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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八八八八期期期期     
~ 望鐵成鋼望鐵成鋼望鐵成鋼望鐵成鋼    ~                     林煜泰校長林煜泰校長林煜泰校長林煜泰校長 

慈幼學校有六十年的歷史，是一間有良好聲譽的學校。能夠在這裏接受教育，是一種福份；能

在這裏任教，作育英材，就更加要感謝天主。多謝天主，我兩樣都做到了，讀與教的年數加起來，

就超過了四十年。良好聲譽，並不是一朝一夕得來的，而是經過歷史的嚴格考驗，老師及同學們，

一起努力去塑造，而且得來不易。作為慈幼的一份子，我們要盡力去保持由前人建立起來的品牌，

這是全體老師及學生的共同責任與使命。 

今天，我要退休了，用離開戰場來形容退休，有些人覺得很適當。因為隨着未來的發展，社會

對學校及教師都是有要求的，作為教育工作者，如果未能追上形勢，影響將會是嚴重的。在這變動

的大形勢底下，我們如何自處，為維護及提昇大家庭的聲譽而作出貢獻，是值得每一位慈幼仔、慈

幼人去反思一下。 

我覺得首先我們要有自知之明，了解學校的優點及不足，好的要加以提升，不好的，就要除惡

務盡，予以消除，不能用面子或所謂和諧來美化團體的缺點；相反，有公平及進步才是建立和諧的

基礎。有些同學覺得讀書有壓力、有些老師覺得教學有壓力，這些都是藉口，是阻礙自我完善的攔

路虎。「玉不琢，不成器」，老師對學生合理要求，稍為嚴格，將來定終身受用。老師是受薪的，肩

負忠實面對家長及為社會作育英才的使命，若教不嚴，則師之惰，如對自已選擇的職業，未能竟其

功，倒不如急流勇退或另擇良枝，總好過誤人子弟，丟人現眼。良師是學校成功的很大因素，我們

學校有很多好老師，不單止用「好」去形容，而簡直是教學優良，又肯為學生設想，另設時間補課，

為學生成績廢寢忘餐，盡心盡力，俯首甘為孺子牛。但仍有少數經常被投訴、被批評的老師，就應

徹底反省，所謂教學相長，期待他們有所改善，自我革新。 

 培育學生人格發展是另一個學校成功的因素。我常常聽到老師說，現今的孩子很難教，這些話

值得我們反思，社會日新月異，急促發展，學生很多的內在價值及人生觀，我們未能掌握，但回想

我們也曾年青過，我們也曾反叛過，今天的學生，就不正是當年我們的縮影嗎？作為師長，看到學

生的行差踏錯感到惋惜、心痛，恨鐵不成鋼，但祇要我們有信心，信任我們的教育，每一顆慈幼幼

苗，他日都會成為社會上有用之材。 

我們能夠成長，因為我們曾遇到良好的老師，他們的典範是我們永遠的明燈。作為教育工作者，

我一直深信要做好我們的工作，就要自律，自律包括兩方面，尊重事實及承担責任。培養學生自律，

整個團體都要人人自律，善盡本份，我們及我們的團隊，能夠有自知之明，勇於承担責任，敢於面

對困難，團體才會有進步。我以前一位老師的口頭禪，他經常用這句話訓勉我們：『苦拼者勝』。人

生是一個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苦拼使我們能承担責任，啟發我們的智慧，激勵我們的勇氣。

為解決問題而付出過的努力，使我們心智成熟，不斷成長。 

我的工作完成了，但我的責任未完成。一日慈幼仔，一世慈幼人，永遠為慈幼的聲譽及成功而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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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     (一) 為青海玉樹縣地震籌款為青海玉樹縣地震籌款為青海玉樹縣地震籌款為青海玉樹縣地震籌款：：：：（（（（19/4-23/4/2010））））    

