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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九九九九期期期期 

 

~ ~ ~ ~ 薪火相薪火相薪火相薪火相傳傳傳傳    ~~~~                                杜玉燕校長杜玉燕校長杜玉燕校長杜玉燕校長    

今年我們慶祝建校六十週年，是一個值得紀念、慶祝和感恩的一年。我們會以「傳承感恩六十

載 鮑聖精神顯主愛」作為六十週年校慶的主題，在鮑聖精神的推動下，我們期望能承接六十年的

歷史和不斷創新的意念，薪火相傳，將慈幼學校帶進另一個六十年。本學年裡，我們將會舉辦不同

形式的慶祝活動，如校慶感恩祭、開放日、舊同學晚宴、出版紀念特輯等。在此，我特別邀請各位

家長、同學和已畢業的校友們，在未來的一年，積極支持及參與我們所舉辦的各項慶祝活動。 

 

說到校友們，其實在慈幼學校畢業的同學真的是人才輩出，不少社會翹楚也是本校的畢業生。

他們對母校懷有深厚的感情，從每年的舊生回校日及每次校慶當中的舊同學晚宴，均能反映出他們

對學校、神長、師長及同學的那份情懷。除此之外，舊同學也經常不忘回饋母校，他們透過不同的

形式，不斷協助推動學校的發展及支援在學的同學，例如贊助同學參加功課輔導班和補習班等。本

學年，為表揚在體育活動、學業及個人品德上有傑出表現及成就的同學，79 年畢業的舊同學建議

舉辦傑出運動員獎勵計劃，以增強本校同學對參與體育運動之投入和興趣。透過師兄們的支持及幫

助，同學們定必會承傳這份感恩之情，將來繼續發揚回饋母校的精神。 

 

其實，一所學校的成功，除了老師和學生的努力外，家長的參與和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第十

一屆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在本年 9 月 18 日誕生了。不經不覺本校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十年，在過

去十年，憑著我們一群熱心家長們的努力，家長教師會的會務發展已日趨成熟，本人深信家長教師

會將秉承過去十年的傳統，繼續成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和溝通的橋樑。 

 

在這個充滿恩寵及祝福的一年，我們除了會努力準備不同的慶祝活動外，更希望藉此機會讓老

師及同學作出反思：在過去的六十年，慈幼學校確有不少的優良傳統是為社會人士所認同及讚賞，

究竟我們如何能夠將它延續？同時，面向未來的六十年，學校如何繼續發展?怎樣建立一個願意創

新、專業精進的慈幼教學團隊呢！事實上，透過不斷反思及改進，才能真正將慈幼學校帶進另一個

世紀，迎接更美好的未來。 

 

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校務事 項     (一) 本年本年本年本年退休及退休及退休及退休及離職教職員離職教職員離職教職員離職教職員    

本年退休教師：林煜泰校長、黃運康老師及王鎮偉老師；離職有林康智老師、廖保羅老師、

Ms. Robyn、范顯儀老師、梁漢華書記及校工錦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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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 本本本本年度新入職老師及其任教科目年度新入職老師及其任教科目年度新入職老師及其任教科目年度新入職老師及其任教科目：：：：    

呂慧妍老師（1D 班主任，任教經公、經濟、通識） 

徐淑敏老師（2E 班主任，任教宗教、中文、生活教育） 

嚴焯倫老師（1E 班主任，任教地理、通識、生活教育） 

鄺儉生老師（3B 班主任，任教數學、通識） 

葉琛琪老師（4E 班主任，任教英文、英文會話、生活教育） 

葉家良老師（1B 班主任，任教數學、電腦、化學） 

Mr. Blair Webster（任教中一、中二及中五英文會話、中一英文） 

ii) 新工作任命新工作任命新工作任命新工作任命：：：： 

黎國榮老師（宗教科科主任） 

廖秋強老師（化學科科主任） 

吳君浩老師（靈德育組及公民教育主任） (三) 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 

今年，本校共籌得九千四佰三十九元四角，籌得最多善款的班級為 1C 班，共有六佰三十五

元正。本校感謝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的慷慨捐助，支持此項有意義的活動。 (四) 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    

本校推薦下列同學申請兩項獎/助學金： 

i. 祁良神父助學金  5C  梁仲邦同學 

ii.尤德爵士獎學金  6A  蔡嘉謙同學  5E  何嘉倫同學 (五) 家教會大選結果家教會大選結果家教會大選結果家教會大選結果：：：：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第十一屆教師委員會，已於二○一○年九月十八日順利選出，現詳列如下： 
主    席:  蕭黄彩燕女士       副主席:  黃張玉玲女士 

