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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第十九期第十九期第十九期第十九期 

~ ~ ~ ~ 副校長的話副校長的話副校長的話副校長的話 ~                                          ~                                          ~                                          ~                                         鄭嘉適副校長鄭嘉適副校長鄭嘉適副校長鄭嘉適副校長            

 若果一個人，他做人的態度積極，對自己有要求，處事認真，能把握機會，有目標，凡事都全力以赴，我們相信他做事成功的機會很大，未來的事業會有良好的發展。 每到四月，中五及中七的同學皆忙於應付公開考試，可說是對他們五年或七年學習的成果作一個評估。近年我們的同學在公開試的成績不斷進步，有出色的增值表現，例如會考中文科去年獲最高的九級增值，值得讚賞。有良好表現的同學，通常都具有正面而積極的態度。 一日之計在於晨，每日同學回校上課，入校門後皆要拾級而上。象徵日日學習，天天向上。同學們每日努力向上的習慣，在不知不覺間養成！在物理科未有教師評審制度的歲月裡，復活節假期是中七同學回校操練實驗技巧的日子，以準備公開試中的實驗考試。在為期三日的實驗考試期間，每日在上午考試的同學多會在考完試後，不管應考的試場多遠，都趕返學校向老師及尚未考試的同學通報考試的情況，好讓老師及同學，可以探討下午或翌日可能考核的實驗和技巧。試想想有一位同學在西環考完試後，輾轉乘車及步行回到校門，再一口氣跑樓梯到六樓實驗室，在停課一段日子後，要上這許多的梯級，肯定是一種體力挑戰，這種為同學的無私的奉獻，能不令人感動？有一年，一位中七同學滿頭大汗，氣喘喘地跑到實驗室，對我說：「阿 sir，恭喜你，你的兒子出世了！」原來是家人致電校務處找我，通知兒子已經出生的消息。而書記見有中七學生回校，託他轉告本人。於是造就了一個機會，讓師生分享一個小生命誕生的喜悅，是這許多年來師生為考試共同努力的一個小插曲。 每年的聖誕節、農曆年假、復活節、暑假等，皆成為眾多老師為中四或以上級別同學補課的繁忙日子。在老師著緊及指導下，同學間能互相扶持和朝向目標悉力以赴。會考成績躍進，實在理所當然。 可惜，人性也有軟弱的一面，有時我們會遇上態度消極的人。他們處事不認真、不能忠於所事、做事沒承擔、卻常諉過於人；又或逃避、拖延應做的工作。這類人能成功地完成一件事的機會不高，能有好表現的機會不大。面對黑暗，人們會忐忑不安，而不安的情緒，會影響工作的效率和成效。只有面向光明，心情會開朗，才容易成事。 曾經有一位舊同學，有興趣製作一種傳統食物“噹噹糖”，他借機與街邊小販攀談，付錢請求教授，但關鍵部分的技巧仍然需要在實際製作時自我探索。經歷多翻挫折，仍鍥而不捨，以至於成。他曾當小販，在地鐵站附近販賣他的心血成品。在當年，他在一片看淡，被認為沒有機會上大學的情況下，就憑著這股堅毅不屈的精神，奮力學習，終能一圓大學夢。 積極進取的態度，猶似一個人面向太陽，陰影只會在他的背後。正確而積極的待人處事態度，助人向璀璨的未來邁出極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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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     
(一)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事宜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事宜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事宜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事宜：：：：     i.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邀請一九八二年畢業舊生蔡子強先生  回校，與中四及中六級同學舉行講座，題目為「美國大選候選人看政治領袖的特質」。  ii. 鄭雨滇鄭雨滇鄭雨滇鄭雨滇先生訪校先生訪校先生訪校先生訪校：：：：  本校升學就業輔導組於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邀請鄭雨滇先生回校作專題講座。他為香 港現役騎師，於 1997年離校往香港賽馬會騎師訓練班，他是最快完成香港賽馬會指定 55 場賽事冠軍畢業的見習騎師。他從出賽以來勝出二百多場頭馬，去年更創了個人最佳賽 績，一季內勝出 40場頭馬，是現時華籍騎師中贏出頭馬最多的一位。在講座中他與當年 同學陳宇航老師一方面敍舊話當年。除了細說自己的擇業和奮鬥經歷外，還以馬喻人：一 匹馬只要發揮牠的最高潛能，便是最好不過的事 --- 做人也是一樣。同學在講座後踴躍 發問，氣氛熱烈。  
(二) 輔導組事宜輔導組事宜輔導組事宜輔導組事宜：：：：          本校輔導組原定於四月為本校中二及中六級同學舉辦「共創成長路野外求生營」，但因流感肆虐，將延期至五月三日及四日舉行。而中一與中四之歷奇訓練營改為六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舉行。  
(三) 奧運全接觸奧運全接觸奧運全接觸奧運全接觸：：：： 

