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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第第第第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期期期期 

 

~~~~對靈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一點感受~~~~    
                                                 靈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吳君浩 

 

 今年暑假英國多處地方發生暴亂，有不少青少年涉及暴力破壞和搶掠事件，當中有家境富裕

的，還有年齡不足 10 歲的。暴亂的社會背景當然是複雜的，需要多方面分析，但青少年肆無忌憚

地參與搶掠，卻令這個一向傲視全世界的「教育體系」感到驚愕。究竟英國的「教育」政策失敗在

哪裡？ 

 開學以來，青少年的負面新聞不絕，有聯群結黨放火燒巴士、有集體在校外毆鬥、也有因為一

時想不開而自尋短見或一個錯誤決定而跌死的。總之，今天青少年問題看來已經不再是家庭和學校

所能肩負得起的責任，就算加上社工機構、宗教團體及政府部門，也顯得極其被動，一籌莫展似的。 

 倘若你要問，靈德育及公民教育在面對這樣的局面下還可以做些甚麼？ 

我能夠回答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果老師和家長對青少年失去信心，我們的青少年還有希

望嗎？如果我們成年人缺乏面對困難的勇氣，我們年青的下一代還有勇氣面對困難嗎？ 

 最近在互聯網上看過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個「全人教育基金」的團體作了一項調查，有六千多

個小學生和五千多個中學生參與。調查發現 67％小學生和 56％中學生均選擇「幸福家庭」作為他

們最重要核心價值。在日常寫作中，我經常看到同學的文章說要愛護家人、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這個現象使我深信家庭對青少年成長起關鍵的不可補替的作用。 

 社會大環境的風氣，我們改變不了，但家庭和學校這小環境還是可以由家長和老師合力創造

的。今天的社會崇尚功利，如果學校為了生存、為了擴張便急功近利；家長為了生活、為了賺錢而

不擇手段，這樣的教育對青少年不但沒有果效，恐怕是反面教材，愈教愈使人墮落。早前美國發現

有些學校竟然集體竄改學生成績矇騙教育當局，以求取良好校譽；香港某報記者則揭發有家長利用

虛假地址為子女報讀名校，這都是現實生活的反面教材。 

 鮑思高神父提倡預防教育法，以宗教、仁愛和理智作為教育的根基，靈德育及公民教育亦以此

作為課程的座標。靈育目的在探求生命的本源，從而使年青人珍惜生命，善用天主給人的品賦和資

源；德育目的在培養高尚的情操，使年青一代養成同情心、同理心及民胞物與的精神；公民教育目

的在培養公德心、公民的義務和責任。我們今年仍舊以「博學求真勤發問、修身律己力遵行」作為

全年工作的目標，我們每個月都有一個主題，例如：九月份的主題是勤勉自律，那麼無論周會堂、

班主任時間、早上集會、德育短講，都以此為主題，藉此營造一個多角度、多元化的氛圍，勉勵學

生自律和努力。 

 個人先天的品賦，我們能改變的不多，但每個人的後天養成，卻可以透過家校合作而改變的。

給青少年一個安全而互信的環境，青少年就會從容地建立自信和自尊；給青少年一個關愛而體諒的

環境，他們就會養成同情心和寬廣的胸襟；給青少年一個崇禮重義的環境，他們就易於養成情操高

尚與尊重別人的風度。總之，有怎樣的環境，就有怎樣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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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青少年，在庸俗的社會風尚和大眾傳媒感染下，難以掌握道德操守的界限，因此沒有師

長清晰明確的指引，他們很容易誤入歧途。靈德育及公民教育雖然不是靈丹妙藥，但學校和家庭若

欠缺這一度最後的防線，恐怕日後會步英國的後塵而更難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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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如順老師及王定鑣老師。離職有葉琛琪老師、何嘉雯老師、鄺儉生老師、

孫素韻老師及校工群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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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天蕊老師（F.3 班主任，任教 English 及生活教育） 

林偉正老師（F.2 班主任，任教 Maths 及 I.S.） 

陳玉珍老師（F.4 班主任，任教 English 及生活教育） 

馮可欣老師（F.1 班主任，任教 English、生活教育及宗教） 

李家瑋老師（F.4 班主任，任教中文、中史及生活教育） 

李栢安老師（F.3 班主任，任教通識、地理及生活教育） 

黃穎心老師（任教化學及 I.S.） 

陳綱維老師（任教通識及數學） 

關焯然老師（任教英文） 

             莫曉宜老師（中文科教學助理） 

             歐陽天任老師（英文科教學助理） 

             吳惠成先生（門房） 

             萍姐（工友） 

(三) 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公益服飾日：：：： 

今年，本校公益服飾日於九月三十日進行，，全校共籌得善款一萬三百八十四元九角，已全

