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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和同學：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慈幼這個家，更特別歡迎今年新加入慈幼的同學和家
長。新學年伊始，衷心祝願各位慈幼家長及師生們，藉聖母瑪利亞及聖若望
鮑思高神父的助佑，在生活裡充滿上主所賜的平安、健康與喜樂！
  去年(2021年)我們慶祝建校七十週年，慈幼能走過七十年，全賴神長、
教師及舊同學們默默耕耘、共同努力經營，辛苦維護而得來的。事實上，七
十年來，慈幼確實經歷了不少風浪和衝擊，感恩的是，藉天主的帶領及聖母
的助祐，令慈幼仍繼續屹立在柴灣道上，繼續陪伴不同年代、不同需要的青年成長，一起面對
不同的挑戰，迎難而上。特別是在過去三年的疫情中，確實為大家帶來不少衝擊，擾亂了大家
的生活、工作及學習，師生們一直努力探索及適應這學與教的「新常態」。然而，值得感恩的
是，因著上主的祝福及大家的努力，學校的師生及家長都能健康平安，而慈幼的教師團隊亦能
緊守崗位，發揮團隊精神，致力培養同學的自律及自學精神，為同學提供適切的成長支援，促
進同學的身、心、靈健康。
  在四月份的特別假期當中，全體老師進行了學校表現評量會議，一起檢視學校過去一年的
工作，並以此為基礎，制訂學校未來三年的關注事項及發展方向，為慈幼邁向建校七十五年作
出更好的準備。本學年是我們2022至2025三年發展計劃周期的第一年，在本周期學校以『博
文求日進 與主並肩行』為主題，這也是我們未來這三年對學生的期望。我們期望能透過不同
的學習活動及計劃，鼓勵同學努力求學，廣博涉獵不同書籍及學習經歷，從中汲取知識，不斷
自我更新，求取進步。同時，我們也期望同學們藉師長的陪伴、同學的同行、基督的恩寵及聖
神的帶領，令同學能勇敢地面對一切困難及挑戰。
  困難和挑戰的分別往往只在於一線之間，當我們抱怨生活困難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逆
轉心態，從另一角度把困難看成挑戰，我們就會得到更多的發揮機會。聖經中格林多人前書
第2章這樣記載說：『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
（格前2:9）深信藉天主的愛、保守及祝福，能讓我們看見祂為我們預備的那些眼未曾見及耳
未曾聽的美好計劃，讓我們在順境中知感恩，在逆境中仍心存喜樂。
  最後，藉此機會特別感謝家長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及體諒，發揮家校協作的精神，與學校一
起合作教導及陪伴同學學會適應學習環境及模式上的改變。 
  願天主祝福各位及您們的家人。 

杜玉燕校長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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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報告：
1. 2022-2025年度學校教育牧民方案──學校發展計劃
 主要關注事項一：學生能透過多元的學習經歷及反思，提升學習自信及學習主動性
 主要關注事項二：學生能認識自我，接受更適切的成長支援
 補充關注事項：各持份者能認識及實踐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培養尊重宗教的意識

2. 2022-2025靈德育主題：『博文求日進  與主並肩行』

3. 2022-2023牧民主題：『愛：喜樂地善盡本份』
 ◆  深化認識天主教價值及沙雷氏神修
 ◆  鞏固團體
 ◆  照顧後疫情中青年的物質及精神需要

4. 2022-2023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5. 人事╱職務調動
 ◆  離職教職員：陳綱維老師、黃永佳老師、黄偉豪老師、高智昶老師、陳嘉傑老師、學生支援助 

    理陳謂文先生、實驗室技術員韓俊傑先生

 ◆  新入職老師：

蘇志超神父 (辦學團體校董)
吳多祿神父 (辦學團體校董)
張心銳神父 (辦學團體校董)
陳永堅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沈明輝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黎國榮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林 英修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杜玉燕女士(校長)
謝萃輝先生 (教員校董)
李淑雯女士 (替代教員校董)
陳厚文先生 (家長校董)
周玉芬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黃志榮先生 (校友校董)
郭明英修女 (獨立人士校董)

校監楊祖羅神父 (法團校董會主席)

