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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二期 

    

~ ~ ~ ~ 宗教主任的話宗教主任的話宗教主任的話宗教主任的話     ~                                       ~                                       ~                                       ~                                       梁偉才神父梁偉才神父梁偉才神父梁偉才神父     

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互相尊重 一般中學都設有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除此之外，在天主教學校也會設有宗教事務組。而我們學校則把兩者整合為「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我們相信宗教信仰能培養出一個有品德的良好公民，品德及公民責任的培育與靈性培育是不能分開的。我們認為純粹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是一個平面的人生觀培育，信仰能使人更完整、更立體。我們的品德及公民意識的培養是以天主教基督福音的道德價值作為基礎。 舉例說，很多人都認為要培養青年有「互相尊重」的價值，這也是本校今年的重點價值培育。但不知你有沒有想過：「為何我們要互相尊重？」有人解釋：「因為我們都是人類，我們要和諧相處。」另外，也有人說：「我不打你，因為我怕你會報仇，而我身材比你小。」這些理由也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為我們慈幼仔，我們要明白，天主造了你，也造了我，我們都是同出一源，都是天主所愛的，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去傷害對方。無論在心靈上或肉體上，我們也要互相尊重。 在開學時，我們也承諾過，不說粗言穢語，甚至一些「疑似」或「代用」的粗口。天主給予我們說話的能力，不是要去蔑視，踐踏他人，而是要我們善用它，以它去讚賞別人，這才是真正實踐尊重。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提醒，成為一個有品德的慈幼仔。 本人在此預祝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牛年事事順遂！ 
 

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校務事項     
 (一) 學校推廣日學校推廣日學校推廣日學校推廣日 本年學校推廣日已於 22/11（星期六）順利完成，約有四百人到本校參觀校舍及各項展覽。 (二) 捐血日捐血日捐血日捐血日 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為捐血日，當日有師生共 73 人捐血。 (三)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07-08 年度畢業典禮已於○八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六）下午四時三十分，於本校禮堂舉行，當日頒獎嘉賓為 83年畢業生，現任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賴寶山教授伉儷，當日出席嘉賓計有：慈幼會中華會省會長林仲偉神父、校董余富強神父、東區高級教育主任湛家聲先生、舊生會會長葉建昌律師及家教會主席蕭黃彩燕女士，他們分別頒發不同獎項予本校表現優異的同學。 (四) 公益金籌款公益金籌款公益金籌款公益金籌款 本校 08-09年度參加公益金籌款，2E、4D及 5E 班獲得招募最多贊助人班別獎，5E更獲得最高籌款班別獎，各班分別獲得公益金致送獎狀，藉以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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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特別室調遷特別室調遷特別室調遷特別室調遷 今年一月開始，學生物品售賣部已遷往 114 室，而 113 室為學生會室，領袖生室則遷往 112A 室。 (六) 年宵年宵年宵年宵攤位攤位攤位攤位 本校今年將於一月下旬，參加年宵攤位，攤位編號為 62號，屆時，本校售賣由學生設計的變色杯、電腦記憶手指及環保袋，本校老師及學生將在攤位當值，歡迎家長及學生屆時踴躍購買。 (七) 喜訊喜訊喜訊喜訊 本校實驗室技術員趙金唐先生與王建勇先生，分別於八月及十一月弄瓦之喜，可謂雙喜臨門，本校同寅在此恭賀他們。  
校外獲獎校外獲獎校外獲獎校外獲獎  (一) 通識科通識科通識科通識科    本校早前組隊參與了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之「青年政策分析員發展計劃」，由王永安同學 (中五甲班)作隊長的團隊，以「香港民生和生活質素：香港的生活質素與快樂指數」為研究題目，成功從眾多參與學校中，奪得了中四-中五級組別季軍。該組其他成員包括林家明、劉俊賢及韓林。 是次活動由通識科謝萃輝老師策劃，希望能藉此機會，提升同學對探討香港社會議題的興趣及敏感度，同時亦可思考未來教授通識科有關「今日香港」的單元時的策略。頒獎禮已於 11月 8日假灣仔溫沙公爵大廈完成。 (二) 第一屆中國青少年第一屆中國青少年第一屆中國青少年第一屆中國青少年（（（（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才藝比賽才藝比賽才藝比賽才藝比賽    本校中一丁班蕭博懷同學，於二○○八年十月參加由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主辦的第一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初中繞口令組，榮獲季軍。 (三) 校際聖經朗讀比賽校際聖經朗讀比賽校際聖經朗讀比賽校際聖經朗讀比賽    十二月三日，本校中四丁班戴曉峰及中二甲班容卓希同學，參加校際聖經朗讀比賽，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四)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組詩詞獨誦－中學一、二年級獲得優良獎項名單： 1A 潘昌年 1A 曾皓鋒 1A 王嘉聲 1B 劉家俊 1B 蕭昶駿 1C 馮潤生 1C 郭子健 1D 楊晉彥 2C 郭仲謙 2C 黃煜勳   男子組詩詞獨誦－中學三、四年級獲得優良獎項名單： 3A 林啟聰 3A 梁耀文 3B 吳翰洋 3B 倪澤輝 4A 胡敬謙 4D 陳俊彥 4D 梁朗賢  (五) 港島地域步操比賽港島地域步操比賽港島地域步操比賽港島地域步操比賽    本校童軍參加港島地域步操比賽及升國旗儀式比賽，分別獲得高級組季軍及亞軍兩個獎項，本校謹向他們祝賀，下列為參賽者名單： 6A 湛富鈞 6A 鄧頌賢 6A 曾冠民 4E 梁敏德 4B 成德健 4B 麥展熹 4B 李展行 4B 朱竣煒 3A 龐士逸 3A 張振宗 3A 江鑑津 2D 梁禧 2C 陳家謙 2C 劉煒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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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本校中五丁班謝安蓀和中五甲班梁思惟同學，他們參加第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分別獲得獎項，謝安蓀獲得短講總亞軍，梁思惟在小組討論中獲得「最佳論手獎」，頒獎禮已於零九年一月十七日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舉行。 (七) 校際游泳錦標賽校際游泳錦標賽校際游泳錦標賽校際游泳錦標賽    