數交往公益金，本校多謝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大力支持。 

(四) 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今年本校師生於十月七日，參予接種流感疫苗，總共有 378 人。 

(五) 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獎助學金事宜：：：：    

本校今年已經向有關主任及老師諮詢，決定提名下列學生接受獎助學金，他們包括： 

i. 祁良神父基金：5E  容卓希同學 

ii.尤德爵士基金：5E  溫啟晞同學 6E  姚子希同學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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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英文學校第十二屆教師委員會，已於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順利選出，現詳列如下： 

主    席:  林俊英女士         副主席:  蕭黄彩燕女士 

     秘    書:  阮照衡先生         司  庫:  蕭曾美芳女士 

推廣聯絡:  韓國偉先生         文  康:  方瓊珠女士、余秀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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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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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 內內內內 獲 獎獲 獎獲 獎獲 獎  

1.1.1.1. 第四十第四十第四十第四十六六六六屆水運會屆水運會屆水運會屆水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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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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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璟昇(4C) 孫子健(4A) 陳冠豪(2E)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葉承俊(7B) 

郭雋樂(5C) 

羅銳聰(3A) 張藝烽(2A)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陳祉衡(3A) 梁鎮濤(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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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5C5C5C    3A3A3A3A    2E2E2E2E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6E6E6E6E    3E3E3E3E    1A1A1A1A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6A6A6A6A    4A4A4A4A    2A2A2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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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3A3A3A    

全場總亞軍全場總亞軍全場總亞軍全場總亞軍    2E2E2E2E    

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    1A1A1A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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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B 葉承俊 6A 應鉅生 5D 朱晉廷 

50 米蛙式 7A 蔡譽達 7B 葉承俊 6E 鄭湛泓 

50 米背泳 4C 梁璟昇 6A 應鉅生 6E 吳梓銘 

50 米蝶式 4C 梁璟昇 6A 應鉅生 6E 鄭湛泓 

100 米蛙式 5C 郭雋樂 7B 葉承俊 7A 蔡譽達 

100 米自由式 5C 郭雋樂 5D 朱晉廷 6B 林晉熙 

4 X 50 米 

自由式接力 

5C 6E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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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羅銳聰 3E 吳俊鋒 3E 李卓祺 

50 米蛙式 3A 陳祉衡 3C 葉梓滔 4E 馮潤生 

50 米背泳 3A 羅銳聰 3A 黃卓賢 3A 伍梓穎 

50 米蝶式 *4A *4A *4A *4A 孫子健孫子健孫子健孫子健    *3A*3A*3A*3A 羅銳聰羅銳聰羅銳聰羅銳聰    3A 陳祉衡 

100 米蛙式 3A 陳祉衡 3A 徐子朗 3E 李卓祺 

100 米自由式 *4A *4A *4A *4A 孫子健孫子健孫子健孫子健    3A 徐子朗 3E 吳俊鋒 

