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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長林煜泰老師的話 ~ 
 

各位同學： 

 學年大考之後，悠長的暑假又開始了，你們有沒有切實的想一想，我將如何度過這個

假期？以往的假期，我又如何度過呢？其實，應該說我們應該如何在假期前，作出計劃，

或者定下一些目標，如何善用這一個悠長的日子，過去每一年，我們可能都不外如是，在

放假前都有一些理想，想完成一些目標。但每年當放完假後，如果自我反問，在假期中，

究竟做了些什麼？卻可能一片空白，不錯，我們除了自我放鬆，所謂充一充電，多一些空

間或休息的時間外，整個假期就是這樣白白的過去了。錯過了的計劃很難重整，失去了的

時間，永遠不再重新擁有。人生最大的敵人，就是錯以為明天的時間會比今天多。One of the 
greatest enemies that we can ever face in life is the illusion that then will be more time tomorrow 
than there is today。 

 告訴你們，根據統計，人的平均壽命，以男性來說，如果你得天主的恩賜，大約只得

約二萬多天，我們一生之中，有多少時間正式在我們的計劃之中，過著我們所追求的有意

義生活呢？又有多少的時間，就正是在我們的不明不白之中胡裡胡塗地過去，差不多每一

個假期，就是在明日復明日中悄悄地溜走了，中四面臨會考的同學們，應該特別清楚時間

對你們的重要性，不夠二百多天，你們就要面對公開考試了，你們有沒有切實想一想，怎

樣善用這一個假期呢？其他的同學亦有沒有為自己的將來思考一下，怎樣未雨綢繆，努力

耕耘，為自己責任盡一些本份呢？有一句俗語說：智慧的人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而傑出

的人已正在努力耕耘。Wisdom is knowing what to do next, and virtue is doing it。 

 人生總有不足，值得改善的地方，就努力去修補一下吧。在學習上，在知識上是否可

以更上一層樓，可以有空間作更大的進取呢？當你覺得鄰居的草更青綠時，那就該給你的

草坪施肥了。If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it’s time to fertilize your lawn。 

 我相信，慈幼學生都是未來社會的精英，想做精英，實踐校訓，就必須努力，克服你

們的實力感，定好計劃，善用每一天，努力振作，不要浪費二萬多天裡的任何一天，讓暑

假的每一天都是充實的，不是虛耗青春。善用假期的每一天，成功是從「能夠」而來，失

敗則是由「不可能」而開始。Success comes in cans, failure in cannot。 

 慈幼仔是能夠的！We can！ 
 
 
               二○○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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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事務： 

(甲) 人事動態： 

本校院長斐林豐神父已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往羅馬，於六月十一日接受宗座聖經學院

聖經博士名銜口試，完成口試部份後，他亦要出版他的論文，題目是「耶穌是教會的新郎，

教會是耶穌的新娘」，據悉他已考獲聖經博士榮銜，他將於七月中旬返港。 

 

(乙) 喜訊 

(一) 本校兩名學生於本年二月八日，參加由民政事務總署贊助，觀塘扶輪社主辦之 

「全港青年繪畫比賽」獲得優異成績，現羅列於下： 

    (一) 黃志豪（5D30）榮獲西洋畫比賽中學組冠軍 

    (二) 黃俊暉（5D32）榮獲西洋畫比賽中學組優異獎 

所有入選作品將安排於本年九月四日及五日，假香港大會堂展覽廳舉行「優勝 

作品展覽會」中展出，歡迎老師同學出席欣賞。 

(二) 乒乓球組 

F.1E陳祉謙同學於 2004年田 2月 29日至 5月 9日參加由香港乒乓球總會主辦的全港青

少年乒乓球錦標賽，代表所屬球會取得少年 C組（12歲或以下）冠軍。 

(三) 2004科展 

今年，本校參加了第三十七屆聯校科學展覽，經過各組員的一番努力後，現階段我們奪

取了計劃書設計比賽冠軍。故此，我們將可連同其餘進入決賽的二十七隊於八月的「聯校科

學展覽」角逐其餘獎項。在歷屆的賽事中，我校均取得不錯的成績，所以，本屆組員眾志成

城、上下一心，以延續慈幼仔熱愛科學的精神和爭勝決心。 

為配合本年度科展主題「燃點科學，照亮生活」，我們設計了「色液鏡」，它是為了解決

現時眼鏡的不足之處而設計的。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這副眼鏡的過人之處，歡迎大家於本