甲組 3C 林晉熙 200米自由式 第七名 3A 鄭湛泓 5C 李欣樺 5D 聶志浩 5E 余貫翹  4X50米四式接力  第八名 
乙組 1E 梁璟昇 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100米背泳 亞軍 4E 許卓恩 50米自由式 第五名  100米自由式 第七名 4E 葉承俊 200米蛙式 第八名 3C 郭雋樂 4C 黃永鏗 4D 聶志健 4E 葉承俊  4X50米自由式 接力 第六名 

1E 梁璟昇 3A 何嘉倫 4D 蔡譽達 4E 許卓恩  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 男子乙組取得全場團體亞軍 

丙組 1E 孫子健 100米自由式 第九名  200米個人四式 第九名 2D 羅匡正 50米蛙式 第九名  100米蛙式 第九名 1A 張慶貽 1E孫子健 2C 朱晉廷 2D 羅匡正  4X50米四式接力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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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校際越野錦標賽校際越野錦標賽校際越野錦標賽校際越野錦標賽    

乙組 1E  梁璟昇 第四十名 2E 陳子康 第十五名 4D 聶志健 第十三名 4B 謝子禩 第四十二名 4E 李瑋杰 第五十二名 4E  葉承俊 第五十九名 ＊ 男子乙組取得全場團體季軍  
宗教教育組宗教教育組宗教教育組宗教教育組     十月聖母玫瑰月，慈青善會在星期六晚舉行「聖母燒烤祈禱晚會」。同學們在下午回校遊玩，於黃昏時進行祈禱會。同學們參與祈禱後，盡情燒烤及玩耍至晚上九時。 十一月煉靈月，五個慈青善會包括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聖召組、輔祭會、進教之佑善會、雷鳴道善會前往跑馬地天主教墳場為亡者祈禱。同學也藉此機會，反思生命的意義及積極生活。 十一月三十日，我校約四十位教友及慕道同學，參加由慈幼青年牧民團舉辦的「美麗一生、快樂人生」祈禱分享會，為表揚家庭貞潔文化，抗衡放縱性愛文化。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也蒞臨支持。 十二月八日是無原罪聖母瞻禮日子，今年主題是「真識？珍惜：珍惜學習機會」。當日早上同學們懷著喜慶的心情回校。教友、慕道及慈青善會同學偕同教友老師及家長於八時半到達禮堂參與感恩祭，由慈幼會修院院長斐林豐神父主禮。感恩祭中有十四位同學經過一年午間慕道團的生活，進行「慕道者收錄禮」，被正式收錄為慕道者。他們將繼續有系統地學習天主教信仰、熟習基督徒的生活如言行舉止，祈禱生活等、參與慕道團體的禮儀、以及學習使徒生活的見証如愛德服務等。 其他老師及同學則於九時到達大操場參與聖經誦禱，並邀得苗圃行動楊先生作嘉賓分享。之後同學們一邊享受瞻禮小食，一邊參與餘興節目，包括電影欣賞、象棋比賽、益智遊戲、電子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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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校老師同學進行友誼賽。 十二月廿二日下午，慈青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輔祭會、進教之佑善會，舉行聖誕福傳之旅。約五十多位同學先到油麻地聖保祿堂朝聖，然後到尖沙咀至中環街頭報佳音，最後到中環公教進行社參觀。同學們在唱歌之餘，也派發福傳心意咭，把福音的喜訊傳揚出去。  十二月廿四日聖誕夜聯歡晚會，當日約有六十位慈青善會同學參與。透過祈禱、大食會、遊戲、電影欣賞、參加聖誕子時感恩祭等活動，提醒同學們聖誕的意義：天主子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為救贖我們。活動約於十二月廿五日凌晨一時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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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 ) )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一一一））））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    欺凌行為欺凌行為欺凌行為欺凌行為    日期：10月 31日 時間：10：50 am. – 11：30 pm. 對象：中一 地點：禮堂 東區警民關係組吳沙展於 2008年 10月 31日親臨本校為中一同學講解欺凌的定義，讓同學對欺凌的定義及其後果有更深入的認識及了解。 
