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一月第十期一月第十期一月第十期一月第十期 

~ ~ ~ ~ 靈、德及公民教育主任的話靈、德及公民教育主任的話靈、德及公民教育主任的話靈、德及公民教育主任的話    ~~~~    
 

慈幼學校一向重視學生在宗教及品德教育的培養。三年前，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正式成立， 

將宗教理念融入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中，為能培養同學尊重宗教的情操，引導同學成為一

個懂得自律、堅毅不屈、富責任感、為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以至世界的福祉作出承擔

的青年。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要是進行全校性的靈性及精神價值教育，透過不同的互動性的活

動去推動各種價值觀，同時亦會配合不同科組的特性及計劃，合作籌辦活動，如去年與經

公科合作舉辦選舉全接觸，讓同學認識公民責任及權利，與中史科及全方位學習組合作舉

辦廣東農村生活考察之旅，培養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與閱讀推廣組合辦親子閱讀自由

講活動，藉文章分享培養同學品德，滋養心靈。不同的活動均為培養同學對自己的生命、

別人的生命、社會及國家的承擔。你還記得以上的活動嗎？你又有沒有參與過呢？ 
 

在過去兩年，我們主要的工作，是與全方位學習組合作統籌中一級及中二級的全方位培育

計劃，利用每循環週一(中一級)及週四(中二級)的下午三節課堂，將德育價值及公民教育

滲入不同的學習活動中。在本年，我們更進一步嘗試將德育活動、全方位活動及專題研習

進行統整，並加入生活化的元素，成為中一級的生活教育課，並以小組形式進行，增加老

師及同學的互動性，同時引入同學的課後反思活動，藉此檢視同學們的學習成效。 
 

回顧這兩年，除了要感謝多位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老師，積極協助統籌及推動德育及公

民教育活動外，更要感謝在這幾年，曾協助我們推動活動的其他老師及同學們；有了大家

的參與，使各級的同學能在互相激勵、合作互勉的羣性發展動力下，去深化體會靈性及道

德價值的重要性。 
 

新春將至，在此預祝 

各位家長、老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各位同學均能在品德和學業上有所提升。 
 

願天主祝福大家！ 

杜玉燕老師 

2006 年 1 月 



 

本校消息本校消息本校消息本校消息    

(一) 本年音樂雙週由十月十日至二十一日進行，比賽結果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5 年 10 月 14 日 ( DAY 4, 星期五) 
 

2005-2006 年度中級組班際合唱比賽年度中級組班際合唱比賽年度中級組班際合唱比賽年度中級組班際合唱比賽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班別 名次 指揮姓名 名次 

4E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邵子謙 最佳指揮最佳指揮最佳指揮最佳指揮 

 

2005-2006 年度高級組班際合唱比賽年度高級組班際合唱比賽年度高級組班際合唱比賽年度高級組班際合唱比賽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班別 名次 指揮姓名 名次 

6A  田學深 最佳指揮最佳指揮最佳指揮最佳指揮 

6B  勞子俊 最佳指揮最佳指揮最佳指揮最佳指揮 

7B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A. 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 F.4-F.7 )獨唱決賽獨唱決賽獨唱決賽獨唱決賽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參賽者姓名 名次 

7B 27 楊柏寧 冠冠冠冠 軍軍軍軍 

7B 18 林嘉鴻 亞亞亞亞 軍軍軍軍 

6A 18 田學深 季季季季 軍軍軍軍 
 

B.B.B.B.    小組合唱決賽小組合唱決賽小組合唱決賽小組合唱決賽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參賽者姓名 名次 

7B  楊溢康(28)  吳家誠(22)  隋玉山(25)  楊柏寧(27) 

陳偉良(4)   陳偉豪(3)   謝瑋明(24)  林嘉鴻(18) 

黃俊暉(26) 

冠冠冠冠 軍軍軍軍 

7M  繆志勇(19)  梁智衡(16)  聶景廉(17) 

陳鶴元(1)   王偉健(26)  張家淇(5) 

亞亞亞亞 軍軍軍軍 

7M  鄧卓楷(23)   

7B  林嘉鴻(18) 

