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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主任的話 ~ 

『老師，今天放學媽媽約我去買東西，不參加課外活動，可以嗎？』 

『老師，明天要測驗，今天放學不來課外活動，可以嗎？』 

其實，你們明白為甚麼要參加課外活動嗎？課外活動不因為它『課外』而變得『不重要』，正

因為它『課外』而變成不能缺少。它是終生學習的動力，而且是由興趣引發學習的推動力；沒有它，

將來的生活會變成單調乏味，變得無所事事，飽食終日且漫無目的，你說可惜不可惜？ 

我常感到有目標的工作一定有終點，事工完了便會放下重擔，目標追求者恐怕要有新任務出現

時才有新動機去工作。但課外活動是延續的，無止境的，只要你的興趣還在你就會繼續，直到你提

不起興趣為止。興趣不是責任，是自發的，不是強迫的。要維持興趣卻有時要責任來幫助。當我們

對活動投入了感情和期望，我們就不期然對活動的十全十美有所憧憬，在求全之心驅使之下，我們

對活動就會全力以赴，我們因此對活動就有了責任感。這樣的進展就令到我們以延續活動而奮鬥，

這樣我們就有一個人生的目標，有別於其他強調目標的工作。這個人生目標在我們的生活裡添上了

色彩，生活也因而變得多彩多姿。 

同學們，你想有怎麼樣的將來？只有重擔的生活還是有意義的生活？為自己的人生奮鬥還是仰

人鼻息?這一切都由你對課外活動的態度來決定。我們一齊來對生命奉獻，正如教友們為宗教投入

熱誠一樣，為將來鋪設錦繡的道路。 

 

                                                             關振球老師 

學校事務  

(一) 一月三十日舊同學回校日（星期日） 

每年一度舊同學回校日，當日早上九時開始，歷屆畢業舊同學，部份更帶同家眷回校參加聚會，

早上有足球比賽，而下午有自助餐聚活動，當日約有四百多位人士參加，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

集」，真正體現慈幼大家庭的可愛可親！ 

(二) 一月卅十一日會祖暨感恩節活動 

今年感恩節活動在一月卅一日（星期一），於室內球場進行，陳鴻基神父為大會嘉賓，同學隨

向院長致送禮物外，更向全場老師、助教及工人送禮物，感謝他們培育之恩。 



 
(三) 中華省會長視察 

慈幼會中華省會長於二月廿一日到本校視察，除了與老師交談外，更與多名學生面談，分享他

們在學校學習的經驗。 

(四) 班主任時間 

為使班主任與同學的多些溝通了解，由二月廿四日（星期四）開始，逢星期四早上八時十分至

八時二十分為班主任時間，班主任會利用此段時間與班內同學交談，了解並協助班務的推行。 

(五) 中一生網上查功課 

本校為使家長了解其子弟在學校的功課情況，由二月廿一日起，中一級家長可在本校

網頁，查閱老師給予學生的功課，此舉令家校合作更進一步。 

(六) 校董視察 

本校校董會成員於三月十八日到本校視察，分別到校長、主任、老師及不同級別學生面談，了

解及關注他們的問題。 

(七) 早會 

學校為鼓勵同學自發性討論，建立班會凝聚力，並提高自信心，逢星期二及星期五的早會，將

交與不同班別，以不同語言作分享，逢星期二是以英語進行，逢星期五以普通話進行，其安排如下： 

星期二（英語） 班別 星期五（普通話） 班別 

12-04-05 3E 08-04-05 3A 
19-04-05 2D 15-04-05 4A 
03-05-05 1B 29-04-05 2A 
10-05-05 3B 06-05-05 4E 
17-05-05 2E 13-05-05 1A 
24-05-05 4D 20-05-05 3D 
31-05-05 2B 27-05-05 1E 
07-06-05 4C 03-06-05 4B 

  10-06-05 1C 

(八) 大學來鴻 
下列學生，他們在本校畢業進入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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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姓名 大學名稱 

1 2001-2002 7M 余仲仁 港大 
2 2002-2003 7B 繆敬文 浸會 

教務組  

(一) 優質學校計劃 
本校參加由教統局資助、中文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主辦的「優質學校計劃」，為期兩年。希望透