 為迎接八月份舉行的北京奧運會，本校於四月至五月期間舉辦「奧運全接觸」的主題活動， 讓同學更全面認識這項大型活動，提倡積極參與運動，並藉此機會提昇同學的國民意識。「奧 運全接觸」的活動包括有：金牌運動員訪校、滑浪風帆示範、學生會奧運常識問答比賽、室 內划艇比賽及足毽比賽等。  四月三日下午，本校聯同小學部一眾師生參與了金牌運動員訪校的活動。當天，我們十分榮 幸邀請到 1996年奧運會滑浪射帆金牌得主李麗珊博士，蒞臨本校訪問及主持「弘揚奧運精  神」的講座。除了李麗珊博士蒞臨本校外，還邀請到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湛家聲先生主 持剪綵儀式。當日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有：李麗珊博士演講、中學部同學分享《北京見 聞》、小學部同學體操表演、跆拳道表演、中學部國術組武術表演及舊生麥子豪歌唱表演，  結果在一片歡呼聲中，完成當日的節目。  希望同學能透過是次活動，明白運動的重要性，更能認識「奧運精神」，做到「更快、更高、  更強」挑戰自我的精神。  
(四) 語文活動事宜語文活動事宜語文活動事宜語文活動事宜：：：： 

 本校中國語文科於四月五日 (星期六) 邀請前無線主播魏綺珊小姐，現為機管局傳訊經理， 蒞臨本校，與中四及中六級同學主持講座，主題為「戲劇人生」。藉此指導同學在說話技巧  及話劇與人生的意義。  
(五) 「「「「樂施滅貧利是樂施滅貧利是樂施滅貧利是樂施滅貧利是」」」」大行動大行動大行動大行動：：：： 本校由課外活動組組織全校師生，參與「樂施滅貧利是」收集大行動，經點算後共有 $13985.80。樂施會邀請本校代表出席 2008年 4月 17日於突破中心地庫禮堂之頒獎典禮，接受「感謝獎狀」。     
(六) 拾金不昧拾金不昧拾金不昧拾金不昧  公開表揚公開表揚公開表揚公開表揚：：：：     本校學生 5A 廖智健 及 5D 何家煒 同學，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四) 晚上在 8P 巴士 拾獲銀包。他倆立即聯絡失主，並把銀包物歸原主。失主十分高興，特來信予林校長嘉許 他倆，並稱讚本校校長及老師教導有方，期望老師們繼續努力，培養社會未來優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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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雙喜臨門雙喜臨門雙喜臨門雙喜臨門：：：： 