◆  行政職務新安排 :
 ■ 校務主任 : 周仲賢老師
 ■ 學生成長主任 : 李栢安老師
 ■ 綜合科學科科主任 : 鄭曉峯老師
 ■ 普通話科科主任 : 黃祖升老師
 ■ 電腦科科主任 : 陳景燊老師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聯絡人：嚴焯倫老師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聯絡人：陳景燊老師
 ■ Stem Team 組長：梁子聰老師
 ■ 資優教育組組長：梁巧敏老師

 姓     名 任教科目 班主任
 李卓熹老師 化學科、綜合科學科 1D
 任博彥老師 中文科 2D
 趙展霆老師 宗教科 1A
 賴俊宇老師 電腦科、物理科 1E
 何嘉豪老師 數學科、物理科 1C
 朱偉灝老師 英文科助理教師 - 任教英文科 /
 尹俊軒老師 中文科助理教師 - 任教中文科 /
 蔡健衡老師 實驗室技術員 /
 蘇嘉儀老師 學生支援助理 /

6. 2022香港中學文憑試
 ◆  2022香港中學文憑試整體成績表現令人滿意。



 

 

 

 

豐盛生命   天主光榮
  曾經聽說過以下的一件事件。
  在某個小息，甲同學奔向正在走廊當值的老師，對他說：「有隻黃蜂在課室內飛來飛去，同學都
非常害怕。」
  老師回答：「有甚麼好驚，讓我處理吧！」
  老師快步走入課室，隨手卷起一堆廢紙，不用三兩吓手勢，便把黃蜂打死了。
  甲同學見狀，大聲嚷著說：「糟糕了，老師，你要下地獄了。」
  老師被他的叫聲嚇呆了。
  甲同學繼續說道：「你打死了黃蜂，你犯了第五誡，一定會落地獄。」
  老師不想解釋，處理了黃蜂，便走了。
  的確，有不少人誤以為天主教第五誡「不可殺人」也包括不可殺害其他的大、小動物。嚴格來
說，第五誡是指不可殺害無辜者的生命，是指人的生命，而非其他動物的生命。不同於其他宗教，天
主教徒可以吃任何的牲畜、魚類海產，就連在守齋時，教徒只是戒食熱血動物的肉，但仍可以吃魚
類及蛋。天主教相信天主給人管理大地的權力，人可以自由地，正確地享用世間的一切植物及活在天

 

梁偉才

天主教教育五個核心價值──生命

◆  本校於2022香港中學文憑試取得佳績科目：

5**級或以上
 取得5**級或以上百分率高於全港考生水平的學科  • Mathematics
  • Math Extension (Module 2)
  • Physics

5*級或以上

 取得5*級或以上百分率高於全港考生水平的學科 • Math Extension (Module 2)

4 級或以上
 取得4級或以上百分率高於全港考生水平的學科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
  • Math Extension (Module 2) #

#考獲4級或以上百分率遠高於全港考生水平

3 級或以上
 取得3級或以上百分率高於全港考生水平的學科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
  • 生物
  • 地理
  • 體育 #
  • Math Extension (Module 2)
#考獲3級或以上百分率遠高於全港考生水平

2 級或以上
 取得2級或以上百分率高於全港考生水平的學科 • 中國語文
  • English Language
  • Mathematics
  • 通識教育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 # @
  • 生物 # @
  • 地理 # @
  • 視覺藝術 # @
  • 體育 # @
  • 音樂 @
  • Math Extension (Module 2)
  • Physics

#考獲2級或以上百分率遠高於全港考生水平
@該科目取得2級或以上成績達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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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裡或陸地上的大、小動物。至於如何處理，這是第七誡「不可偷盜」的問題。
  第五誡要保障的是人的生命。一般人都認為人的生命是寶貴的，其原因是「生命無 take two ！」
「光陰一去不再返，要活在當下，善用好生命。」天主教也認同這些想法，不過，為何人的生命與其
他動物的生命不同？ 
  創世紀中提醒我們，生命來自造物主—天主的恩賜，祂不單創造了人，更是按祂的肖像造了人，
造了男人及女人，讓人分享祂永遠的生命，有理性，有智慧，有自由去選擇，可以去愛。（參創一
26-27）祂更吩咐人去管理大地，治理大地。祂給人使命，叫人在世上建立天國，行善避惡，追求永
生的幸福，讓人的生命與存在變得有意義。因此，人才可稱為「萬物之靈」，擁有人的尊嚴。
  每個人在世界的出現並非偶然，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天主的精心創作，並獲得祂的專屬照顧。
  我們相信，每個人在受精著床的一刻便擁有獨特的靈魂，是一個真正的人，因為他已經可以發展
成為一個可見的人，應給予尊重。
  人應活出人之為人的本性，也就是天主造人時所給予的自然道德律。人若不遵循這些道德規律而
活，他便是在自我貶抑，除去作為人的尊嚴，最終只會走向毁滅。所有道德價值都建基於人的生命。
  的確，若沒有人，也不用去持守價值。因此，我們可以說，天主教教育的五個核心價值， 是以生
命作為基礎。
  總括而言，若我們依照天主的計劃去活出豐盛的人生， 就是光榮天主。讚美上主，感謝天主！