地震無情，人間有愛，學生會為援助青海玉樹縣的受難災民，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

美德，在校內舉辦「學生會玉樹地震賑災大行動」，全體師生員工及家長熱烈響應，合共籌得善款

$17742.3 元，善款將全數撥捐香港世界宣明會。 (二) 暑期交流活動暑期交流活動暑期交流活動暑期交流活動：：：：    

今年七月，本校恢復安排往外地進行交流活動，首先出發的有上海世博考察團，日期為七月五

日至九日，負責老師繼有陳偉良老師、謝萃輝老師、蘇鴻德老師及張展濤老師；另一個為澳洲遊學

團，由王鎮偉老師帶領，出發日期為七月十五日至七月廿九日；第三個為上海世博國民教育交流計

劃，負責老師為程永健老師，出發日期為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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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社會科學學會六位中四級同學龐士逸、葉鈞頌、陳永康、江鑑津、蕭澤旻及陸彥瑋同學，

早前參加了由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所主辦的「政策研究青年峰會」。該活動透過一連串的工作

坊、研討會和制定政策比賽，來提升本港學生對議政的興趣。我隊以「城市發展與保育的平衡」為

題，檢討本港現行的市區更新政策，再提出改善建議。最後我隊從二十多隊中脫穎而出，入圍最後

四強，並榮獲優異表現獎。透過這次比賽，同學對政治議題產生了興趣，亦明白制定完善政策的重

要。本校隊伍的建議報告書，已上載至通識教育科網頁，歡迎家長和同學閱覽。 

(http://www.ssshk.edu.hk/liberalstudies)  (二) 第六十二屆校際音樂節成績第六十二屆校際音樂節成績第六十二屆校際音樂節成績第六十二屆校際音樂節成績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10/3/2010 Senior Choir N97 
素歌 

(Gregorian Chant) 
86 冠軍 

Certificate of 
Merit 

16/3/2010 Junior Choir N66 中學 14 歲以下男聲合唱 75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16/3/2010 
F.1E(18) 李卓褀 

U117 鋼琴獨奏(五級) 81   
Certificate of 

Merit 

16/3/2010 
F.1B(8) 鄭建聰  

U117 鋼琴獨奏(五級) 80   
Certificate of 

Merit 

2/3/2010 
F.2C(9) 何明德 

U124 鋼琴獨奏(七級) 83   
Certificate of 

Merit 

13/3/2010 
F.4E(37) 徐子聰 

U125 鋼琴獨奏(七級) 88   
Certificate of 

Merit 

16/3/2010 
F.2C(26) 李卓然 

N214 小提琴獨奏(七級) 78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16/3/2010 
F.2C(3) 陳頌堯 

U308 口琴獨奏 (初級組) 78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6/3/2010 
F.4D(10) 高裕熙 

N412 長笛獨奏(初級組) 78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10/3/2010 
F.4D(15) 梁俊研 

N502 箏獨奏(中級組) 75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10/3/2010 
F.3A(19) 李曉峰 

N532 二胡獨奏(中級組) 75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1/3/2010 
F.3D(5) 張智皓 

N533 二胡獨奏(初級組) 82   
Certificate of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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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乒乓球成績乒乓球成績乒乓球成績乒乓球成績    

本校乒乓球隊繼十月份取得精英賽單打冠軍，及雙打亞軍後，在恒生盃比賽中，獲得理想成績。

在中學組男子 1,220位參賽者中，麥景皓同學取得亞軍，並獲個人獎學金港幣 1000 元正；此外，

尚有一位同學取得第 33名，4位同學取得第 65 名，1位同學取得第 129名。在團體成績，我校取

得殿軍。  
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     

 