i. 趙婉芬老師於四月十五日弄璋之喜，誕下麟兒，母子平安。 

ii. 吳君浩老師下月初新翁之喜，祝願他的女兒婚姻美滿，白首偕老。 
 

(八) 第五十四屆陸運會成績公佈第五十四屆陸運會成績公佈第五十四屆陸運會成績公佈第五十四屆陸運會成績公佈：：：：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100米 6A  史駿寧 4A  李子朗 6A  王旭昇 110米欄 6B  譚卓傑 6B  林少強 ----- 200米 4A  李子朗 4C  關肇賢 6B  陳嘉創 400米 4A  文英傑 6B  史駿寧 6A  陳家朗 800米 4C  關肇賢 4A  徐智庸 6A  張鈺靆 1500米 4A  文英傑 4D  聶志浩 6A  張鈺靆 跳遠 6B  史駿寧 4A  文英傑 6B  陳譽文 三級跳 6B  王志謀 6B  王贇 6A  張家豪 跳高 6B  梁俊豪 4A  王永安 ----- 鐵餅 4D  聶志浩 4B  盧聖鋒 4A  王永安 鉛球 6B  劉宇軒 4C  呂孝楊 4A  李子朗 標槍 4C  呂孝楊 6B  劉宇軒 4B  盧聖鋒 4x100米接力 6B 6A ----- 4x400米接力 6B 6A ----- 20x200米接力 6A 6B -----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100米 4E  陳海政 3D  霍昱丰 3C  李瑋杰 100米欄 3D  鄒開業 4B  黃利隆 3B  許卓恩 200米 3C  李瑋杰 4E  陳海政 4A  許興傑 400米 3A  李潤成 3B  陳浩文 4D  林定邦 800米 4E  蘇亮諭 4C  陳嘉豪 4C  黃津榮 1500米 3B  聶志健 4E  蘇亮諭 3A  李潤成 跳遠 3B  聶志健 3C  李瑋杰 3B  陳浩文 三級跳 3E  王卓傑 3D  霍昱丰 4C  黃津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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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高 4C  陳嘉豪 3A  李潤成 4C  陳民健 鐵餅 4A  李仁傑 4C  陳耀明 4B  梁啟麟 鉛球 4A  李仁傑 4A  陳俊華 2E  卓偉雄 標槍 4A  陳俊華 4B  梁啟麟 3D  何肇桁 4x100米接力 3D 4C 4D 4x400米接力 4C 4A 4E 20x200米接力 4A 4D 4C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100米 2E  羅弢 2E  黃永駿 2E  陳霆軒 100米欄 1C  伍兆江 2E  陳霆軒 2D  蘇子洋 200米 2E  黃永駿 2A  戴浚希 2C  吳彥璋 400米 2C  甄穎豪 1B  譚浩輝 2B  陸楠 800米 1B  陳子康 1B  羅繼朗 2D  區俊杰 1500米 1B  陳子康 1E  梁璟昇 2D  區俊杰 跳遠 1C  伍兆江 1B  陳子康 2D  陳德誠 跳高 1B  陳航 2D  鄭駿傑 2E  李文睿 鐵餅 1D  湯灝賢 2B  鄺允軒 2C  陳梓鋒 鉛球 2C  何柏麟 1E  蔡兆田 2C  鍾諾行 4x100米接力 2E 2C 2B 4x400米接力 2A 1B 2C 20x200米接力 2E 2A 2C         

    公開組公開組公開組公開組：：：：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5000米 4E  黎永洛 6A  吳進業 4D  聶志浩 400米欄 4B  黃利隆 3B  許卓恩 6B  陳嘉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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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全場獎項個人全場獎項個人全場獎項個人全場獎項 ( ( ( (獎座獎座獎座獎座))))：：：：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冠軍 

文英傑 (4A) 史駿寧 (6B) 聶志健 (3B) 陳子康 (1B) 亞軍 ------ 李瑋杰 (3C) 李潤成 (3A) 伍兆江 (1C) 季軍 王志謀 (6B) ----- 黃永駿 (2E)     
    團體獎項團體獎項團體獎項團體獎項 ( ( ( (錦旗錦旗錦旗錦旗))))：：：：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冠軍 6B 4A 2C 亞軍 6A 4C 2E 季軍 ----- 4E 1B     
團體全場獎項團體全場獎項團體全場獎項團體全場獎項 ( ( ( (錦旗錦旗錦旗錦旗))))：：：：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全場總冠軍 6B 全場總亞軍 6A 全場總季軍 -----     