     秘    書:  林俊英女士         司  庫:  蕭曾美芳女士 

推廣聯絡:  馮陳少蘭女士      文  康:  鄭佩珊女士及韓國偉先生 至於教師委員則由校方委派, 職位的分配如下列: 
       副主席:  副校長梁炳棋老師     秘    書:  李良銘老師 

        司  庫:  鮑秀萍老師           推廣聯絡:  劉碩偉老師 

        文  康:  陳偉良老師           執行委員:  劉德怡老師及黃永佳老師 

校校校校 內內內內 獲 獎獲 獎獲 獎獲 獎  

1.1.1.1. 第四十五屆水運會第四十五屆水運會第四十五屆水運會第四十五屆水運會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50米自由式 6B 葉承俊 4C 李文豪 6A 蔡譽達 

50米蛙式 6A 蔡譽達 5D 崔敏滔  

50米背泳 3E 梁璟昇 5A 應鉅生  

50米蝶式 5B 林晉熙   

100米蛙式 6B 葉承俊 4C 郭雋樂 6A 蔡譽達 

100米自由式 4C 郭雋樂 5B 林晉熙  

4 X 50米自由式 接力 

6B 7B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50米自由式 3E 孫子健 4D 朱晉廷 3A 曾暄皓 

50米蛙式 4A 梁文淵 3E 蕭博懷 4D 廖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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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背泳 4D 朱晉廷 3E 余穎衡  

50米蝶式 3E 孫子健   

100米蛙式 4D 朱晉廷 4A 周鍵峰 3B 陳曉樂 

100米自由式 3E 孫子健 4A 周鍵峰 3C 孫嘉煥 

4 X 50米自由式 接力 

3E  4D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50米自由式 1E 陳冠豪 1C 張藝烽 2B 張迺延 

50米蛙式 2A 羅銳聰 2A 陳祉衡 2D 王俊翬 

50米背泳 2A 陳祉衡 1D 王俊震 2D 梁晉樂 

50米蝶式 1D 王俊震 2D 梁晉樂  

100米蛙式 2A 陳祉衡 2D 王俊翬 2B 徐子朗 

100米自由式 1E 陳冠豪 2B 徐子朗 1C 張藝烽 

4 X 50米自由式 接力 

1E 1D  

公開組公開組公開組公開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200米自由式 4C  郭雋樂 3E 梁璟昇 5B 林晉熙 

200米蛙式 3E  梁璟昇 2A 羅銳聰 6B 葉承俊 

第四十五屆水運會個人全場獎項第四十五屆水運會個人全場獎項第四十五屆水運會個人全場獎項第四十五屆水運會個人全場獎項（（（（獎座獎座獎座獎座））））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4C 郭雋樂 3E 孫子健 2A 陳祉衡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3E 梁璟昇 4D 朱晉廷 1D 王俊震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6B 葉承俊 4A 周鍵峰 1E 陳冠豪 

團體獎項團體獎項團體獎項團體獎項（（（（錦旗錦旗錦旗錦旗））））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6B 3E 1D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5B 4D 1E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6A 4C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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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全場總冠軍全場總冠軍全場總冠軍全場總冠軍 3E 

全場總亞軍全場總亞軍全場總亞軍全場總亞軍 4D 

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 1D  
校外獲 獎校外獲 獎校外獲 獎校外獲 獎  

（一）本校學生 F.3A吳仁寧，於二○一○年初，參加由國民教育中心主辦國民教育系列之「華人

慶祝＜基本法＞頒布 20 週年」系列活動，他參加中學組中文作文比賽中，獲得一等獎及最

積極參與獎，頒獎禮已於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西九龍校園舉

行。 

（二）本校學生 5B 甄浩賢、4E 劉震聲、4E 容卓希及 4B 梁峻文，他們參加由香港醫葯援助會主

辦的「你的視窗」短片創作比賽，榮獲學生組亞軍，頒獎禮已於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九龍塘達之路 72號創新中心地下 3號展覽廳舉行。 

（三）本校國術組成員於十月三日，參與屯門龍獅錦標賽的中學獅藝組，經過一輪龍爭虎鬥，為我

校勇奪亞軍，此驕人佳績實值得表揚。 

成員包括：李翰林 3B  劉鎮豐 3D  梁俊杰 3E 

黃煜勳 4B  楊晉彥 3D  馮潤生 3A 

（四）本校學生 4E羅繼朗參加了由中國國際動漫節執行委員會主辦之「天眼杯」中國國際少年兒

童漫畫大賽，榮獲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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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學生 4D張智皓獲得今年 8 月舉行的「世界 147桌球會 16歲以下聯賽」銀獎冠軍。 