五月八日是慈幼聖召日。我校慈青善會同學在慈幼修院，參與聖召活動及感恩祭。活動後，我

校代表與其他慈幼大家庭院校同學，進行維豪盃足球賽，結果奪得亞軍。隊員是 6B 林智朗、4A

陳俊瑋、蔡汶恩、譚子譽、4C 梁仲邦、3A 王楚熙、3C 郭仲謙及 2D 譚定斌。五月是聖母月。慈

青善會在五月十五日舉行聖母月晚會，約有六十位同學及導師參與。透過祈禱、歌詠、分享，加強

同學對聖母媽媽的孝愛，每位同學都獲得「聖母回音」聖相；之後有自助餐及康樂活動，同學們都

盡興而回。 

五月廿四日是進教之佑聖母日子。當日早上全體師生懷著喜慶的心情，到達中環堅道聖母無原

罪主教座堂參與感恩祭；由我校畢業舊生、慈幼會士楊祖羅神父主禮。他現在是澳門鮑思高青年村

總幹事，服務澳門的青少年。 

本年度慈青善會於五月廿六日結束，有約二百位同學及導師參與。透過團體遊戲、回顧、祈禱

等活動，同學們檢視過去一年在心、身、靈各方面的成長。當日頒發善會盃獎項。本年度足、籃球

冠軍是慈青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亞軍是慈青多明我善會。當日也有十三位同學成功獲頒發本年

度慈青獎章，以表揚他們過去的學年在時常喜樂、努力求學、熱心侍主、服務他人、以青年帶動青

年等慈青特質方面，有傑出的表現。 

現在仍有多位同學正申請考章，歡迎全體慈青善會同學作好準備，我們將會在八月十六日聖母

升天瞻禮早上，頒發本年度第二輪獎章，當日感恩祭後，也會舉行 2010 聖母盃足球賽。 

暑假將至，希望同學能善用時間，參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動、避免空閒，因為魔鬼最喜歡游手

好閒的青年。請同學在暑假中不忘每天祈禱，特別依賴聖母幫助大家對抗誘惑，做個良善正直的慈

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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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活動活動活動(200(200(200(2009999 年年年年 4444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2020201010101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禁毒週活動禁毒週活動禁毒週活動禁毒週活動    

為回應近日香港校園濫藥事件，本校靈德育組於 4月 26日至 30 日聯同通識科、公益少年團及少年

警訊舉辦了禁毒週活動，透過早會宣傳、午間論壇、攤位遊戲及禁毒音樂分享會，向同學講解濫藥

的禍害，藉此提升同學對反吸毒的意識。在禁毒音樂分享會中，除了由老師及同學合作演出話劇及

演唱外，更邀請到一位曾濫藥的過來人與同學分享，一起探討毒品的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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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互動劇廉政互動劇廉政互動劇廉政互動劇場場場場    ––––阿旺筆記阿旺筆記阿旺筆記阿旺筆記    

日期：4月 27 日 

時間：10：50a.m. – 12：00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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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的中三級週會堂中，為同學安排了一

個互動劇場 –「阿旺筆記」。「阿旺筆記」互動劇場是由廉政公署主辦，並由香港話劇團製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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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色情文化色情文化色情文化色情文化    

日期：5月 3日        

時間：10：50a.m. – 11：50a.m. 

對象：中一      

地點：禮堂 

在 5月 3日中一級週會堂上，靈德育組邀請了明光社張先生，到校為同學進行性教育講座，主題為

色情文化；透過講座及互動的活動，讓同學認識色情文化對社會及青少年帶來的衝擊。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戀愛戀愛戀愛戀愛？？？？亂愛亂愛亂愛亂愛？？？？    

日期：5月 4日        

時間：10：50a.m. – 11：50a.m. 

對象：中二 

地點：禮堂 

在 5月 4日中二級週會堂上，靈德育組邀請了公教婚姻輔導會的鄭姑娘，到校為同學進行性教育講

座，主題為「戀愛？亂愛？」；透過講座及互動的活動，讓同學認識男女相處及戀愛的正確態度。    

互動劇場互動劇場互動劇場互動劇場《《《《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性騷擾。。。。咪忍咪忍咪忍咪忍》》》》    

日期：5月 11 日        

時間：10：50a.m. – 11：35a.m. 