啦啦隊比賽啦啦隊比賽啦啦隊比賽啦啦隊比賽 ( ( ( (錦旗錦旗錦旗錦旗))))：：：：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冠軍 1C          
教務事項教務事項教務事項教務事項：：：：        
(一) 「「「「多元學習活動月多元學習活動月多元學習活動月多元學習活動月」」」」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本校將於 5月 13日至 6月 11日定為「多元學習活動月」，在此段活動期間，學生必須穿著  校服參加。學校將為家長及學生詳細介紹此活動的內容，並會在學校網頁上作介紹。  
(二) 「「「「廣西考察之旅廣西考察之旅廣西考察之旅廣西考察之旅」」」」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因流感肆虐，考察團將延期至 4月 29日至 5月 3日舉行，而 5月 13日訂為回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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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優異成績校內優異成績校內優異成績校內優異成績：：：：    
 

「「「「新春書寫揮春及燈謎競猜比賽新春書寫揮春及燈謎競猜比賽新春書寫揮春及燈謎競猜比賽新春書寫揮春及燈謎競猜比賽」：」：」：」： 由中國語文科與圖書館合辦的「新春書寫揮春」及「競猜燈謎比賽」兩項活動已於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二日期間舉行，並完滿結束。當日邀請校監陳鴻基神父及溫伯強老師到場即席揮毫，書寫對聯，多位老師亦抽空蒞臨參加活動，並與學生分享書法心得。而競猜燈謎比賽則由黎國榮老師、嚴志恒老師及黎永明修士擔任評判。下列燈謎競猜比賽優勝者均獲贈三聯書店書劵：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參賽者姓名參賽者姓名參賽者姓名參賽者姓名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冠軍 吳家亮 F2A 亞軍 趙天昂 F3D 葉鎮風 F2D 季軍 官建男 F2D 梁偉文 F2A 蔡子健 F2D 鄺煒軒 F1A 周鍵峰 F1B 優異獎 吳穎豪 F1E  
校外優異成績校外優異成績校外優異成績校外優異成績：：：：     
(一) 校際足球隊校際足球隊校際足球隊校際足球隊：：：： 

 a. 校際足球隊參與慈幼四角邀請賽 (慈幼中學、香港鄧鏡波書院、香港仔工業學校及聖類  斯中學)，本校奪得 2007 – 2008年度冠軍。 b. 本校校際足球隊參與港九區第二組足球比賽，獲得乙組亞軍、團體殿軍及體育精神獎。  
(二) 校際籃校際籃校際籃校際籃球隊球隊球隊球隊：：：：     本校籃球隊在今年學界籃球 (港島區第三組) 獲得丙組第四名及團體總亞軍。  
(三) 第六十屆校際音樂比賽第六十屆校際音樂比賽第六十屆校際音樂比賽第六十屆校際音樂比賽：：：：     本校高級組合唱團參加 2008年第六十屆校際音樂比賽公開組素歌合唱，並獲得亞軍獎。     
(四) 國際環保獎項國際環保獎項國際環保獎項國際環保獎項：：：：    本校 F1C 區偉祥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五日，與九位同學 (來自不同中學) 參加國際環保比賽 (Green Project)，他們要設計如何令學校節省能源及如何有效地運用再生能源，結果他們獲得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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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港學界田徑錦標賽成績公佈全港學界田徑錦標賽成績公佈全港學界田徑錦標賽成績公佈全港學界田徑錦標賽成績公佈：：：： 

