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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的話 

「跑出課室」學習是近年教育重點，使學生跳出課本知識的框框，多接觸週遭事物。

在多思考、多溝通、多協作和多體驗的過程中主動學習，去提升溝通、解難、思考、創新、

協作和自我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曾參觀「神舟五號」實物展的同學及其他有興趣的同學，

你們很快便可以參加學校舉辦的航天講座，學校還在安排參觀中國的火箭發射中心呢！這

些都是今年全方位學習活動的一部份。全方位學習活動計劃在黃永佳老師領導及多位老師

的協助下，為同學提供各類富教育意義的活動。 

良好的語文能力，可協助我們闖進知識的大門，在各個知識領域中馳騁。學校在初中

推行英語增潤課程，目的在增加同學們接觸英語的機會，提升他們在多個學科中應用英語

的能力，為將來在高中接受英語學習作準備。透過在今年一月和六月份舉行的兩次考核，

讓老師了解同學的進度，亦讓同學了解自己在學科上使用英語的能力。 

一年之計在於春，盼望同學養成閱讀的習慣，在消閒書以外，多閱讀中英文的古典文

學作品，自我提升學養。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除了知識的增長外，個人的高潔氣質

都令人刮目相看。 
 

新年將至，祝各位事事如意，身體健康！ 
 

鄭嘉適副校長 

二○○四年一月 

 
十月至十二月學校動態： 

(一) 九月三十日，本校參加公益金便服日，共籌得善款共9,025.60元，個別班級籌款最

多的為 F.1B，共689.30元。 

(二) 十月初，本校亦響應明愛籌款運動，售賣慈善獎券，共籌得款項為42,090元。 

(三) 十月八日，慈幼會東亞大洋洲區區長捷克籍賢明漢神父（Fr. Vaclav Klement）到訪
本校，與師生交談，藉以了解慈幼會教育的情況。 

(四) 十月八日本校開始晨早閱讀，逢星期三早上八時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全校師生一同

閱讀，藉此提升各人的閱讀興趣。 

(五) 十月十五日開始，學務組與學生事務組逢 Day3及 Day6，在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
一時十五分，在409室進行「探索頻道全放送」，以不同的主題，播放益智紀錄片集，

令學生增廣見聞。 



 

(六) 十月二十四日，本校高年級組舉行音樂比賽，中四級冠軍為4D，中三級冠軍為 3B，
預科組冠軍為 7M，（今年中五級暫停參加比賽），評判為嘉諾撒書院音樂科科主任
楊淑瑩老師。至於中一、中二級則在11月24日舉行，評判為家教會幹事岑呂靜娟

女士，劉王慧霞女士及多位班主任担任，結果中一級由 F.1E勇奪冠軍，而中二級則
由 F.2E奪魁。 

(七) 學校今年為全校29班提供儲物櫃，每班有四個，設於室內球場側，有部份班級未能

盡用，因此，把餘額的撥予課外活動組別使用。 

(八) 03-04年度學生會大選結果： 

今年，有兩個內閣（Alpha及 Bios）參與競逐學生會，全校學生在十月三十日投票，
結果由 Alpha以47.09%得票率獲選，彼此票數相差甚少，實歷年罕見。 
Alpha內閣主要成員： 內閣主席：      黃耀宗 6M 