年 8月 26日至 30日親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廳參觀我們精心設計的攤位，時間為早上

十時至下午六時，我們非常熱切期待你們的到來，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是我們繼續努力的原動

力。 

(四)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合主辦的零三及零

四年度各項校際體育比賽，本校勇奪男校最佳進步獎，並在男校比賽中，排名十二，同學的

努力成果，有目共覩。 

(五) 一九九九年本校畢業生任子賢的輝煌成就 

年僅二十四歲的城大博士研究生任子賢，憑可應用於 3G及 4G流動電話的「功率放大器」

研究，擊敗來自 45個國家共 72名候選者，勇奪國際微波論壇學生論文大賽冠軍，獲約六萬

港元獎學金，並成為首先奪此殊榮的亞洲學生。 

 

 
學校活動： 

(一) 集郵學會 

1) 本會於今年第五屆校際郵集設計比賽中不負眾望，F.3E謝禮光同學以郵集「琉球」獲得

B 組(十二歲至十六歲以下學生)優異獎，而 F.6B 陳奕康、施維景、F.6M 陳文偉、盧俊

勤亦以「地球的將來」郵集獲得 C組(十六歲及以上學生)優異獎，頒獎典禮已於一月三

十日在香港 2004郵票博覽會會場舉行，得獎作品並於該博覽會中(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

心一號展覽廳)展出。本會已是第三年參加是次比賽，而且連續三年均有同學獲獎。 

2) 本會邀請了郵票策劃及拓展處負責人劉林美雲女士到校演講。講座已於四月三十日放學

於 305室順利舉行，題目為「機械揀信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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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於五月廿至廿一日於午飯時間在禮堂舉行為期兩天的郵展。是次郵展主要內容是展

出三年來我校參加校際郵集設計比賽中的獲獎作品。為紀念是次郵展，本會特別設計了

一個首日封及郵戳，免費派發給每天首 35名進場參觀的同學。 

估計為期兩日的郵展約有一百多名同學到場參觀，兩天以來會場外亦有為數不少的同學

排隊等候進場，情況實屬難得一見。 

(二) 地理及環保學會 

地理及環保學會已於二月二十九日參加理工大學舉辦一個名為「愛與夢，遊」的城市定向慈善

籌款比賽。地理及環保學會代表同學在會長 F.6M歐榮業同學帶領下，在中學組比賽中奪得季軍的

成績。 

定向活動的目標在於提高同學們的團隊精神，在最短的時間內到達不同的目的地並完成任務。

該活動所籌得的款項將捐給雁心會樂幼基金。 

(三) 聯校電視台慈善音樂會 

為支援發展及戰爭中國家的兒童可以接受基本教育，由九所中學會員（即慈幼英文中學、庇理

羅士女子中學、聖士提反書院、嘉諾撒培德書院、聖安當女書院、沙田循道衛理中學、荔景天主教

中學、佛教黃允畋中學、聖馬可中學）組成的「聯校電視台」，謹訂於七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正，

在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聯校電視台慈善音樂會 2004」。該活動扣除成本後，所有收益將全

數撥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這音樂會將會是一個集合演奏及流行曲的晚會，節目有合唱團、鋼琴及弦樂表演、學生演唱、