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馬子豐 ( 7B ) 400米 季軍 關肇賢 ( 4C ) 800米 第十一名 聶志浩 ( 4D ) 1500米 殿軍 聶志浩 ( 4D ) 5000米 第七名 吳進業 ( 6A ) 5000米 第十五名     
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許興傑 ( 4A ) 400米 亞軍 蘇亮諭 ( 4E ) 1500米 第六名 聶志健 ( 3B ) 1500米 第八名 陳耀明 ( 4C ) 鐵餅 殿軍 陳俊華 ( 4A ) 鉛球 第六名 卓偉雄 ( 2E ) 鉛球 第七名 ----- 4 X 100米接力 第六名 ----- 4 X 400米接力 亞軍         * 男子乙組團體榮獲殿軍   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羅  弢 ( 2E ) 100米 第七名 伍兆江 ( 1C ) 100米跨欄 殿軍 甄穎豪 ( 2C ) 400米 亞軍 陳子康 ( 1B ) 800米 殿軍 梁璟昇 ( 1E ) 1500米 第九名 湯灝賢 ( 1D ) 鐵餅 殿軍 伍兆江 ( 1C ) 跳遠 第五名 羅  弢 ( 2E ) 跳遠 第六名 陳  航 ( 1B ) 跳高 冠軍 鄭駿傑 ( 2D ) 跳高 亞軍 ----- 4 X 100米接力 亞軍         * 男子丙組團體榮獲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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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一)    宗教繽紛宗教繽紛宗教繽紛宗教繽紛 Show 07Show 07Show 07Show 07----08080808：：：：    

 日期︰24 / 1 / 2008 (F.1) 、 25/ 1 / 2008 (F.2) 、26/ 2 / 2008 (F.3)  由宗教科舉辦的宗教繽紛 SHOW 是希望透過宗教話劇比賽及宗教歌曲欣賞，增加同學對宗教 的認識，並藉此訓練同學的協作及創造能力。中一及中二的同學以鮑思高神父生平為題材創 作劇本，讓同學重溫會祖鮑思高神父的生活片段。中三同學則以耶穌苦難為題材創作劇本， 並配合不同的音樂，讓同學經歷不同的宗教經驗。現場的 同學們更可以一人一票方式進行 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選舉，增加同學的投入感。比賽結果如下：  a. 中一級： 1E 獲得冠軍， 1A 獲得亞軍， 1B獲得季軍。  「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是 1B。 b. 中二級： 2A 獲得冠軍， 2E 獲得亞軍， 2D獲得季軍。  「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是 2A。  c. 中三級： 3A 獲得冠軍， 3D 獲得亞軍， 3B獲得季軍。 「我最喜愛的演出班別」是 3D。  
(二)    聖經朗讀比賽聖經朗讀比賽聖經朗讀比賽聖經朗讀比賽((((中一及中二級中一及中二級中一及中二級中一及中二級))))：：：：    

 日期： 2008年 2月 28日  地點： 409室   選材： 基督妙身的每個肢體應盡己職 (羅 12：3- 8) (中一級)  撒種的比喻 (谷 4：1-9) (中二級)     配合中一及中二級課程內容，以朗誦形式讓同學重温聖經原文；賽後評判張美儀老  師更給予參賽同學不少寶貴意見。優勝的同學更會於來年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朗誦 節 – 聖經朗誦組比賽。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冠軍：容卓希(F.1A)、亞軍：鄧偉恒(F.1B)、季軍：葉澍陪(F.1E)    

 中二級：冠軍：楊偉武(F.2D)、亞軍：鄭湛泓(F.2A)、季軍：謝燿壕(F.2E)   
靈靈靈靈、、、、德及公民教育組德及公民教育組德及公民教育組德及公民教育組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9999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 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日期： 12 月 3 日 至 2 月 20 日   禮貌，是尊重自己、尊重別人的表現。舉辦禮貌行動的目的，就是要透過不同的活動，提醒 各位同學在日常生活中，把這份尊重表現出來，由自身開始做好，到全班合作，令學校充滿 和諧的氣氛，讓同學在尊重別人之餘，也會受人尊重。  a. 標語創作比賽 ：  「禮貌行動之標語創作比賽」的目的是提醒同學禮貌的重要性。因為禮貌就是把尊重別
 人的內在美透過言行表達出來，而透過標語創作比賽，同學可以利用文字將這種內在的
 美德自由表達，將互相尊重的訊息深入同學的內心，時刻提醒同學以禮待人。  禮貌行動之標語創作比賽最佳作品：  中文組冠軍 ( 2D 鄭楚政 ) --- 友愛互讓尊師長，和諧校園齊共享 英文組冠軍 ( 4C 吳智聰 ) ---  Smile all the day, happiness will be on your way.  So smile every day, courtesy is our way! 以上作品將會印製成書籤，然後派發給全校同學。  