      內閣副主席：    方俊禮 6B 

      內閣文書：      李志佳 6M 

      內閣財政：      李孫豪 6B 

      外務組主席：    馬天樂 6M 

      培育組主席：    陳奕康 6B 

      宣傳組主席：    李富權 6M 

      常務幹事組主席：盧朗柏 6B 

      校報總編輯：    鄺俊豪 6B 

(九) 本校陸運會初賽在十月六日舉行，決賽日在十一月四日下午進行。今年，學校邀請

78年畢業舊同學黃德光先生為頒獎嘉賓。當日，校長在頒獎禮中，破天荒頒發一項

破紀錄獎予F.2C梁景峰同學，因他在學界游泳賽中，在丙組50米背泳兩次刷新紀

錄。 

(十) 由家教會主辦的參觀學校活動，於十一月七日（星期五）正午十二時開始，有約四

十名家長蒞臨學校，參觀飯堂，課室及特別室。參觀後，在飯堂用茶點，他們大部

份為中一級學生家長，他們對此次參觀感到十分滿意。 

(十一) 十二月八日，本校慶祝聖母無原罪慶日，教友同學在禮堂參加感恩祭，由校監余富

強神父主持；而非教友同學方面，校方邀請慈幼舊同學黃施博醫生分享他的信仰歷

程。 

(十二) 「做義工，原來很開心！」這句話切實反映學生參與義工活動後的感受。去年三月，

學校社工與一群義工大使為區內的智障人士提供一連串的社區服務，包括球類活

動，藝術創作活動，如音樂、舞蹈、繪畫等。其後，義工們更將此經驗與學弟分享；

故此，在十二月十一日，聯同學校靈德育發展組為中一同學舉辦一項名為「傷健同

心，你我共融」攤位活動及嘉年華會，透過攤位遊戲，手工藝示範等，同學增進了

對智障人士的認識及接納。回顧智障人士在過程中的享受及滿足，義工們都感到無

比的快樂及欣慰。 

(十三) 十二月十三日本校舉行 02-03 年度畢業典禮，本校邀請舊同學會會長葉建昌律師為

主禮嘉賓，當日參與人數約六百人，今年開始每年設最佳學生獎，經全體老師提名

及甄選，最後由校長與副校長面見，結果，中七M班陳卓輝奪取全年最佳學生獎。 

(十四)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為本校捐血日，香港紅十字會派護士到本校收集血液，當
日共有 67人參與捐血活動。 

 



 
慈幼校園電視台介紹： 

慈幼校園電視台(SSTV)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於本學年正式成立。 

自去年七月，校園電視台已逐步籌建「校內廣播系統」，現時本學會除擁有獨立電視

製作室(508A)外，亦添置了多部高階攝錄機及電腦，並於小食部裝設兩部電視作播放渠道，

讓學生在午飯、放學後及閒暇時段，觀看電視台製作的資訊節目。 

此外，在節目製作方面，本會在本學年招收了近六十名會員，並以五人為單位，建立

十組拍攝小隊，定期為同學蒐羅校園新聞及製作富教育意義的校園節目，同時，為了結合

全港各校園電視台的資源，互相分享成果，本會於去年在學界積極倡議組織「聯校電視台」

(JSTV)；現時，「聯校電視台」已於政府註冊為合法組織，會員有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聖士

提反書院等十多間中學，而在去年十二月的第一屆職員選舉大會中，本校中六級同學被選

為第一屆「聯校電視台」主席。現時，「聯校電視台」正籌備舉辦七月中旬的慈善音樂晚

會，屆時請各位家長及學生踴躍支持。有興趣了解「慈幼校園電視台」及「聯校電視台」

的最新動態，可瀏覽網頁------http://www.ssshk.edu.hk/~sstv。 

 
學生校外獲獎滙報： 

(一) 童軍步操檢閱獲獎 

本校童軍於十月十二日在灣仔金紫荊廣場，接受港島地域步操檢閱獎項，他們共獲

四項獎項：高級組季軍、初級組冠軍、最佳外觀及F.6B黃學良獲最佳司令員獎。 

(二) 「第六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最佳表現學生 

本校F.7M陳敏祥同學，他在明報校園記者計劃中，從五百位參加者中脫穎而出，奪

得最佳表現學生大獎，他在十月廿六日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藝館，從教育統籌局

局長李國章先生手中領取獎項。 

(三) 破學界丙組50米背泳紀錄 

F.2C 梁景峰同學於十月杪學界游泳比賽中，兩破背泳紀錄，終以 30 秒 75 奪魁，成

績彪炳，為慈幼學校增光。 

(四) 第四屆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本校 F.4E 周兆鴻同學，參加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主辦，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的網上問答比賽，是次共有3500人參加，比賽人次近一萬六千人次，周同學於十一