音樂劇、樂隊及歌手表演等，敬希各家長及學生踴躍支持。票價為港幣七十元，如欲購票請瀏覽網

頁 http://concert.hkjstv.org或向嚴志恒老師及程永健老師查詢。 

(四) 戲劇組 

本校戲劇組於四月十七日參加慈幼會主辦的「慈幼會來華百週年活動－聯校話劇比賽」，當日

共有五間中學參賽，本校榮獲亞軍，而中二甲班余嘉杰同學更獲得最佳演員獎。 

(五) 宗教活動事項 

四月至五月期間，本校舉辦多項宗教活動。四月初舉行聖週禮儀及復活節慶祝活動。五月初

舉行慈幼聖召週，主題是「慈幼修士聖召」。透過連串活動，使同學了解慈幼修士的特質：服務青

少年(尤其較貧苦的青年)、在慈幼家庭團體生活及工作、追隨耶穌基督，度服從、神貧和貞潔的修

道生活。 

五月六日為青年主保聖多明我沙維豪瞻禮。今年是聖多明我沙維豪封聖五十週年。當日早上

約有三十多位老師及同學參與感恩祭。神長鼓勵同學效法聖人時常喜樂、熱心侍主，以及寧死不犯

罪的精神。 

五月廿四日為聖母瞻禮進教之佑，全體老師及同學到了堅道無原罪主教座堂參與感恩祭。主

祭梁幹潮神父在講道中提醒同學潔德的可貴；並勸勉同學在受到誘惑時，投奔到聖母的庇蔭下。 

五月是聖母月，除午飯時間有團體誦唸玫瑰經外，月底也舉辦祈禱及自助餐晚會。晚會中舉

行抽獎，中獎同學獲贈最新出版的漫畫書《聖道明沙維豪》。 

六月二日，善會結束日，全體善會導師及同學放學後於禮堂聚會。在回顧今年已舉辦的活動

後，進行善會盃頒獎。今年李納德善會成為善會盃足、籃球賽冠軍得主。足球賽亞軍是輔祭會，籃

球賽亞軍是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 

另外，我校同學在兩項「慈幼會來華百周年紀念活動」中取得傑出成績。「聯校徵文比賽(初

中組)」，2A班的紀奕駿同學及 2E班的吳子杰同學獲得優異獎。而在四月十七日於聖母書院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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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話劇比賽(中學組)」中，我校話劇組同學在導師謝達富老師的帶領下，演出《關愛青年的

鮑思高》一劇，重現聖鮑思高神父的事蹟及其關愛青年的精神，最終在其餘四間學校的競逐下獲得

亞軍。同時 2A班的余嘉杰同學憑藉飾演獄警一角，勇奪最佳演員獎。 

(六) 「同一天空下」及「濃情展現」 

由輔導組舉辦的「同一天空下之社區共融計劃」提供機會讓中二及中四同學接觸南亞裔少年（他

們就讀於地利亞修女紀念書院（百老匯）），透過數次的活動和手語學習班，兩地青少年除互相認識

和交流文化外，更一同策劃活動為聾啞人士提供服務。 

此計劃會延續至 7月中，在 9月初會在校內舉行「同一天空下之聾情化不開嘉許禮」，除了讓

同學重溫此活動花絮外，更讓參加的同學以手語表演歌曲，屆時請同學萬勿錯過。 

(七) 暑期英國遊學團 

 本校為提高英語會話能力，透過遊學，擴闊個人領域及增廣見聞，將於八月初與 EF 
EDUCATION 英孚教育合辦「暑期英國遊學」，對象為初中學生，日期由八月二日至廿三日，費用
為 23,450港元，每位同學完成分班試後，將被安排入讀 Cherwell College，共有十五位同學參加，
王鎮偉老師將會隨團出發。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四月至六月)活動簡報： 

早會短講(4月至 6月) 

逢週一及週四邀請老師或學生按每月德育主題分享：勇於承擔(4月)，我做得到(5月)，檢討過去、

計劃未來(6月) 

性教育講座(4月) 

醫務衛生署的職員到校為各級同學舉辦性教育講座。各級的主題及目標如下： 

“知情識性”(F.1)：讓學生認識到青春期的生理及心理變化，並藉此建立健康的性意識。 

“友誼與愛”(F.2)：讓學生認識到與異性相處時應有的態度。 

“忽然性騷擾”(F.3 / F.4)：讓學生了解性騷擾的定義及其法律責任。 

“「性」在有愛”(F.6)：教導學生正確處理性本能行為及懂得自律及負責。 

五四青年運動(5月) 

1. 4A文科班的同學代表學校參加 4月 30日在葵青劇院舉辦的「香港五四青年節’2004」紀念活

動。學生在活動中，一起誦讀五四宣言，承諾為國家及香港的未來，做一個全面發展、自強不

息的青年。活動完結後，學生更撰寫短文抒發對「擔負起天下興亡、時代責任」的感想。 

2. 於 5月 4日早會中，老師分享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及與當代的聯繫。同學也於早會中分享對五

四愛國精神的見解。 

3. 在飯堂中舉辦五四運動圖片展，讓同學加深對五四運動的認識，並藉此喚起同學的民族意識及

愛國的熱情。 

“我做得到”主題活動(5月) 

1. “我做得到”分享會(F.2) 

2C梁璟峰同學在學界游泳比賽中獲得驕人成績，創新學界紀錄。在 5月 7日的中二級週會堂

中與同學分享奮鬥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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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造自己(F.4) 

5月 11日新城電台 DJ – 亞 Kay及亞 Bob到校為同學介紹“型造自己”暑期訓練課程。更邀

請到創作人徐繼忠及組合 Cookies的三位成員與同學分享創作及唱歌的心得。創作人徐繼忠更

於“型造自己”訓練班中教授大家音樂創作的技巧。 

3. 挑戰潛能(F.1) 