   b.  禮貌課室比賽： 



 9 

 本年的禮貌課室比賽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比賽日期為 12月 4日至 12月 20日，   比賽期間由科任老師在每課節後給予禮貌分數。這項比賽的目的是讓同學從自身開始 做好禮貌本份，向奪取「禮貌課室」殊榮的目標進發。   獲評為禮貌課室的班別包括： 1A 、 2A 、 3A 、 4D 、 5D 、 6A 、7A  以上班別已於 2月 1日的早會中，由校監陳神父頒贈獎品及獎狀作鼓勵。  
(二) 校園清潔運動校園清潔運動校園清潔運動校園清潔運動 ( ( (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9 月 至 1月) 的校園清潔運動已完成，課室清潔比賽的得獎班別如下：  初中組：冠軍：1D、亞軍：1B、季軍：1C  高中組：冠軍：4A、亞軍：4B、季軍：4E  
(三) 2007200720072007 十大新聞選舉十大新聞選舉十大新聞選舉十大新聞選舉：：：：    

    由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宗教科協辦的十大新聞選舉的一連串活動經已於一月份內順利
 完結，而點票工作及各項活動的頒獎也於二月初順利完成。各項活動包括： a.  2007 十大新聞回顧： 日期：1月 8日至 11日 對象：中一至中六 地點：禮堂 時間：週會時間(10：50a.m. – 11：30a.m.) 透過問答比賽與同學一起回顧 07年香港及國際所發生的大事，並透過即場投票讓同學選出心目中的 2007年大事，全校投票人數共有 825人。 同學們心目中的 2007年大事：  排名 票數 新聞 1.  721 昂坪 360纜車墮下 營運商遭撤換 2.  672 衛星「嫦娥一號」發射成功 3.  577 天水圍再發生家庭慘劇 引起各界關注 4.  542 美國嚴重校園槍擊案 韓裔生射殺 32人 5.  508 兩鐵成功合併 12月正式落實 6.  487 港府推 12年免費教育 下一學年全面落實 7.  381 何凱琳、沈詩鈞獲大學破格取錄 掀神童熱潮 8.  379 保育人士絕食抗議 難改皇后碼頭被拆 9.  374 中大學生報被評不雅 10.  360 馬力病逝 陳太葉劉參加補選 
 b. 十大新聞評論比賽： 