（（（（二二二二））））    互動劇場互動劇場互動劇場互動劇場    －－－－    做個有質素的年青人做個有質素的年青人做個有質素的年青人做個有質素的年青人    日期：11月 17日 時間：10：50 am. – 11：30 pm. 對象：中三 地點：禮堂 心創作劇場於 2008年 11月 17日到校為中三同學演出互動話劇 - 做個有質素的年青人，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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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學講解《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三三三三））））    挑戰潛能挑戰潛能挑戰潛能挑戰潛能    －－－－    超級星光大道超級星光大道超級星光大道超級星光大道    日期： 24/11/2008 (F.1) 及 25/11/2008 (F.2) 對象： 中一及中二 地點： 禮堂 時間： 10：50 am. – 11：30 am.  目的 :  讓中一級及中二級的同學自由組隊並設計表演項目，透過擂台戰挑戰自己、挑戰別人。 中一級優勝項目 : 鋼琴演奏 – 房敏行（1A） 中二級優勝項目 : 歌舞青春 – 來自 2B、2C及 2E的 13位同學 「挑戰潛能 ~ 超級星光大道」擂台挑戰賽日期 :  2月 20日（F.1）/ 2月 23日（F.2） 有興趣參加擂台挑戰的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可於 1月 22日或之前向黃永佳老師索取報名表。  
（（（（四四四四））））    廉政互動劇廉政互動劇廉政互動劇廉政互動劇場場場場    ––––    廉價心魔廉價心魔廉價心魔廉價心魔    日期：11月 26日 時間：10：50 am. – 12：00 nn. 對象：中三 地點：禮堂 為培養同學正面的價值觀及誠實正直的品格，本校於11月26日的中三級週會堂中，為同學安排了一個互動劇場 –「廉價心魔」。「廉價心魔」互動劇場是由廉政公署主辦，並由如林服務社製作及演出。目的是透過生動活潑的互動話劇，向青少年傳遞正面的價值觀，並讓他們認識反貪法例和貪污的禍害。 
（（（（五五五五））））    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明日領袖高峰論壇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2008200820082008    日期：12月 2日 時間：9：00 am. - 5：00 pm. 地點：灣仔伊利沙白體育館  本校靈德及公民教育組於 12月 2日率領 10位同學到灣仔伊利沙白體育館，出席由教育局主辦的「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2008」活動。是次活動將以「傑青新一代 無毒由我創」為主題，透過不同嘉賓的分享，除了讓同學了解毒品的禍害外，也期望他們能將這訊息向校內其他同學分享。   代表本校出席是次活動的同學包括 : 陳洋展(4A)、方紹沖(4B)、唐嘉銘(4B)、張展朗(4B)、夏易林(4B)、李梓燊(3B)、黃達光(3B)、蘇鵬(3D)、杜文略(2D)、曾皓鋒(1A)。 
（（（（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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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通識教育科及中文科合辦，每月將派發不同主題的文章給學生，並提供配合通識反思的題目，邀請家長與子女一同閱讀、投稿及彼此分享，藉此建立「多閱讀、多思考、多交流、多分享」的通識文化，一起為新高中通識教育作準備。 08-09年度第二期(十月份)文章以「圓百年奧運夢 崛起路漫漫長」為題，配合十月靈德育主題：「認識祖國認識祖國認識祖國認識祖國」，藉此提供機會讓同學認識及反思中國近代的發展及成就。 第二期(十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何宗星(2B- 17)、鄭湛泓(3A-02)、梁承希(3A-21)、蕭澤旻(3A-30)、蔡子健(3D-06)、楊偉武(3D-31)、梁朗賢(4D-25)、陳焯倫(5E-01)、王遵睿(6B-19)、鍾並成(6B-23)。   

              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校務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