有著這種滿足感。
    故此我認為無論工作量有多大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關關難過關關過
    當我賺了第一筆錢的時候，決定創立第一間屬於自己的咖啡室。開店初期，由於沒有足夠經驗，
曾試過遇到資金週轉上的困難。但憑著我的過人膽識，嘗試舉辦團購咖啡拉花課程，然後困難很快便
得以解決。後期，業主把續約的租期由一年縮短至每月，結果我選擇了結束咖啡店，用我僅餘的積蓄
成立了一間咖啡批發及烘焙公司。這間公司的發展十分迅速，開業不足半年，便有投資者提出收購，
而我亦很快答應了。期後我在一間餐廳當上開業顧問，半年後當合約完結，我又從回旺角開設自己的
咖啡店。可是一年後同一個問題又圍繞著我，業主要求加租1.5倍，令我十分徬徨，要四出尋找合適的
地方，幸運地我找到了觀塘的新址。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知道無論遇上任何困難，必須積極樂觀地解
決，因為身邊其實有很多機會，要好好把握。
    有一句話，令我非常深刻：「忠於所事、誠以待人」。即使已經離開了母校，我亦常記心中。一
直以來我堅持使用上乘的食材，為每一位顧客烹調出適合他們的食物，絕對不使用味精等的化學合成
調味料，務求令大家吃得安心。
    在此希望各位師弟可以認真地做好每一件事，發揮所長，早日達成夢想。



















	 	3.2	 	龍情午間派對
十月份靈德育主題為「認識祖國」。本校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10月28及29日舉辦一年一
度「龍情午間派對」。由國術組醒獅掀開序幕。參加者透過攤位遊戲，認識祖國文化及不
同方面的發展，內容有：書法廊、
中國傳統美食廊及慈幼會在中國等等。
當天亦邀請到家長教師會的義工預備中國
名茶供同學品嚐，場面熱鬧，樂也融融。 

4. 小組經驗
	 	4.1	 	班際音樂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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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益金便服日
   本年度的公益金便服日已於10月8日舉行。是次活動共籌得港幣$12,370.10元。

一年一度的音樂雙周在老師和同學的

通力合作下經已順利進行。今年，我

們邀請到溫卓妍小姐作比賽評判。

活動中，同學們出盡渾身解數，在班

際合唱比賽、獨唱比賽、小組合唱比

賽及樂器獨奏比賽中爭奪各個獎項。

班際合唱比賽結果 : 

組   別 冠軍     最佳指揮

中一級	 F1B	 F1B	關漢森

中二級	 F2C	 F2D	陳子傑

中三級	 F3D	 F3D	區証皓

中四級	 F4D	 F4D	陳樂生

中五級	 F5B	 F5D	蔡偉鑫

中六級	 F6A	 F6E	梁浩文

	 	4.2	 	秋季旅行
為使同學能走出課室接近大自然，本校於10月23日舉辦學校秋季旅行。當日天朗氣清，是
個郊遊的好日子，全校同學於早上浩浩蕩蕩向著不同的目的地進發。

當天早上，各班同學到達不同的郊遊地點，並進行各項活動，如：遠足、燒烤、野餐、團
體活動等，既能舒展筋骨，亦能享受當中的樂趣；透過活動，同學們學習如何與別人相處
和分工合作，增加課堂以外的群體接觸機會，體現我校「大家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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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召培育 (前程教育)
	 	5.1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2015/16	-	專業發展分享日2015

當日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陳鳳玲老師與十九位中四至中六級的同學參與是次活動，內容由
香港專業聯盟(HKCPS) / 專業聯盟青年(YCPG) 作四大範疇的工作及經驗分享。
四大範疇包括：商業 (會計師、特許秘書)、醫療 (牙醫、醫生)、法律(律師、大律師)、
       規劃及發展 (建槃師、工程師、園境師、規劃師、測量師)

	 	5.2	「少年職業規劃師比賽	2015」-	青年就業起點	(Y.E.S.)
本校有四名中四及中五級的同學參加由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 (Y.E.S.) 舉辦的「少年職業規

劃師比賽2015」，透過桌上遊戲、職業潛能評估及模擬職業規劃等，幫助同學們了解自我

職業潛能，並及早掌握基本的職業規劃知識，以協助他們踏出生涯規劃的第一步。

	 	5.3	 	第一學期各級生涯規劃專題活動
中一級 「從夢啟航」工作坊
中二級 「了解個人慾望及建立正確消費觀念」講座
中三級 「訂定個人目標」工作坊
中四級   職業潛能評估及分析
中五級 「規劃生涯」講座
中六級 「多元升學途徑」講座