同學透過不同的表演項目,挑戰自己的潛能;再由不同的歌手/組合給予評語,以改善自己的表

演技巧。整個活動均由中一級的同學負責。1E的符卓康同學及 1D的鍾並成同學更是首次擔任

司儀。平日跳蹦蹦的同學一本正經地演奏鋼琴及小提琴，更有多位同學演唱不同的歌曲。同學

演出投入，與專業歌手無異。組合 Sky更教同學大跳 Hip-hop，使整個活動在輕鬆的氣氛下完

結。 

“六四”十五周年 (6月) 

於 6月 4日早會中，老師講解六四事件的成因、歷史背景及意義。並透過“六四民運”圖片展，讓

同學加深對六四事件的認識及了解。 

全方位學習(四月至七月)活動簡報： 

英語節 

面試基本法 (4月 22日) 

對象：中一同學 

透過英語訪問及簡報活動，讓同學將英語課中學習到的知識和技巧應用於實際情景中。 

英語遊戲日 (5月 6日) 

對象：中一同學 

由數位外籍老師主持一些有趣生動的英語遊戲，提高同學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増強同學聽講英語的

能力與自信心。 

聯校英語戲劇工作坊 (5月 14日) 

對象：中一同學 

與嘉諾撒聖心書院戲劇學會合辦，教授同學一些舞台劇知識和朗讀英語台辭的技巧，及提供同學一

個以英語表演話劇的機會，讓同學多元化地學習及應用英語。 

奇趣數理天地 (6月 23日) 

智力大比拼 

對象：中二同學 

透過數學遊戲比賽引起同學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及提高同學的合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雞蛋撞地球 

對象：中二同學 

每組同學設計一個模型，保護從高空降落的雞蛋，讓同學透過這活動將科學的理論應用於日常生活

當中，以及發揮同學無窮的創意。 

 

 

 

PDF created with FinePrint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http://www.fineprint.com

http://www.fineprint.com


 

世界歷史之<<西方文明初探>> (6月 24日) 

對象：中一同學 

透過講座和有趣的活動讓同學認識西方文明的發祥地及其發展，並藉此了解西方文明對現代社會的

影響。 

笑談普通話(6月 30日) 

對象：中一及中二同學 

透過普通話朗誦比賽、遊戲、合唱和短劇等活動提高同學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讓他們愉快地學習

普通話。 

英語野外定向(7月 2日) 

對象：中三及中六同學 

透過英語野外定向比賽訓練同學以英語溝通的能力、領導才能及判斷能力。 

 

 

二○○四年度暑假期間之學校工程簡介 

甲.學校改善工程 (SIP) 

1. 鞏固地盤護土牆工程：由六月底開始，為期三個月。 

2. 更換升降機：由七月初開始，為期四個月。 

3. 改建部份傷殘人士廁所及加建斜坡通道：1/F至 3/F及校門入口處。 

4. 增設一條 400 Amp 電纜以配合加建中校舍：通過地下接待室至電錶房。 

 

乙. 校舍修葺/改建工程(MR04-05) 

1. 翻新天台工程及更換防水物料：包括新、舊校舍天台之全部地面。 

2. 更換各樓層電力及電器舊設備：包括開關掣板、斷路器、總開關掣、部份光管裝置及電掣

等。 

3. 維修/修補天花三合土剝落：包括室內球場天花、走廊及課室天花等。 

 

 

訃聞 

本校創校神長余佩麒神父（Fr. Tiberi Ercole）於本年四月四日下午七時三十分於羅馬逝世，享
年九十七歲，他生於一九○七年一月十日於意大利，一九二三年加入慈幼會，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

日於香港晉鐸，一九三一至三八年於澳門慈幼學校担任院長及教務主任。一九四八至五一年為澳門

備修院主任，一九五一至六零年，在香港慈幼學校担任院長一職，並創建中小學部校舍，一九六三

至六八年担任澳門粵華中學院長，他亦創建中學部校舍，聖堂及圖書館，一九六九年在澳門葡光中

學任神師一職。一九七一年，他在澳門創辦聖保祿中學，担任該校校長至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

五月，他返回羅馬庇護十一世會院休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他曾返回澳門領受澳督頒發的騎士徽

章。香港慈幼學校（中學部）舊同學會已於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六）邀請院長斐林豐神父為余神父

舉行追思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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