4 X 50 米 

自由式接力 

3A 3D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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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 陳冠豪 2A 張藝鋒 1A 高進 

50 米蛙式 2E 陳冠豪 1A 梁鎮濤 2D 阮文瀚 

50 米背泳 2A 張藝鋒 1A 梁鎮濤 2E 黃朗韜 

50 米蝶式 2E 陳冠豪 2A 張藝鋒 1A 高進 

100 米蛙式 1A 黎浩川 1C 錢家豪 1D 袁鐵樑 

100 米自由式 1A 陳廣燊 2E 伍謙鳴 2E 胡皓然 

4 X 50 米 

自由式接力 

2E 1A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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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大會紀錄打破大會紀錄打破大會紀錄打破大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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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孫子健 4C 梁璟昇 5C 郭雋樂 

200 米蛙式 6D 廖子豐 6D 崔敏滔 5A 龔家豪 

畢業班家教會接力賽畢業班家教會接力賽畢業班家教會接力賽畢業班家教會接力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7B 6E 6D 

 

 

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校 外 獲 獎  

（一）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十十十十四四四四屆聯校科展屆聯校科展屆聯校科展屆聯校科展 

第四十四屆聯校科學展覽已於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於銅鑼灣中央圖書

館地下展覽廳舉行。今年科展主題為「科學鑑證顯端倪，齊心滅罪保安危」，本校為參賽隊

伍之一，並以「追跡者」為題的筆跡鑑證系統參賽。今年參與協助老師計有張展濤老師及何

繼倫老師。本校共有十六位學生參與，雖未能獲獎，但獲得很多到場參觀的人士讚許。同時，

亦有很多舊生和同學到場，為參賽同學打氣。本校在此感謝兩位老師鼎力協助，籌劃此次聯

校科展活動。 

（二）第十一屆第十一屆第十一屆第十一屆〝〝〝〝星星河星星河星星河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優秀獎美術優秀獎美術優秀獎美術優秀獎    梁英騰 4A 李嘉明 4D 賴震添 6A    

攝影叁等獎攝影叁等獎攝影叁等獎攝影叁等獎 徐志洋 5B 林家進 5B 鄧偉恒 5B 

美術叁等獎美術叁等獎美術叁等獎美術叁等獎    羅繼朗 5E 彭鎮杰 6B 黎浩杰 6B 高茂壕 7B    

攝影貳等獎攝影貳等獎攝影貳等獎攝影貳等獎    林家全 5B 

美術貳等獎美術貳等獎美術貳等獎美術貳等獎    湯灝賢 5B 洗佑隆 5E 陳耀東 6A 應鉅生 6A    

美術壹等獎美術壹等獎美術壹等獎美術壹等獎    陳子康 5B 吳浚銘 5B 陳智彥 6A 關啓榮 6B    

（三）國術組國術組國術組國術組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獎獎獎獎    

    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    

    

2E 鄧景朗 男子少年組套拳 亞軍 

2D 劉嘉謙 男子少年組套拳 亞軍    

        第三十屆全港公關國術群英會第三十屆全港公關國術群英會第三十屆全港公關國術群英會第三十屆全港公關國術群英會    2E 鄧景朗 男子少年組套拳 優異獎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1201120112011    

    

2D 劉嘉謙 男子少年組套拳 優異獎 

2A 陳曦賢 男子中童組套拳 優異獎    

團團團團

體體體體

組組組組    

    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第二屆全港黃飛鴻洪拳邀請賽    

    

「慈幼國術組 A 隊」 16 歲以下團體組套拳 冠軍 

「慈幼國術組 B 隊」 16 歲以下團體組套拳 亞軍 

「慈幼國術組」 16 歲以上團體組套拳 冠軍    

        屯門區公開龍獅組錦標賽屯門區公開龍獅組錦標賽屯門區公開龍獅組錦標賽屯門區公開龍獅組錦標賽    

    

中學獅藝組 冠軍 

地青獅藝組 優異獎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1201120112011    團體組套拳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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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際校際校際校際游泳錦標賽游泳錦標賽游泳錦標賽游泳錦標賽 

本校於 2011 年十月六日參加校際游泳錦標賽，在同學努力下，奪取彪炳的成績： 

甲組 

4C 梁璟昇 50 米背泳 季軍 

 100 米背泳 亞軍 

5C 郭雋樂 200 米自由式 殿軍 

 100 米自由式 第六名 

4C 羅匡正 200 米蛙式 第八名 

6A 應鉅生 50 米背泳 第八名 

 100 米背泳 第八名 

6C 林晉熙 200 米個人四式 第八名 

4C 梁璟昇 5C 郭雋樂 6A 應鉅生 