月廿九日總決賽中勇奪亞軍。 

(五) 參加『第五十五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校際英語朗誦比賽及中文朗誦比賽結果 

中文朗誦比賽得獎名單： 

項 目    得獎者（班別）  獎項（分數） 

1. 中學二年級男子詩詞獨誦  徐樂添(2D)   冠軍(86) 

2. 中學二年級男子詩詞獨誦  殷愷琪(2D)   季軍(84) 

3. 中學一年級男子詩詞獨誦  王遵睿(1D)   季軍(86) 

 

 



 

英詩朗誦比賽得獎名單： 

班 別 姓 名 成 績 結 果 

1D 江富瑋 86 第二名 

1E 符卓康 86 第二名 

3B 李廷熙 83 第三名 

3C 張卓恒 85 第二名 

3C 陳嘉偉 83 第三名 

6M 林家軒 80 第三名 

6M 李康勤 82 第一名 

6B 鄺俊豪 81 第三名 

 

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滙報： 

(一) 本校學生參與太空人午宴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日，本校中七學生鄭達邦及容康喬，由於在三十六屆聯校科學

展覽中表現優異，獲邀參加『中國首次載人航天專家訪問港澳代表團與香港教育界

人士午宴』。宴會在當天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假香港大會堂美心酒樓舉行。除教育界

知名人士及校長外，全港僅四十多間中學約二百位學生及八間大學的學生獲此殊

榮。本校同學得以參與盛會，慈幼同人當可引以為傲。 

(二) 明日領袖高峰論壇2003 

本校派出十名同學，於十二月二日到灣仔會展新翼出席論壇，主題為「國事，天下

事」，主講者包括台灣 / 國內世界十大傑青及香港十大傑青，當日內容十分豐富，由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參加人數約有二千多人。 

 

其他校外、校內活動或比賽得獎紀錄表： 

校外/校內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得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校外 9月  紅十字會 榮譽章 F5E 34 黃奕燐 

校外 9月  紅十字會 榮譽章 F5D 4 鄭港勳 

校外 10 月 全港童軍優異旅團

童軍團競選 

香港童軍總會 2003年優異旅

團 

 童軍團 

校外 10 月 全港童軍優異旅團

童軍團競選 

香港童軍總會 2003年優異旅

團 

 深資童軍團

校內 10月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

比賽 

靈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 

中一至中三組

冠軍 

1B  

校內 10月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

比賽 

靈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 

中一至中三組

亞軍 

2E  

校內 10月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

比賽 

靈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 

中一至中三組

季軍 

3C  

校內 10月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

比賽 

靈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 

中四至中六組

冠軍 

4E  

校內 10月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

比賽 

靈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 

中四至中六組

亞軍 

5D  

校內 10月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

比賽 

靈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 

中四至中六組

季軍 

6B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初級級器樂小

提琴冠軍 

2C 19 李梓勳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初級級器樂鋼

琴冠軍 

1A 29 鄧皓荃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初級級器樂鋼

琴亞軍 

2C 22 梁璟峰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中級級器樂鋼

琴冠軍 

4D 35 楊揚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中級級器樂鋼

琴亞軍 

3B 29 顏天樂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中級級器樂鋼

琴季軍 

3B 29 黃俊彥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高級級器樂鋼

琴冠軍 

7M 19 伍擎峰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高級級器樂鋼

琴亞軍 

5A 11 林兆溢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獨唱冠軍 6B 7 方俊禮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獨唱亞軍 6B 5 蔡嘉傑 