過大學與學校的協作，全面提升學校的教學效能，從而建立良好的學校文化，令學校不斷自我完善。

在專家的協助下，學校因應本身的需要，推行不同類型的學與教計劃。期望能有系統及持之以恆地，

去評鑑校內推行的各項工作的質素和成效，促進學校自我完善，提升教育素質，並為校外評核作好

準備。另外，為了加深老師對自評及外評工作的了解，學校已於四月二日 (星期六)舉辦了一個學

校自評工作坊；未來的日子裏，學校將安排更多的校本培訓，使老師更能掌握自評的工作。 



 

(二) 飛鷹計劃 
為協助部份中一級學生建立自我學習管理能力，以培養他們更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本校在舊

同學會資助下，於下學期聘請了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在校內舉辦一個名為「飛鷹計劃」的活動。

由三月七日至六月十日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參與活動的學生須留校完成家課，並參與各種主題

活動 (例如，時間管理技巧、讀書方法等等)，使他們在學習技巧上有所提昇。 

校外活動  

(一) 慈幼會來華百週年活動預告 

項目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1. 慈善獎券 9/2005  各間學校 每位學生十張， 

每張十元 
2. 慈善晚宴 15/10/2005 晚上 九龍假日酒店 五萬元一�E 
3. 嘉年華會 11/12/2005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官塘翠屏道運動場 活動及表演 
4. 開幕彌撒 15/02/2006 下午三時 主教座堂 各學校代表 50人 

及二十位領袖生 
5. 開幕典禮 16/02/2006 下午五時 政府大球場 全體師生出席 

(二) 宗教活動 

復活節是天主教最重要的慶節，今年本校有五位同學領洗，加入天主教。另外，我們於三月期

間舉辦多項宗教活動。 

首先為各級教友同學分別安排週年退省。透過遊戲、分享、祈禱、靜思及感恩祭等活動，讓同

學檢視過去及展望將來的生活，走成聖的道路。退省在新落成的西灣河協青社賽馬會大樓十三樓思

高中心舉行。此外，教友老師及牧民助理也參與聯校公教老師退省。 

二月廿八至三月四日是一年一度的宗教週及慈幼傳教週，今年的主題是「生命之糧」，特別介

紹聖體聖事。活動包括：感恩祭用品展板展覽、慈幼會來華百週年展板展覽、聖物售賣、配帶十字

架日、午飯時間播放宗教歌曲及派發福傳物品、拜苦路、講座：從中國飲食文化到天國神糧、貧富

午餐等。 

貧富午餐在午飯時間舉行，門�p收入在扣除開支後，將捐贈作慈幼會傳教及教育事業之用。貧

窮餐包括一個麵包及一樽水，有些同學甚至獲發更貧窮餐，只有水一樽；這也鼓勵獲享富有餐的同

學與其他同學們分享。一位獲發貧窮餐的同學表示，雖然他在這次貧富午餐只吃到一塊麵包，卻能

令他了解窮人飢餓時的感受；而且也可以實際地幫助有需要的人，他感到十分愉快。 

另外，輔祭會在三月五日舉行的慈青日中，憑著早前為柴灣兒童之家的小朋友的福傳服務活

動，獲得了慈幼會來華百週年義工服務比賽優異獎。 

最後，慈青考章計劃現正展開。預備好的善會會員可向導師展開考章程序。 

(三) 集郵組 

本校集郵組兩位同學劉學勤（3C17）及魏銘新（3C28）參加第六屆校際郵集設計比賽，參展

題目為「飛之夢想」，結果獲得季軍，其作品將於四月十四日至廿七日，於中環郵政總局地下郵展

廊展覽。 

 



 

 (四) 視覺藝術科學生獲獎名單 

2004國際稻米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主辦機構：香港保良局 

去年十一月本校同學參加由香港保良局主辨的（2004國際稻米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是次比

賽共１９個國家／地區的學生參賽，本校同學於是次比賽的表現出色，獲得賽事之多個獎項。 
F4D 張曉晴  校內比賽優異獎 
F5B 吳騰翔  校內比賽優異獎 
F4C �m灝庭  校內比賽季軍香港賽３等獎世界賽３等獎 
F5C 劉�F生  校內比賽亞軍香港賽 1等獎 
F5B 陳灝鈞，林頌善  校內比賽冠軍香港賽 1等獎 世界賽３等獎 