 日期：1月 11日至 1月 15日 對象：中四及中六  時間：宗教(中四)及倫理(中六)課堂中  由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宗教科協辦，透過文章分享，讓同學對時事作出評論或  抒發個人的意見。結果如下：  冠軍：李康平 ( 5B )  亞軍：黃旭達 ( 4D )  
  季軍：溫樂平 ( 5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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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飛躍舞台飛躍舞台飛躍舞台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    之之之之    戲劇欣賞活動戲劇欣賞活動戲劇欣賞活動戲劇欣賞活動：：：：        日期：2月 1日(星期五) 時間：5:30p.m. – 10:15p.m.  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劇場  為配合中一級「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計劃，靈德育組於 2月 1日率領中一級 18位同學 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劇場觀看由思定劇社製作的話劇 - 「珠寶店(重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劇 作」。同學更被安排到劇場後台參觀幕後製作的工作及與專業舞台劇演員及導演進行真情對 話，以加強同學對戲劇表演的認識。     
(五)    飛躍舞台飛躍舞台飛躍舞台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踏出公民路    之之之之    演員工作坊演員工作坊演員工作坊演員工作坊((((進階進階進階進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日期：2月 23日(星期六) 時間：9：30a.m. – 12：45p.m.  地點：室內球場 / 禮堂  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的中一級「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計劃演員工作坊(進階)已於 2月 23日(星期六)上午在本校舉行。專業劇場導師 – 人仔叔叔將再次到校帶領同學透過  互動劇場遊戲認識戲劇表演的技巧，並藉此提高同學的溝通協作、創意思維、解決困難等的 共通能力。  活動預告：「飛躍舞台 - 踏出公民路」- 戲劇工作坊將於 5月 3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 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在禮堂及室內球場舉行，所有中一級同學均須出席。同學可從演員工作 坊、佈景設計工作坊、服裝設計工作坊、劇本創作工作坊及執行舞台監督工作坊中，自由選 取一個參加，藉此加深對戲劇的認識。  
(六)    中七惜別會中七惜別會中七惜別會中七惜別會：：：：     日期：2月 1日 時間：10：50a.m. – 11：30a.m.   地點：禮堂  2月 1日為中七級同學的最後上課天。在惜別會中，藉重溫校園生活的片段，歡送中七同學。 馮楚堯同學及李廷熙同學更帶領其他同學合唱”我的驕傲”為中七的校園生活寫下難忘的 回憶。  
(七)    中五惜別會中五惜別會中五惜別會中五惜別會：：：：     日期：2月 25日  時間：2：10p.m. – 3：45p.m.   地點：禮堂  2月 25日為中五級同學的最後上課天。在惜別會中，藉重溫校園生活的片段，歡送中五同  學，讓他們留下美好的回憶。在中五惜別會中，各同學更獲得光碟一隻，記載了同學不同階 段的校園生活片段。中五惜別會結束後，同學仍依依不捨，拍照留念；為中五的校園生活寫 下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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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挑戰潛能挑戰潛能挑戰潛能挑戰潛能 ( ( ( (配合生活教育拜配合生活教育拜配合生活教育拜配合生活教育拜    ––––    自我探索篇自我探索篇自我探索篇自我探索篇))))：：：：    

 日期：26 / 2 / 2008(F.1)及 27 / 2 / 2008(F.2) 對象：中一及中二  地點：禮堂 時間：11：50a.m. – 12：15p.m.   中一級及中二級的挑戰潛能活動已分別於 2月 26日及 2月 27日舉行。同學透過不同的表演 項目，包括：唱歌、樂器演奏、話劇、楝篤笑等，發展個人的興趣，挑戰自己的潛能。每班 須負責兩個約 5分鐘的表演項目，並以班際賽形式進行比賽。各表演項目總分為 50分，每  班總分為 100分。   現場的同學們更可以一人一票方式進行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演出組別」，以增加同學的   投入感。梁偉才神父及黃永佳老師擔任今次挑戰潛能的評判，各級得獎班別如下：  1. 中一級：冠軍：1C、亞軍：1E、季軍：1A   「我最喜愛的演出組別」：1C3及 1C4，演出的項目為「廣告薈萃」話劇。  2. 中二級：冠軍：2A、亞軍：2C、季軍：2E 「我最喜愛的演出組別」：2A1及 2A2，演出的項目為「上課的趣事」話劇。   
(九)    專題活動專題活動專題活動專題活動    ------------    網上藝人不雅照的迴響網上藝人不雅照的迴響網上藝人不雅照的迴響網上藝人不雅照的迴響：：：：    