(轉載公教報3947期)

生涯規劃專欄 

實體大專資訊日再啟動！
  各大專院校每年均會舉辦資訊日（開放日）供學生、老師及家長了解更多院校的課程、設施及活
動，因疫情關係，近年改以網上形式進行，今年各院校終於再次舉辦實體資訊日了。
  我們特別鼓勵各位高中同學及家長參加資訊日，因各大專院校提供的課程五花八門，基本資料未
必能夠清楚介紹課程內容，或會引致不少誤解。因此，參加資訊日不但可以取得更多課程資訊，更可
親身與在校學生及教授直接交流，查詢額外而重要的資訊。此外，大專院校校園偌大，當然要親身感
受一下校園氣氛及各項設施。當中少不免要參觀一下宿舍、圖書館、康體設施等等，甚至學會表演，
都絕對是同學選擇院校的重要指標啊！了解過課程內容和校園生活後，相信同學會對大專生活有更深
刻的認識，亦更能建立實際目標為文憑試努力！
  大家可以根據以下步驟作準備：
 1) 留意各大院校的資訊日日期以及舉辦方式（實體或網上）
 2) 在 JUPAS 或 EApp 課程列表上了解心儀課程及開辦院校的資訊
 3) 選好希望參觀的院校後，出席前一天到院校的資訊日網站查看
  a) 到達院校的方法
  b) 院校對訪客的疫苗接種要求
  c) 了解自己心儀課程有甚麼節目和活動、希望參觀的地方，以定好出門時間及大約行程
 4) 參觀當日不妨到課程攤位問問以下問題：「你的課程和（另一個相近的課程╱另一間院校的
  同名課程）最大分別是甚麼？」「你的課程適合哪些類型（如性格╱興趣╱強項）的學生修
  讀？」「你認為課程最大的亮點╱挑戰是甚麼？」
  暫時已知的大專資訊日日期：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演藝學院 8/10/22
 香港中文大學 15/10/22
 香港城市大學 22/10/22
 香港大學 29/10/22
 香港科技大學 5/11/22
 香港樹仁大學 26/11/22

生涯規劃主任
黃啟思老師 

  大家請好好把握機會參加資訊日，而生涯規劃組亦會自組參觀
團，由生涯規劃組老師帶領大家參加院校資訊日，請大家留意校內宣
傳及活動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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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仰教育
 1.1	 慈青聯校善會幹事暑期工作坊（Action	Song工作坊及帶領小組/遊戲）
 兩個工作坊分別於8月1-3日及4-6日下午在慈幼會修院聖母樓舉行。共有十多位善會同學參

加。同學透過不同的小組活動及Action Song，學會如何更有活力帶領小組。他們將成為來
年慈青善會的幹事，在校內推動慈幼青年運動。

慈幼資訊速遞

 1.2	 鮑思高神父誕辰慶典暨范煌源修士矢發永願感恩祭 

8月13日，十多位慈青善會會員及舊
生參加慈幼會紀念鮑思高神父誕辰慶
典，以及慶祝范煌源修士矢發永願感
恩祭。同學在聚會中認識慈幼修士聖
召，期望同學在天主的帶領下找到自
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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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牧民團體
 2.1	 家教會會員大會
 一年一度的家教會會員大會已於2022年9月17日（星期六）下午順利舉行，當日除了通

過了第二十二屆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外，亦投票選出所一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

 第二十三屆常務委員會資料如下︰

3.	人性教育
 3.1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在剛過去的7月，舉辦不同類型的試後活動，包括：
 (一) 「東區青藤2022-2023啟動典禮暨研討會」：帶領學生到北角社區會堂，參與是次活
   動。東區青藤由東區民政事務處主辦，以支援青年發展工作，加強區內青年網絡。