（六）第四十三屆聯校科展 

第四十三屆聯校科學展覽已於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假中央圖書館地下

展覽廳舉行，今年科展主題為「科學無領域，安全添新色」，本校以「天天天秤」為參賽作

品，與其餘二十一間入圍的中學進行比賽。是次展品負責人為 7A吳翰寧、7A張永樂、7A

周子健及 7A黃振華，攤位設計為 7B倪政榕，展品示範員為 7A吳振聲 7A李承峰、7B林

愷俊、7A林定邦、7A林忠漢、7B陳卓倫、7A林民樂、7A謝安蓀、7A郭康廷、7A王梓

軒、7A蘇亮諭、7A李瀚文、7A蘇明、7B張永揚。今年，本校獲得以下獎項：最佳攤位設

計季軍、最受歡迎參展學校季軍、全場總季軍，本校感謝張展濤老師及何繼倫老師指導，才

有今次優異的成績。 

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宗教教 育組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早上，教友老師、家長、學生、教友、慕道及慈青善會同學回學校小堂

慶祝「聖母升天瞻禮」。感恩祭由院長馮定華神父主持。感恩祭中，院長頒發本年度第二期慈青善

會獎章，嘉許全年青現傑出的善會會員。感恩祭後舉行 2010聖母盃足球賽。經一番激戰，最後由

慈青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奪得冠軍，亞軍則是慈青雷鳴道善會。 

八月廿二日是中一家長日，早上活動結束後，舉行中一公教家庭日。有二十多位教友參與感恩

祭，他們包括老師、教友同學及中一教友家庭參與。宗教教育主任梁偉才神父介紹宗教教育組成員

及活動，邀請教友同學每星期參與感恩祭、早禱、慈青善會、週年退省等。 

暑期中舉行了多項慈青聯校培育活動，如 action songs工作坊、帶領祈禱工作坊、帶領遊戲

工作坊、慈青領袖訓練營等。本校有三十多位同學參與。 

「午間慕道團」在經過一個學年的學習後，也於暑假進行暑期班及信仰日營，主題是「讓主耶

穌找你」。在導師吳海麒老師(牧民助理)及慈青天主教同學會(福傳組)教友同學帶領下，午間慕道

團同學透過分享、遊戲、電影、祈禱等活動；深入體驗天主教信仰。 

新學年開始，本校教友、慕道、善會導師及同學，參與開學感恩祭。九月十五日是「痛苦聖母

紀念日」，院長馮定華神父勉勵大家：聖母與天主合作，參與主耶穌基督的苦難；雖面對痛苦，然

而最終偕同基督得到光榮。教友同學無論在求學、成長的過程中，難免會經歷痛苦；但依靠天主的

助佑，持守真理，會有希望及永生的福樂。感恩祭中也舉行慕道者收錄禮。有 19 位「午間慕道團」

同學，經過了一年慕道的生活，正式被收錄為慕道者。在新一年繼續深化慕道的生活，包括：有系

統地學習福音、要理；恆心祈禱；皈依天主；以及參與教會生活，學習為主作證。最後，新一年的

慈青善會及慈青考章計劃即將展開。請同學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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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仍以「博學求真勤發問，修身律己力遵行」作為學校主題。開學前，

本組為中一新生舉辦「慈幼大搜查」，讓新生了解我校情況，早日適應中一生活。開學後，各班級

成立班會，繼而訂定「課室十誡」，目的在營造一個自律而和諧的學習環境。此外，在早會和週會

堂，老師都不斷鼓勵同學「勤勉自律」，提醒同學上堂要做筆記、準時交功課、課前先預習、課後

要溫習等。希望同學盡早養成良好的習慣，主動學習。 

十月份以「認識祖國」為主題，早會除進行升國旗儀式外，還有短講分享；週會堂將有老師、

同學分享他們在「上海世界博覽會」上所見所聞，藉以加強對祖國的認識。十月十三、十四兩天，

學校將在午飯時間，在禮堂舉辦「龍情午間派對」。這派對以嘉年華會形式進行，目的讓同學多了

解中國文化及現況，其中攤位包括：文化廊、遊戲廊、精品廊、美食廊、書法廊等等，同學可免費

參加。 

 

 

         校務組 出版校務組 出版校務組 出版校務組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