 為回應網上藝人不雅照片事件，本校靈德育組於 2月 18日至 2月 29日為同學舉辦不同的專 題活動，引導同學反省這事件背後的意義，從而帶出正確的價值觀。  a. e 道講 - 網上論壇  日期：2月 18日至 2月 29日 對象：全校同學  同學可透過「e 道講」- 網上論壇發表對網上藝人不雅照片事件的意見，並由靈德育組 的老師作出回應。  b. 時事論壇 - 網上藝人不雅照的迴響  日期：2月 18日 對象：全校同學  時間：12：45p.m. – 1：20p.m. 地點：507室    本年度(2007-08)第二次的午間時事論壇，於 2月 18日中午時間在 507室舉行，以網上藝人不雅照片事件為題，目的除了提高同學對時事的觸覺外，也藉此訓練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是次時事論壇由劉彥君老師擔任主持，引導同學發表個人意見。參加的同學及老師約有 30 人；意見最好的同學更得到書券作獎勵。結果譚昇恆同學 (F.2C) 和鄭子賢同學 (F.4D) 得獎。        c. 專題講座 - 「珍惜自由 尊重他人」  日期：2月 18日至 2月 20日 對象：中一至中三  時間：10：50a.m. – 11：50a.m. 地點：禮堂  在中一至中三週會堂中，以「珍惜自由 尊重他人」為題，與同學探討網上藝人不雅照  片事件，並鼓勵在場的老師、同學一起發表意見，並由宗教主任梁神父作出回應。     d. 專題講座 - 「戀愛方程式」  日期：2月 29日 對象：中四  時間：10：50a.m. – 12：00p.m. 地點：禮堂     在 2月 29日中四級週會堂上，靈德育組邀請了「公教婚姻輔導會」的鄭姑娘，到校為  中四級同學進行性教育講座，以網上藝人不雅照片事件為題，與同學們一起探討青少年 對戀愛及性應有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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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唔係講笑唔係講笑唔係講笑唔係講笑」」」」    ------------    預防性騷擾話劇預防性騷擾話劇預防性騷擾話劇預防性騷擾話劇：：：：     日期：3月 18日 時間：10：50a.m. – 11：50a.m.  地點：禮堂 對象：中二  本校靈德育組於 3月 18日邀請「森林聯盟」劇團到本校表演話劇「唔係講笑」，透過戲劇教 導學生認識及預防性騷擾；演出後演員更與同學分享，藉此帶出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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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年度第四期(一月份)文章以「忠誠」為題，配合一月靈德育主題：「忠於所事、誠   以待人」，藉此提醒同學謹慎、理智、坦誠、正直是做人的準則。  第四期(一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鍾禮謙(1C/14)、葉澍陪(1E/09)、區展望(1E/01)、陳炫熹(3A/07)、李潤成(3A/19)、  鄭傲峻(3D/06)、黃詩元(4B/34)、盧皓翔(5C/20)、蕭逸龍(5D/29)、何鈺基(5D/16)   07-08年度第五期(二月份)文章以「六和敬的生活」為題，配合二月靈德育主題：「互敬   互重」，藉此提醒同學在社區群體生活中，待人處事應有的態度。   第五期(二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莊家豪(1B/08)、黃宏尊(1B/38)、梁智軒(1E/17)、施浩軒(1E/29)、蕭澤旻(2A/29)、   張彥暉(2B/07)、梁昊翹(3A/20)、何榮基(3B/15)、陳煒忠(4A/04)、江承軒(4B/10)   
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        
(一)     2007 2007 2007 2007 –––– 2008 2008 2008 2008 年度學生會年度學生會年度學生會年度學生會 PrismPrismPrismPrism 週年活動簡介週年活動簡介週年活動簡介週年活動簡介    ：：：：    
         月份 活動簡介 11月 招才計劃 12月 聖誕聯歡會、會考講座及舊書買賣 1月 協辦聖母無原罪慶日 2月 棋藝週、四角邀請賽 3月 聯校高考口試訓練 (中化)  
(二)  WAR GAMEWAR GAMEWAR GAMEWAR GAME：：：：         為配合本年度主題〈互助互勉建和諧〉，本學生會將於 4月下旬舉辦一次野戰活動。  
(三)  V. SHOWV. SHOWV. SHOWV. SHOW：：：：   本年度學生會其中一項大型的聯校活動，聯校慈善綜藝晚會，已在 4月 5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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