(五) 校際乒乓球賽成績 

本年度本校乒乓球校際成績優異，成績及有關同學名單如下： 

(1) 第二組乙組殿軍：隊長周俊文，隊員劉路、吳進業、張家豪、羅之驊。 

(2) 第二組丙組亞軍：隊長陳祉謙，隊員楊秉和、鄒煒杰、梁超峰、葉培聰。 

(3) 第二組團體總季軍：總隊長陳鍵，副總隊長趙毅。明年度本校校隊將升上第一組作賽。 

（註：校際乒乓球賽參與學校數目共一百二十多間，包括第一組八間學校，第二組十六間，第

三組超過一百間） 

全方位學習活動  

1. 《人口中弓Ⅱ》(24-1-2005) 

帶領中三級的同學到荃灣大會堂欣賞由赫墾坊劇團舉辦的創意思維教育節目《人口中弓Ⅱ》，

讓同學認識創意思維，以不同角度去思考和探索問題，不受常規所限，發展創造力及培養勇

於創新的精神。 

2. 參觀《香港科學館》(4-2-2005) 

在下學期，中二級的同學將參與一個名為「探索大自然」的專題研習項目，透過搜集資料、

匯報、製作報告書等活動，加深同學對大自然的認識，並增強他們的九種共通能力。為引起

同學對大自然的探究動機，全方位學習小組率領了中二級的同學前往參觀「香港科學館」，由

專人講解館內的設施及展品，並參與一連串有趣的科學實驗。 

3. 《太空探索之旅》(19-2-2005) 

於農曆新年假期中帶領初中的同學參觀太空館，藉不同的探索活動，讓同學從不同的角度認識

天文學。活動內容包括<太空夢工場>、<星際漫遊>和<探索全宇宙>。 

<太空夢工場> 

由太空館的職員帶領同學參觀全天域電影的製作工場及影片播放室。 

<星際漫遊> 

同學走進天象廳中欣賞全天域電影<太空之旅>，親身感受一下漫遊太空的震撼感覺。  

<探索全宇宙> 

自由參觀太空館的兩大展覽廳：太空科學展覽廳和天文展覽廳。讓你在十五個展覽區中自由發

掘有趣的天文知識，還可體驗在月球表面上漫步的感受。 

 



 

4. 《專題研習博覽會》(26-2-2005) 

這個博覽會的目的是讓同學將專題研習過程中蒐集回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及製造模型後，在這

個博覽會中向嘉賓展示及講解，藉此增強同學的溝通能力和自信心，並讓同學們彼此分享學習

的成果。 

是次<<專題研習博覽會>>的主題分別是中一級的<我們的理想校園>和中二級的<中國文化博覽

>。當天場面非常熱鬧，同學們使出渾身解數，向來賓講解，而家長和嘉賓們除了踴躍提問外，

亦投票選出他們最喜愛的攤位和最佳講解員。 

5. 中三級《宗教繽紛Show》(12-3-2005) 

與宗教科合作，透過話劇比賽、宗教歌曲分享、大合唱及小型音樂劇等活動來提高同學對宗教

的情操。 

6. 《香港面面觀》簡介會及實地考察技巧工作坊 (14-3-2005) 

向中一級同學介紹下學期的《香港面面觀》專題研習計劃，並教授同學實地考察的技巧，為三

月廿二日的實地考察作好準備。 

7. 《香港面面觀》實地考察活動 (22-3-2005) 

帶領中一同學走出課室，運用他們所學的知識來探討城市問題，同時提出他們對環境的改善建
議。同學在整個實地考察的過程中，會透過觀察、街頭訪問、交通流量統計和製作橫斷面圖等
技巧取得第一手資料，藉此增強同學的自信心和學習技巧，並培養他們對社區的關心，對香港
有多一分歸屬感。當天，全級中一的同學共分為二十五組，由各組的導師分別帶領到中西區、
觀塘區、油尖旺區、灣仔區和東區進行實地考察。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1月至 3月)活動 