季季季季 軍軍軍軍 

(二) 今年捐血日於十二月二日舉行，當日共有八十六名師生參與。 

(三) 今年十二月九日，本校派出十名學生參加「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2005」，該研討會

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由上午八時十五分至下午五時。論壇是邀請世界傑

青，香港傑青及歌星，分享他們奮鬥成功事例。出席論壇的學生，他們來自中六

甲及乙班，他們分別為伍毅豪，陳冠豪，李汶浩，林柏榮，葉昇，勞子俊，周兆

鴻，楊揚，施碩然及李龍生。 

(四) 畢業典禮 

本年 04-05 年度畢業典禮於十二月十日於本校禮堂舉行。今年，本校邀請慈幼會

中華省會長韓大輝神父為主禮嘉賓，今年 5E 葉昇同學獲郭德勝獎學金，而全年最

佳學生獎由 4E 林英傑同學獲得。 
 



(五) 慈幼會來華百週年家家年華 

本校派出幾十名學生參與該活動，活動包括：開幕禮、醒獅點晴、攤位遊戲、武

術表演及歌唱表演。 

(六) 慈幼英文學校中小學部 55 週年校慶開放日及晚宴 

慈幼學校自 1941 年創立，並於 1951 年興建第一間校舍，是一所歷史悠久的男子中學。

一直以來，在區內作育英才，深獲同業肯定，於 2006 年 1 月 14 日及 15 日舉行的「55 週

年校慶活動」業已圓滿結束，到訪人數多近三千，可謂盛況空前。  

1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開幕禮，由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范耀鈞教

授(62 年畢業生)、影視製作人冼杞然先生(68 年畢業生)、警務處助理處長黃敦義先生(69

年畢業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湯寶臣先生(73 年畢業生)、慈幼學校舊同學會會長葉

建昌律師(73 年畢業生)、及立法會議員鄭家富律師(77 年畢業生)擔任主禮嘉賓，席間體現

了各屆舊生對母校的愛護和支持。是日活動豐富多樣，包括大型專題研習展覽、科學專題

展覽、攤位遊戲、及才藝表演等，處處洋溢歡樂氣氛，瀰漫著慈幼大家庭的團結精神。 

1 月 15 日（星期日）晚上七時正，本校假金鐘名都酒樓舉行晚宴，當晚筵開 52 席，

出席人士包括：歷任神長、中華省會長韓大輝神父、退休老師、現職老師、職工及舊同學。

由六十年代到 2005 年均有代表參加，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席上有豐富表演節

目娛賓，並安排歷屆同學與神長老師合照，令各參加者均留下美麗回憶。 

 

大學來鴻大學來鴻大學來鴻大學來鴻    

(一) 04-05 年度中七生物班蔡嘉傑同學，他入讀中大東華三院社區書院中葯副學士課

程，他榮獲書院獎學金五千港圓。 

(二) 01-02 年度中七數班蔡嘉霖同學，在科技大學榮獲最高學術成就獎，此獎項自一

九九四年成立，每年只有百分一的同學有機會獲此殊榮。 

香港大學來信，表揚本校舊同學，他倆正攻讀土木工程系，並分別獲得信興建築公司

獎學金，現羅列供各位參閱： 

畢業年份 班別 學生姓名 

2003-2004 F.7M 吳家俊 

2004-2005 F.7M 陳智仁 

 

校外獲獎校外獲獎校外獲獎校外獲獎    

(一) 本校游泳隊今年在校際水運中獲得多項獎牌，現羅列如下：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泳式泳式泳式泳式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甲組 200 米蛙式 冠軍 5D 蔡浚銘 

甲組 100 米蛙式 冠軍 5D 蔡浚銘 

甲組 4 X 50 米 亞軍  

乙組 4 X 50 米混合四式接力 冠軍  

乙組 50 米背泳 冠軍 4B 梁璟峰 

乙組 4 X 50 米混合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乙組  全場季軍  

男子團體  全場殿軍  



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十二月八日，本校慶祝無原罪聖母瞻禮。本年瞻禮主題是「熱愛生命，關心他人」，提