校內 10 月 音樂雙週比賽 音樂科 獨唱季軍 7M 11 方琛宇 

校外 10 月 校際it問答比賽 IVE柴灣分校 冠軍 6M 

6B 

6B 

侯鎮邦 

李競勤 

林德興 

校內 11月 English Bulletin 
Board competition 

English Panel Form 1 1A  

校內 11月 English Bulletin 
Board competition 

English Panel Form2 2B  

校內 11月 English Bulletin 
Board competition 

English Panel Form 3 3A  

校內 12月 級際微笑行動標語

比賽 

靈德育組及公民

教育組 

初級組冠軍 2C  

校外 12月 第廿二屆全港公開

國術群英會 

康文署及香港中

國國術總會 

男子成年組外

家拳亞軍 

5A 黃銘途 

校外 12月 第廿二屆全港公開

國術群英會 

康文署及香港中

國國術總會 

男子青年外家

拳一等獎 

 吳志培 

校外 12月 第廿二屆全港公開

國術群英會 

康文署及香港中

國國術總會 

男子青年外家

拳一等獎 

 周偉豪 

校外 12月 童軍總領袖獎章 香港童軍總會  5D 隋玉山 

校外 12月 童軍總領袖獎章 香港童軍總會  5C 周銘傑 

校外 11月 電腦 OLYMPIC H.K.O.I. 銀獎 5B 蘇浚鍇 

校內 12月 級際微笑行動標語

比賽 

靈德育組及公民

教育組 

高級組冠軍 6B  

校內 12月 聖誕課室壁報設計

比賽 

課外活動小組 中一級 1B  

校內 12月 聖誕課室壁報設計

比賽 

課外活動小組 中二級 2D  

校內 12月 聖誕課室壁報設計

比賽 

課外活動小組 中三級 3D  

校內 12月 聖誕課室壁報設計

比賽 

課外活動小組 中四級 4E  

校內 12月 聖誕課室壁報設計

比賽 

課外活動小組 中五級 5A  

校內 12月 聖誕課室壁報設計

比賽 

課外活動小組 預科級 7B  

 



 

大學來鴻： 

 下列學生，他們在本校畢業後進入大學，在大學的考試中獲得學院嘉許狀，所屬大學

特來信本校加以表揚，現羅列供各位參閱： 

 畢業年份 班 別 姓 名 大學名稱 

1 F.7M 周家浩 

2 F.7M 鄭達源 

3 
2001-02 

F.7M 蔡嘉霖 

4 F.7M 黃啟輝 

5 
2000-01 

F.7M 陸信行 

6 F.7M 曾楚堯 

7 F.7M 洪金寶 

8 F.7M 林俊華 

9 F.7M 陳耀宗 

10 F.7M 趙智麟 

11 F.7M 湯皓邦 

12 

1999-00 

F.7M 曾楚堯 

13 1998-99 F.7M 張子健 

香港科技大學 

14 F.7B 陸榮俊 

15 F.7M 徐宏希 

16 F.7M 張景然 

17 

2000-01 

F.7M 陳澍輝 

18 F7M 黃偉麟 

19 1999-00 F.7M 鍾楚斌 

香港大學 

20 1999-00 F.7M 李樂恒 

21 F.7B 何浩安 

22 F.7M 程永健 

23 
1998-99 

F.7M 梁家豪 

香港中文大學 

24 1998-99 F.7M 任子賢 香港城市大學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匯報： 

早會短講 

逢週一及週四邀請老師或學生按每月德育主題分享：勤勉自律(9月)，認識自己、發展潛能

(10月)，互敬互重(11月)，良善心謙(12月) 

 

校園清潔運動 (9月至2月) 

在各班組織清潔小組(約六人一組)輪流負責在放學後清潔課室及整理書檯，培養同學對學

校的歸屬感，強化愛護校園的意識。學生會的同學更協助監察飯堂的清潔情況，並勸導同

學保持飯堂清潔。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9月至10月) 

各班自行訂定班規，並以課室十誡為題設計壁報，目的為提高同學對勤學守規的意識，並

提醒同學遵守班規的重要。 

 



 

公民教育活動 -- 反賭波規範化 

難為正邪定分界講座 (10月20日) 

邀請本校舊生立法會議員鄭家富先生主講，內容為針對賭波規範化條例，藉此讓同學明白

賭波對青少年所帶來的影響，並讓同學明白在法律上合法的，在道德層面上未必正確，藉

此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賭波自由講 (14/10及16/10) 

邀請校園電視台協助拍攝，讓同學及老師發表對賭波規範化條例的意見。拍攝片段已於11

月3日午飯時於禮堂首播。得獎同學的片段更上載於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網頁內。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網頁 