早會短講 

邀請老師或學生按每月靈德育主題分享：檢討過去、計劃未來(1月)，積極參與(2月)，放眼世界、

關心他人(3月)，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懂得自律、富責任感及為人服務的精神。 

親子閱讀自由講 

與閱讀推廣組合辦，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一將派發不同主題的文章給學生，並邀請家長與子女一

同閱讀及投稿，以分享意見。 
第九期(1月 3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E林�岐鴃B2A李銘澤、2D陳均濠、2D藍天賜、2D黃偉倫 
第十期(2月 21日) 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2B蔣璟宜、2D方�妓說B2D黃卓謙、2D盧皓翔、3E張奇�] 
第十一期(3月 7日)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D姚俊、2A廖煒程、2D盧皓翔、2D藍天賜、3E忻浚賢 

專題講座(1月) 

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安排不同的專題講座： 

1. 成長路上 – 我在黑社會的日子(1月 4日) 
邀請香港善導會為中二級同學進行講座，由曾經誤入歧途的人士現身說法，鼓勵同學

在成長路上小心選擇朋友。 

2. 友誼與愛 – 如何與異性相處(1月 6日) 
邀請公教婚姻輔導會為中二級同學進行講座，透過分享及互動遊戲，讓同學明白與異 
性相處之道。 
 



 
3. 知情識性(1月 11日) 
邀請醫務衛生處的職員到校在中一級各班的課室中進行性教育講座。 

2004年十大新聞選舉(1月 10日及 11日) 

在1月 10日及11日進行，透過展板及播放新聞片段，回顧04年香港及國際所發生的大事，並透

過投票訓練學生思維，並對時事作出批判。在這次活動中，全校投票人數共有330人。同學除了可

選出心目中的 2004年大事外，更可藉文章分享，對時事作出評論或抒發個人的意見。 

南亞地震及海嘯悼念活動(1月 13日至 1月 14日) 

在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約有80位中五級的同學參加了由國際扶輪 3450地區舉辦的「十萬個心意」

大行動，同學所寫的心意咭將由救世軍送到受災兒童的手中。而國際扶輪3450地區更會就每張收

到的心意咭捐出港幣十元，以協助南亞地震及海嘯的生還兒童。 

校園清潔運動(2月) 

第一階段的校園清潔運動(九月至一月)已完成，班際清潔比賽的得獎班別如下： 

初級組：3C、1E及3E 

高級組：7M、4E及5C 

中五及中七惜別會 – 告別校園時(2月 23日及 25日) 

日期：23/2 (中七)及 25/2 (中五) 

藉重�h校園生活的片段，歡送中五及中七同學，讓他們留下美好的回憶。在惜別會中各同學均獲得

光碟一隻，記載了同學不同階段的校園生活片段。 

真心真意 – 感恩樹、感恩角(2月 26日) 

同學在感恩咭上寫下一些讚美或感謝父母、親人的說話，並利用各人的感謝咭製成感恩樹，於 2月

26日家長日擺放在學校地下電梯旁，供家長參觀。部分的感謝咭更張貼於各課室門外的感恩角，供

各班家長觀賞，感受各同學的心意。 

「傷健共融展才華」嘉年年華會(3月 4日、3月 9日、及 3月 10日) 

透過不同的攤位遊戲及展板，加深同學對智障人士的認識，並透過與智障人士真情對話，接觸智障

人士，藉此認識他們的需要，並消除對智障人士的誤解及偏見。 

「我最寶貴的」分享會(3月 15日) 

為配合三月份靈德育主題：放眼世界、關心他人，除了與各級同學討論心目中最寶貴的東西，藉此

讓他們明白自己比那些第三世界上的人比較是多�l幸福，從而學會關心他人及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之

外，新城娛樂台DJ – 亞Kay、嘉賓Viann及唐寧更到本校為中四級同學分享在中國偏遠山區做義

工的經驗，及在非洲拍攝電視劇的所見所聞。嘉賓分享後，更到台下與同學們一起觀看有關雲南山

區實況的影片。 

《愛！？》(3月 23日) 

中英劇團到本校為中四級同學演出話劇《愛！？》，透過互動式的話劇和活動，讓同學反思「愛情」

的意義，並對社會上存在的各式各樣「愛情觀」提高意識，而非全無過濾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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