醒同學效法慈幼會兩位殉道聖人雷鳴道主教及高惠黎神父孝愛聖母，熱心服務近人的精

神。當日早上，教友、善會及慕道班同學偕同教友老師及家長於八時半到達禮堂參與感恩

祭，由梁偉才神父主禮，並由慈幼會士葉泰浩執事講道。感恩祭中有三位同學被收錄為慕

道者，正式學習天主教教理，預備明年復活節領洗成為天主教教友。感恩祭中也有廿六位

同學取得「領經、演講、帶經訓導班」良好証書，預備在本校的宗教活動中作服務。 

其他老師及同學則於九時正到達室內操場參與聖經誦禱，並邀得舊生羅偉聰先生作嘉

賓。之後同學們在享受瞻禮美食之餘，也參與餘興節目，包括電影欣賞、象棋比賽、智樂

遊戲、電子遊戲及卡拉 OK 等。在操場也舉辦多場籃球及足球比賽，當中更邀得香港傑志足

球隊蒞臨本校，在本校師生前示範球技；並與本校甲組足球隊進行友誼賽。 

為慶祝來年慈幼會來華百週年，慈幼大家庭於十二月十一日於觀塘翠屏道遊樂場舉行

「家家年華」嘉年華會。目的是重現昔日聖鮑思高神父在慶禮院發掘青少年身、心、靈潛

能特質的精神，劃時代地惠及今日的青少年；讓慈幼大家庭成員上下一心，共同建設今日

社會，服務青少年。當日共二十多個團體提供攤位遊戲及工作坊，包括魔術、雜耍、才藝

表演等。本校數理學會、國術組、童軍以及中七畢業班同學等也有份參與。當日早上首先

由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韓大輝神父舉行感恩祭。在進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後，便開始

萬眾期待的攤位遊戲。有關的相片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sdb.org.hk/cp/p05/p05.htm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三日是慈幼會傳教士抵達中國，開始慈幼會在中華大地青年教育工

作的百週年紀念日，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父將親臨主持各項慶祝活動。二月十四日於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將舉行開幕典禮，本校也有卅多位同學參與當中一場超過六百人演出的大

型歌舞劇，現正積極排練。 

 

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    
 

(一) 102 輔導室在 05 年 9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進行粉飾工程，並於 12 日 6 日下午由校監

陳鴻基神父及校長李益僑神父主持揭幕禮。此地名為 F.I.R.E Zone：其解構是 

F = Friendship 友情 

I = Initiative 主動投入 

R = Resilience 抗逆力 (Competence, Belongingness & Optimism) 

E = Encouragement 鼓勵 

F.I.R.E Zone 成立目的：成立目的：成立目的：成立目的：    

1. 提供一個具融洽及無壓的空間予同學及老師使用及活動； 

2. 透過舉辦定期主題活動，向同學宣揚正面的訊息； 

3. 加強同學的凝聚力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4. 透過參與管理及舉辦活動，加強同學的責任和使命感，並發展所長。 

此場地的功能是此場地的功能是此場地的功能是此場地的功能是於每星期二及四的午膳時間，由有「晴」大使提供康樂活動予同學使用，

其他時段讓輔導組舉辦活動。 

使用者對象：包括使用者對象：包括使用者對象：包括使用者對象：包括參與輔導組活動之同學，所有老師及學生，小學部社工及同學。    

場地規則除場地規則除場地規則除場地規則除嚴禁飲食和嚴禁粗言穢語外，所有入場人士必須除鞋。 

 



 

 

(二) 「導航先鋒」—「暖暖冬情—獨居長者送暖行動」已於 200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

下午 2:30 至 5:00 舉行。是次活動合共五十多名導航先鋒和中一同學參與，他們分三人一

小隊往深水埗探訪獨居的長者。 

由收集物資至包裝也是由本校的同學負責。藉着聖誕佳節的前夕，同學探訪獨居長者，不

但送上禮物，最重要的是為長者送上愛心和關懷，既可達致長幼共融，又可為中一同學獲

得一次寶貴的義工實習經驗。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靈德及公民教育組靈德及公民教育組靈德及公民教育組(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中國人的驕傲中國人的驕傲中國人的驕傲中國人的驕傲    ––––    神舟六號升空神舟六號升空神舟六號升空神舟六號升空    
日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及及及及 10101010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全程直擊神六升空消息，包括：10 月 12 日於午飯時間錄影播放當日上午九時神六升空的