7B 葉承俊 7A 蔡譽達 5D 朱晉廷 

4X50 米四式接力 殿軍 

甲組榮獲全場季軍 

乙組 

4A 孫子健 100 米自由式 殿軍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 

3A 羅銳聰 200 米蛙式 亞軍 

 100 米蛙式 季軍 

3D 王俊翬 200 米蛙式 第七名 

3A 羅銳聰 3D 王俊翬 

4A 孫子健 4C 張慶貽 

4 X 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乙組榮獲全場殿軍 

丙組 

2A 張藝鋒 50 米背泳 冠軍 

2E 陳冠豪 50 米蛙式 冠軍 

 100 米蛙式 亞軍 

1A 高進 1A 梁鎮濤 

2A 張藝鋒 2E 陳冠豪 

4 X 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丙組榮獲全場亞軍 

游泳隊本年度榮獲男子團體全場 

總亞軍 

宗 教 教 育 組宗 教 教 育 組宗 教 教 育 組宗 教 教 育 組     
 

八月十五日早上，教友老師、家長、學生、教友、慕道及慈青善會同學，回校慶祝「聖母升天

瞻禮」。感恩祭由慈幼修院副院長劉戩雄神父主持。他在感恩祭中提醒同學，要效法聖母的芳表及

德行，追求永生的福樂。感恩祭中頒發了本年度第二期慈青善會獎章，嘉許全年表現傑出的善會會

員。感恩祭後舉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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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隊。 

八月廿一日是中一家長日。早上活動結束後，舉行中一公教家庭日。有校長、教友老師、中一

教友家庭參與。當日向中一公教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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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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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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約有二十位同學參與。另外，有六位同學參加在西班牙舉行的第

廿六屆普世青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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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善會導師及同學，於九月十四日放學後，參與開學感恩祭。

當日是「十字聖架節」，院長馮定華神父勉勵大家：實行主耶穌的教導，背著十字架跟隨主耶穌。

當我們在遭遇困難、痛苦時，要懂得反思己罪，悔改更新，皈依天主。感恩祭中也舉行慕道者收錄

禮。有十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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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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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迎新活動中一迎新活動中一迎新活動中一迎新活動    

8 8 8 8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中一班主任工作坊中一班主任工作坊中一班主任工作坊中一班主任工作坊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邀請所有中一班主任參加，其中有資深的老師也有新入職的老師。工作坊的目

的讓班主任交流心得，了解中一學生的學習情況，日後在處理班務或輔導個別學生時更得心應手了。 

8888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中一新生日中一新生日中一新生日中一新生日    

當天除了學習排隊上課，還要認識我校的歷史、慈幼會辦學的宗旨、認識校徽和校訓，最後由班主

任帶領同學訂定課堂常規﹝課室十誡﹞。 

8888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26262626 日日日日        慈幼大搜查慈幼大搜查慈幼大搜查慈幼大搜查    

在高班學兄帶領下，中一同學分成十人一組，按指定路線到不同的展覽課室參觀。當中包括 閱讀

組、課外活動組、訓育組、圖書館、全方位學習組、愛德服務組、學生事務組、體育活動組、學生

會、資訊科技組、輔導組、宗教育等等十多項。同學經過一天的探索便可以了解校園內大部份活動。 

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龍情午間派對    

為配合「認識祖國」的主題，每年十月靈、德及公民教育組都舉辦「龍情午間派對」。今年派對將

在 10 月 11 日及 12 日兩天午飯時間，在禮堂以嘉年華會方式進行。會場內將設有 10 個遊戲和活

動攤位，讓同學透過不同的遊戲認識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社會和文化。除了遊戲，派對還提

供傳統小食，供同學品嘗。此外同學完成各項活動，更可獲得精緻禮品。 

 

 

         校 務 組 出 版校 務 組 出 版校 務 組 出 版校 務 組 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