 1.3	 聖母升天瞻禮
 8月15日，五十多位慈青善會會員及導師與聯校資深慈青一起參與聖

母升天瞻禮感恩祭，由梁偉才神父主禮。道理中，梁神父提醒參加
者，要效法瑪利亞時常盡好本份，並留意他人的需要，並主動給予
協助，以實踐天主給我們的使命。

顧 問：校監楊祖羅神父、校長杜玉燕女士
主 席：蕭詠嫻女士 (2A洪恩誠、6D洪恩健)
副主席：陳厚文先生 (2C陳希堯)、李淑雯副校長
司 庫：余翠碧女士 (3D黃惟)、周仲賢老師
秘 書：陸靜文女士 (2A杜嘉恆)、林偉正老師
推廣聯絡：黎綺玲女士 (1E區彥麟)、劉碩偉老師
文 康：勞佩琼女士 (1A洪焯霖)、
    麥廣良先生 (5E麥天生)、程永健老師
執行委員：謝萃輝副校長、蘇鴻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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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終審法院導賞活動」：與生活與社會科合作，帶領學生參觀終審法院。學生藉參觀
   如：終審法庭、展覽廊、圖書館等地方，提高對司法機構歷史和運作的認識，並了
   解終審法院大樓的歷史及建築特色。

 (三) 「心靈園圃有機農場體驗」：帶領初中同學到達古洞北富琴火龍果有機農場，讓學生
   認識有機農場自給自足的運作及在田間除草和餵飼羊隻；感受大自然的奇妙與天主
   的恩典，建立良好品格和增強抗逆力。

   此外，為讓中一新生及早適應學校生活，加強老師與同學、同學與同學之間的關係；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8月21至27日統籌中一迎新活動。中一同學於8月24日回校進行「中
一新生培訓」，練習排隊、簡單認識學校歷史、進行開學祈禱及常規課。宗教教育主任梁
偉才神父提醒同學，為配合今年牧民主題：「愛：在喜樂中善盡本份」，希望同學開開心
心地學習，每日主動與人打招呼，並交齊功課。

   8月26及27日分組進行「慈幼大搜查」及「飛躍之旅」。在「慈幼大搜查」中，中一同
學在學兄帶領下，分組到不同地點探索學校不同組別的功能，包括：課外活動組、學生事
務組、訓育組、體育活動、宗教教育組、English Corner、輔導組，了解本校多采多姿的活
動。而「飛躍之旅」則由輔導組統籌，中一同學在學兄帶領下，透過歷奇訓練；與同學互相
合作，完成各項挑戰。同學能認識新朋友，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培養與人相處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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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中一新生外，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也為中一家長，於
9月2日晚上舉辦「中一家長成長路」網上專題講座。活動

 邀請「東華三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部」註冊社工到校，分享
 【培養子女建立健康使用電子產品的原則及方法】；讓家長

了解現時青少年的網絡文化，以及學習培養子女建立健康使
用電子產品的小秘訣，約有50多位家長參加。

 3.3	 中國語文科：香港文學夏令營2022
 中國語文科於本年暑期，提名了本校中五兩名對中文饒有興趣的學生：岑政浩、林子善，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之「香港文學夏令營2022」。在活動中，來自不
同學校的學生有機會聆聽作家分享創作心得，通過遊戲啟發創作靈感，更可與就讀大專的輔
導員互動交流，輕鬆愉快地學習文學寫作、閱讀，以文會友，實為難得的語文學習經歷。

 3.2	 中國語文科：第十屆「識字王」比賽
 中國語文科於2022年8月5日，為初中同學舉辦第十屆「識字王」比賽。是次活動安排全體

中一級同學參加，每班各派代表就趣味語文知識進行問答比賽，台下同學亦有參與部份環
節。通過遊戲形式，增進了同學對中國語言及文化的認識，提升了學習興趣。同場亦為中
一級中文科表現優異的同學頒發獎項，以資鼓勵。

台下觀眾亦有機會回答
問題贏取禮物。

活動參加者透過遊戲
增進文學知識

台上參賽者積極回答問題。

本校同學藉文學夏令營
與不同學校的學校交流
寫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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