片段、每日在飯堂裡的時事廣場內張貼有關神六升空的新聞資訊及在 10 月 17 日午飯時間

錄影播放神六回航的片段，與同學一同見證中國航天科技歷史新的一頁，感受中國人的光

榮。 

 

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課室十誡壁報設計比賽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 月 

各班同學投票選出各班的課室十誡，並以課室十誡為題設計課室內的壁報，加強學生的記

憶及印象。 

得獎班別包括： 

初中組：冠軍 2B、亞軍 3B、季軍 3A 

高中組：冠軍 4A、亞軍 6A、亞軍 4C    

    

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及及及及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藉攤位遊戲、藝術表演、民間小食試食等活動，讓同學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透過欣

賞中華民族文化的傳統，提高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更透過義賣籌款活動，讓同學向國

內的學童表示關懷。而今年的午間派對義賣籌款活動，共籌得港幣 1000 元，所有收益將捐

贈鮑思高慈善基金會作為資助國內學童之用途。 

    

專題講座：健康就是美專題講座：健康就是美專題講座：健康就是美專題講座：健康就是美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邀請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為中二級同學進行講座，並透過康服者的現身說法，讓同學了解

厭食症和暴食症的成因及影響。 

 

午間時事論壇午間時事論壇午間時事論壇午間時事論壇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本年度(2005-06)首次的午間時事論壇，已 12 月 9 日中午時間在禮堂舉行，目的是提高同

學對時事的觸覺。今日的論壇以禽流感為題，讓同學提高對疫症的關注，並讓同學自由發

表對疫症預防的措施。意見最好的同學會得到書劵作獎勵。結果徐韋堯(F.4E)和羽顥德

(F.5C)同學得獎。 

 



 

專題活動：探討專題活動：探討專題活動：探討專題活動：探討賭博賭博賭博賭博的的的的禍害禍害禍害禍害    

中三、中五中三、中五中三、中五中三、中五級級級級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    --------「癮爾為誡「癮爾為誡「癮爾為誡「癮爾為誡    」」」」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F.3)(F.3)(F.3)(F.3)、、、、12121212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F.5)(F.5)(F.5)(F.5)    

為了傳遞賭博禍害的訊息，本校邀請錫安社會服務處為中三及中五級同學舉辦預防青少年

賭博問題講座--「癮爾為誡」。 

中四級中四級中四級中四級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    --------    「屹立不賭行動」「屹立不賭行動」「屹立不賭行動」「屹立不賭行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F.4)(F.4)(F.4)(F.4)    

本校參加了香港教育城主辦的「屹立不賭行動」。教育城於 12 月 15 日到校在中四週會中，

為同學介紹「屹立不賭行動」的目的，並特別為本校邀請到 7A 班戲劇組為同學演出一套互

動話劇「天下第一蛙」，探討青年人賭博的問題。 

飛躍舞台卡啦飛躍舞台卡啦飛躍舞台卡啦飛躍舞台卡啦 OKOKOKOK 大賽大賽大賽大賽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飛躍舞台卡啦 OK 大賽決賽已於 22-12-2005 午飯時間在禮堂舉行。從廿五組參賽者中成功

地進入決賽的八組，分別在決賽中唱出自己的首本名曲，爭奪獎項。我們更邀請到新城娛

樂台 DJ 何基佑先生為我們擔任評判。結果由 F.2A 吳翰寧同學奪得冠軍，F.3A 仇港廷同學

奪得亞軍，季軍是 F.3B 盧文軒同學。同時為配合本月份靈德育主題：熱愛生命，關心他人，

在場外更設有捐款箱，歡迎同學自由捐獻，鼓勵同學在聽歌的同時也慷慨解囊，為第三世

界的兒童籌款。今次活動共籌得港幣五百元，所有收益均用作捐助世界宣明會之用。 

 