	 	5.4	「家長生涯規劃」	講座
家長生涯規劃講座已於 9 月26日(星期五) 家長晚會中順利舉行，內容包括：
中三選科講座及中六聯招講座

今年中一級同學到烏溪沙青年新村參加「團隊及領袖訓練活動」，為他們帶來一個嶄新的
全方位學習體驗。透過是次活動，提升同學的溝通及與人相處的技巧，以及訓練他們的責
任感。而中二級同學則到迪士尼樂園參加「迪士尼『環境教育體驗行』活動」，透過香港
迪士尼樂園獨有的自然生態環境，讓同學們親身接觸及觀察，從而認識香港的自然生態。
通過討論及觀察，認識從古到今的環境演進及人類活動衍生的問題等，同學也認識到保護
環境的重要。

校外獲獎
1.  校際英式桌球賽冠軍

本校桌球隊在第二屆校際英式桌球賽隊際賽中再次奪得冠軍，陳銘東同學更在決賽中創造了一桿
51分的最高分數。決賽於第一
段考期間進行，校友吳達之先
生更特別到場為同學打氣，並
贈送紀念品給陳銘東及黃梓樑
同學。在這次比賽當中，慈幼
隊以強勢擊敗所有對手掄元，
頒獎儀式由香港桌球手傅家俊
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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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3.  青年史學家年獎

本校F6E黃健朗同學及F3A丁柏希同學分別獲

得2015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的高中組及初中

組優秀學生獎項。頒獎典禮已於11月28日假太

古小學禮堂舉行，頒獎嘉賓為香港賽馬會騎師

訓練學校陳念慈校長。

本校2015年中六畢業生 F6B 叶志鴻同學，獲得由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主辦
的青年史學家年獎：嘉許獎。

4.  粵語辯論隊初露鋒芒
本校粵語辯論隊於11月27日對賽張祝珊英文中學。是次比賽為本隊成立後第二次作賽，對賽學校
為辯論界經驗豐富的勁旅。辯論隊成員竭力以赴，經過一星期的密集訓練，於比賽中表現出色，
並以 2：1 擊敗對手，為本校粵語辯論隊拿下首捷！
第二副辯 F4D 張錦龍同學更被選為「最佳辯論員」，不負眾望！ 
是次比賽辯論隊成員：
	 班 別 姓  名 崗   位
	1	 4D	 陳紀元	 台下發問
	2	 4D	 趙國禧	 智囊團
	3	 4D	 方子諾	 台下發問
	4	 4D	 顏瀚榕	 智囊團
	5	 4E	 洪曉樺	 台下發問
	6	 4D	 譚樂勤	 智囊團
	7	 4D	 鄧文滔	 智囊團
	8	 4D	 曾靖偉	 智囊團
	9	 4C	 黃頌軒	 智囊團
10	 4D	 陳顥廷	 第一副辯
11	 4D	 張錦龍	 第二副辯
12	 4D	 高浩育	 智囊團
13	 4E	 梁晉瑋	 智囊團
14	 4B	 蕭楊霖	 主	 辯
15	 4B	 胡志光	 智囊團
16	 4D	 余頌康	 智囊團
17	 4A	 容汶鏗	 結	 辯



5.  校際甲組足球冠軍
本校甲組足球隊於12月1日進行本年度決賽，當天
有近三百名師生到場支持打氣。結果不負眾望，
以 1：0 小勝聖若瑟中學，勇奪校際甲組足球冠軍。
當日現場氣氛熾熱，打氣之聲不絕於耳，慈幼仔撐
慈幼，不少舊同學亦專程到場為同學打氣，就連慈
幼第一屆的畢業生都有到場，實在令人感動，是慈
幼學校大團結的日子。

甲組足球隊隊員如下：
隊  長：6D 馬子衷
副隊長：6B 林 浚
隊  員：6C 林在峰、錢灝研，5A 李浩然、陳沛中
    5B 張仲文、溫成江，5C 張文桂、李浚煒
    5D 高家偉、曾德文、梁瑋洛、黎浩川
    4A 梁浚安

本
校
粵
語
辯
論
隊

校務及學生事務組出版

慈幼	VS	香港華仁	 1:0	 林		浚	60’
慈幼	VS	蔡繼有	 4:0	 林在峰	17’
	 	 錢灝研	30’50’
	 	 梁瑋洛	59’
慈幼	VS	陳樹渠	 2:1	 林	 浚	53’58’
慈幼	VS	聖若瑟	 1:1	 梁瑋洛	41’
慈幼	VS	余振強	 2:0	 錢灝研	4’
	 	 林	 浚	38’
慈幼	VS	伍	 華	 1:1
																																	(4:3)

慈幼	VS	聖若瑟	 1:0	 林	 浚	51’

2015-16 校際甲組足球隊冠軍之路

林	 浚	33’	
十二碼：
李浩然,	林	 浚				
溫成江,	張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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