對象：中六         

地點：禮堂 

本校靈德育組於 5月 11 日邀請了森林聯盟到校為中六同學演出《性騷擾‧咪忍》戲劇。該劇由平

等機會委員會贊助，森林聯盟的成員以輕鬆風趣及互動的演繹方法，讓同學明白如何構成性騷擾和

加深認識預防性騷擾方法。 

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禮貌行動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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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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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貌課室比賽禮貌課室比賽禮貌課室比賽禮貌課室比賽    ((((中一中一中一中一、、、、中二中二中二中二))))    

日期： 5 月 3 日 至 5月 13 日 

本年的禮貌課室比賽第二階段的比賽日期為 5月 3日至 5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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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及 2E。 

 

� 禮貌日禮貌日禮貌日禮貌日((((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日期： 5月 11 至 5月 13 日    

為鼓勵及嘉許同學於課堂以外的時間，仍然主動向師長表現應有的禮貌及尊重。每位同學將獲發禮

貌咭一張，老師可主動向有禮貌的同學給予 1枚小貼紙，並張貼於禮貌咭上。當同學主動向老師作

出有禮的行動，並有禮地向老師索取小貼紙；老師可根據同學的表現，而決定是否給予小貼紙。全

校獲得最多小貼紙並達標(獲取 5枚小貼紙)的 10位同學，將奪得《個人最佳表現獎》; 而達標最

多的班別(按百分比計算)，將奪得《最佳表現班別獎》。 

《個人最佳表現獎個人最佳表現獎個人最佳表現獎個人最佳表現獎》 : 全校獲得最多小貼紙而又達標的 10位同學 

 班別 學號 姓名 小貼紙數目 

1 2C 2 歐陽松培 81 

2 1E 18 李卓褀 53 

3 2C 22 梁子健 51 

4 2C 25 梁譯 47 

5 3E 23 廖偉豪 46 

6 2C 13 郭文浩 45 

7 2C 4 陳家誠 43 

8 1D 2 陳駿彥 41 

9 1D 27 吳子毅 41 

10 2C 16 林浩仁 40 

 

《最佳表現班別獎最佳表現班別獎最佳表現班別獎最佳表現班別獎》 : 全校達標最多的班別 

班別 全班人數 達標人數 達標率 

2C 40 39 98% 

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頌親恩晚會    

日期： 五月廿八日 

時間： 晚上七時正至九時三十分  

地點： 本校禮堂 

對象： 中一至中四級同學及其家長 

以綜合晚會的形式，內容包括：學生的才藝表演、話劇、朗誦、歌唱等，讓同學向家長表達愛意，

並藉此弘揚中國傳統的孝道、實踐孝敬父母的誡命。本年更加入「小小心意」環節，讓同學將預先

準備的小禮物包，即場致送給父母及向父母說出感恩的說話，場面溫馨感人。節目完結前，校監馮

定華神父更為在場的每一個家庭祈禱和送上天主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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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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年度第五期(四月份)文章以「以誠待人、以愛為人 --- 賣梳子的故事」為題，配合四月靈

德育主題：「「「「忠於所事、誠以待人」」」」，藉此提醒同學以誠待人的態度對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第五期(四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A-25 蕭正源、1A-39阮令翀、1E-30 王俊震、2A-11房敏行、2C-5 鄭百勤、 

2C-14郭子健、2C-34孫嘉煥、2E-16劉煒珩、3A-22李惟建、3A-25吳穎豪。 

09-10年度第六期(五月份)文章以「上海世博雜感」為題，配合五月靈德育主題：「「「「以禮相待」」」」，藉

此提高同學對禮貌的重視程度。 

第六期(五月份)文章分享的得獎同學是： 

1B-36 徐子朗、1E-12馮裕安、2A-11房敏行、2A-31 曾暄皓、3B-10 張家朗、 

3B-17 葉澍陪、3B-27梁智軒、3D-36 楊浩暉、4D-24潘欣健、4D-31黃俊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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