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    關心他人」關心他人」關心他人」關心他人」    

中六、中七中六、中七中六、中七中六、中七級級級級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    --------「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    關心他人」關心他人」關心他人」關心他人」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 月 22 日日日日(F.7)(F.7)(F.7)(F.7)、、、、12 月 9 日日日日(F.6)(F.6)(F.6)(F.6)    

為了配合本月靈德育主題--「熱愛生命，關心他人」，透過影片分享及分組討論在第三世界

中飢餓問題的原因及解決方法。 

中二中二中二中二級級級級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    --------「種族和諧工作坊」「種族和諧工作坊」「種族和諧工作坊」「種族和諧工作坊」 

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9999 日(F.2) 

為了配合本月靈德育主題--「熱愛生命，關心他人」，本校特別邀請了民政事務局種族關係

組活動推廣主任石綺慧小姐，為中二級同學主講「種族和諧工作坊」的活動，介紹同學認

識居港的南亞裔人士的生活及困難，從而喚起同學關心他人的心。 

 

專題活動：探討世貿部長級會議對香港及世界的影響專題活動：探討世貿部長級會議對香港及世界的影響專題活動：探討世貿部長級會議對香港及世界的影響專題活動：探討世貿部長級會議對香港及世界的影響    

世貿世貿世貿世貿展板展板展板展板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555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透過展板介紹，讓同學認識世貿。同時，為配合十二月份靈德育主題：「熱愛生命 關心他

人」，藉世貿所鼓吹的公平貿易原則，帶出「貿易存公義 關愛遍全球」的訊息。此外，更

藉報導世貿部長級會議中香港警方與南韓示威農民衝突事件，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探討問

題。 

中三、中五中三、中五中三、中五中三、中五級級級級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週會活動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世貿世貿世貿世貿    」」」」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F.5)(F.5)(F.5)(F.5)、、、、1212121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F.3)(F.3)(F.3)(F.3)    

透過影片分享及討論，讓同學對世貿有更深入的認識。 



 

親子閱讀自由講親子閱讀自由講親子閱讀自由講親子閱讀自由講    
    

與閱讀推廣組合辦，每月首個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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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分享。 

第二期(10 月 3 日)的文章配合十月份靈德育主題 – 認識祖國，以楊利偉的奮鬥故事為

題，學習中國人那份堅毅不屈的精神。 

第二期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A 伍庭鋒、2B 謝安蓀、2E 柳啟堅、3C 梁浩輝、4E 薛秋隼 

第三期(11 月 2 日)的文章配合十一月份靈德育主題 – 克盡公德，與同學一起探討公德心

的重要。 

第三期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B 譚偉傑、2E 李展澄、3A 方志滔、4E 黃澤森、5A 徐永泰 

第四期(12 月 7 日)的文章配合十二月份靈德育主題 – 熱愛生命、關心他人，與同學一起

探討生命的意義。 

第四期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C 蔡澤朗、2E 柳啟堅、3B 何鈺基、4B 洪豪杰、4E 徐韋堯 

**有關以上活動的詳情，歡迎瀏覽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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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頁內，除了可瀏覽各活動之花絮及重溫早會短講外，更可觀看每月靈德育主題闡釋及

收聽本年度主題曲。  

 

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    

全方位學習近況：全方位學習近況：全方位學習近況：全方位學習近況：    

((((一一一一) ) ) ) 創意無限創意無限創意無限創意無限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為發揮學生的創意，全方位學習組於中二級舉行了一個名為「創意無限」的活動。這個活

動共分開四部份。第一部份是學生觀看了一段無聲影片後，配合劇中的內容，並加入自己

的想像力去配音。第二部份是學生需要扮演一些物件，將這些物件生動地表達出來。第三

部份是同學需要運用想像力去將一些物件重新演繹，介紹給大家。至於最後一部份是學生

於課後完成「廿一世紀產品狂想曲」的工作紙，內容是要學生運用想像力去構思一些新產

品，結果 2A 林家明、2C 林民樂、2E 易家駒獲得天馬行空獎，2A 林家俊、2A 王信鈞、2D

陳卓豪、2D 林忠漢獲得最實用大獎，2C 梁學淵、2D 鍾卓輝獲得最具創意獎，而 2D 黎家偉

獲得最具能源效益獎。 

((((二二二二) ) ) ) 健健健健康生活之旅康生活之旅康生活之旅康生活之旅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為了加強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和關注，中一級專題研習環繞「健康生活」這個主題進行。