已於11月啟用，詳細介紹本組的活動及圖片花絮。 

網址：http://www.ssshk.edu.hk/~moraleducation 
 

微笑行動(11月至12月) 

(1) 透過電子感應發聲的紙板慈幼仔，鼓勵同學主動以親切的笑容與父母、師長和同學打

招呼，並以禮相待。 

(2) 舉行微笑行動標語創作比賽加強同學以禮待人的意識。 

高年級的優勝班別為6B，得獎標語：點頭微笑說聲早，校園生活更美好。  

低年級的優勝班別為2C，得獎標語：微微點頭展歡顏，笑笑問好人共讚。 

得獎的標語將會印製成書簽，派發給各位同學，藉此提醒同學以禮相待的重要。 

 

 

全方位學習活動匯報： 

東區是我家之東區面面觀(9月30日) 

對象：中一 

讓學生走出課室分組進行考察，加強學生對東區(特別是筲箕灣)的環境及設施的認識。完

成考察後便回校分組匯報，分享考察的結果及心得。 

東區是我家之登山樂(11月15日) 

對象：中一 

透過行山活動加強學生對東區地理環境的認識，完成活動後更以登山樂為題寫作記敘文一

篇。 

全方位學習小組網頁 

已於10月中啟用，詳細介紹本組的活動及圖片花絮。 

網址：http://www.ssshk.edu.hk/~lifewidelearning 

航天飛行展(11月3日) 

對象：全校各級共45名學生參加 

前往香港科學館參觀航天飛行展覽，加強學生對中國航天飛行發展的認識並提高同學對航

天科技的興趣。 

 

http://www.ssshk.edu.hk/~moraleducation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11月28日及12月15日) 

對象：中一至中三共85名學生參加 

親親熊貓大行動：(已於11月28日在本校禮堂舉行) 

海洋歷險之旅：(已於12月15日在海洋公園舉行) 

香港生物全接觸：(已於12月15日在海洋公園舉行) 

宗教繽紛Show(11月29日及12月22日) 

對象：中一及中二 

透過宗教歌曲欣賞及鮑思高話劇匯演，訓練學生創造及協作的能力，提高同學對宗教的認

識及情操。完成鮑思高話劇匯演後各同學更會以鮑思高生平為題創作文章一篇進行比賽。

優勝的作品更會代表學校參加聯校鮑思高徵文比賽 --- 慈幼會來華百週年活動之一 。 

 

球類活動滙報： 

(一) 乒乓球隊 

十月份乒乓球校隊參加了兩項學界的比賽： 

1. 十月四日及五日：中學學界精英賽，我校派兩名單打及一對雙打球員代表參賽。

本校單打代表F.5E陳鍵及F.1E陳祉謙，雙打代表為F.7M韋澤寅及F.3D周俊文。 

2. 十月十一日及十二日：第六屆國慶盃，參賽隊伍合共五十九間港九新界中學，我

校派出 F.7M 鍾禮邦（隊長），F.7M 韋澤寅，F.3A 劉路，F.3D 周俊文，F.1E 陳祉

謙參賽。比賽結果我校取得第五名優異獎。 

(二) 體育交流事宜 

本校足球隊、籃球隊及乒乓球隊一行 74 人，連同七位老師，兩位隨隊攝影師及八名

家教會成員共八十九人，於十二月廿九日早上八時正，浩浩蕩蕩向澳門出發。 

結果，足球組方面，甲、乙組打和 1:1 平手，丙組則以 5:1 獲勝。籃球組方面，由於

對方球技及身材佔優，甲、乙組均敗，我校球隊均上了寶貴的一課。乒乓球組方面，

我校幾乎全勝，可謂以技術擊倒對方，但是彼此均以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為目標。 

 

 

學生事務組出版 

 

鳴謝：今期資料幸得陳如順老師、李杞源老師、關振球老師、黃運康老師、廖秋強老師、

黃鸝兒老師、黎奕偉老師、嚴志恒老師、Ms. Maureen Bushell及社工楊姑娘提供，
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