而為了讓同學進行資料搜集，同學分別前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藥物資訊天地」、

「醫院管理局 – 健康資訊天地」、「聘珍樓飲食集團」以及東區各體育館進行參觀活動。

當日由專人講解設施，讓同學對於參觀地點及與健康生活相關的資料有更深入的認識。在

此更特別感謝當日有參與協助的家長義工。 



 

((((三三三三) ) ) ) 家居安全一分鐘家居安全一分鐘家居安全一分鐘家居安全一分鐘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中一級生活教育科全方位學習活動「家居安全一分鐘」已於 11 月 23 日舉行。是次活動

是希望學生可以透過話劇去了解到家居安全的重要性，並於日常生活中能夠加以注意。經

過完各組的精彩演出後，結果由 1D2 組獲得冠軍， 1C2 組獲得亞軍， 1C3 組獲得季軍。 

((((四四四四) ) ) ) 宗教繽紛宗教繽紛宗教繽紛宗教繽紛 SHOWSHOWSHOWSHOW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12121212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中一及中二級宗教繽紛 SHOW 已分別於 12 月 14 日及 11 月 28 日舉行，是次活動邀請了校監

陳鴻基神父及梁偉才神父作評判。同學的認真參與，落力演出，使評判於選出優勝隊伍時

亦大感頭痛。結果由 1D 班奪得冠軍，亞軍為 1B 班，季軍為 1C 及 1E 班。 

((((五五五五) ) ) ) 神舟六號代表團訪港──太空人「與香港學生真情對話」講座神舟六號代表團訪港──太空人「與香港學生真情對話」講座神舟六號代表團訪港──太空人「與香港學生真情對話」講座神舟六號代表團訪港──太空人「與香港學生真情對話」講座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神舟六號代表團於 11 月 27 至 29 日到港訪問，而訪問最後一天於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

行了「與香港學生真情對話」的講座。是次講座由教育統籌局主辦，我校當天亦有學生參

加。看見太空人到場的一刻，全場觀眾亦報以熱烈掌聲以作支持。 

((((六六六六) ) ) ) 楊丞琳與學生主持談談台灣文化活動楊丞琳與學生主持談談台灣文化活動楊丞琳與學生主持談談台灣文化活動楊丞琳與學生主持談談台灣文化活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本校有幸邀請台灣歌手楊丞琳小姐於 12 月 14 日蒞臨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談談台灣文

化。是次活動是安排給中三級同學參加，並由全方位學習組與普通話科合辦。活動中，同

學與楊小姐進行一個認識台灣文化的「收買佬」遊戲，以及與楊小姐探討台灣文化。楊小

姐更表示本校學生很熱情，令她感到很驚喜。 

((((七七七七) ) ) ) 說話技巧工作坊說話技巧工作坊說話技巧工作坊說話技巧工作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為了讓同學於專題研習博覽中能夠清晰介紹展品給嘉賓認識，全方位學習組於中二級舉辦

了「說話技巧工作坊」。活動中，老師播於了一些去年同學介紹展品時的片段，讓同學能夠

從錯誤中學習，並從一些良好的示範中吸取經驗，以改善同學的說話表達技巧。 

((((八八八八) ) ) ) 參觀海下灣海岸公園參觀海下灣海岸公園參觀海下灣海岸公園參觀海下灣海岸公園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22200500500500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為提高學生認識及關注海岸公園的海洋生態及存護工作，全方位學習組帶領學生到位於西

貢海下灣海岸公園進行考察。是次活動由專人進行講解，並安排學生觀察珊瑚群落及海洋

小生物。 

全方位學習小組網頁 

有關全年活動詳情及活動花絮，可瀏覽全方位學習小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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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