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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慈幼這個家，更特別歡迎今年新加入慈幼的同學和家長。

2020年是很特別的一年，突如其來的疫情，確為大家帶來不少衝擊，擾亂了大家的生活、學校及老師

們的工作和同學們的學習，但值得感恩的是因著上主的祝福、大家做足防疫措施及努力，學校的師生及

家長都能健康平安。

會祖鮑思高神父曾說過：「只要你們是青年，我便會全心愛你們。」慈幼的老師團隊，是一個專業、敬

業及充滿愛的團隊，老師們關愛學生，致力培養同學的自律及自學精神，促進身、心、靈的健康，裝備

同學應付將來的挑戰。基於疫情關係，本學年開始時，所有課堂均不能面授，因此，所有教學活動只可

以在網上進行，讓同學在家中學習。在面授課堂開始前，雖然師生只能透過螢幕見面，但透過老師們盡

心盡力地為同學們的網上學習而備課、構思網上習作、思考不同的評核方法、關心他們在抗疫期間的

身、心、靈健康等，讓同學們在未能回校上課的艱難時期，仍能充實地學習。相信同學們也可感受到老

師的付出與關愛，希望各位同學能懷著感恩的心自律及自覺地學習，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

本學年是三年發展計劃周期的第三年，學校的主題是「求學增自信 立志作鹽光」。疫情令校內不少學

習活動暫停，我們期望於疫情緩和後能繼續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及計劃，提升同學的學習自信及效能。

透過師長們的陪伴、聆聽及與同學同行，引導、鼓勵與協助同學發揮天主賦予的才能，提升同學的責任

感及自理能力。我們也期望同學能成為別人的「鹽與光」—「鹽」和「光」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

雖然毫不起眼，但卻能為生活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及轉變。「鹽」本身有調味、防腐的作用，而「光」

則有照明作用。我們期望同學能在校園內及社會上發揮「鹽」及「光」的作用，為校園及社會帶來更多

人情味，善盡自己本份，以善行感染及影響身邊的人。

最後，我們明白無論家長、老師及同學在疫情中都面對不少困難及挑戰，在此特別感謝家長們一直以來

的支持及體諒，發揮家校協作的精神，與學校一起合作去教導同學學會適應學習環境及模式等的改變，

讓他們在疫境中變得更堅強，迎難而上，努力克服各種困難。

在本學年的開始，祈求天父賜給我們慈幼師生智慧及健康，帶領我們在不同的範疇上追求卓越，也藉聖

母瑪利亞及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助佑，讓我們有勇氣去面對新的學習、新的挑戰，也讓我們一起為疫情

早日消除而祈禱。

願天主祝福各位及您們的家人。

杜玉燕校長
2020年9月1日

校長的話
慈幻英文學校 67期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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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報告

校監陳鴻基神父 (法團校董會主席)

楊祖羅神父 (辦學團體校董)

蘇志超神父 (辦學團體校董)

吳多祿神父 (辦學團體校董)

陳永堅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余立勳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潘樹康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林英修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杜玉燕女士 (校長)

劉碩偉先生 (教員校董)

李淑雯女士 (替代教員校董)

劉燕玲女士 (家長校董) 

周玉芬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黃志榮先生 (校友校董)

鄭德明博士 (獨立人士校董)

5. 人事 / 職務調動

 ·離職：雷証棋老師、劉泳欣老師、饒國俊老師 

 ·新入職有

·學生成長副校長：黃永佳老師

·校務副校長：李淑雯老師

·中文科科主任 : 陳力行老師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聯絡人 : 陳力行老師

·學校歷史及資料組組長：嚴志恒老師

·閱讀推廣組組長：杜天蕊老師

·資訊科技教育組組長：陳綱維老師

姓名 職務 / 任教科目 / 班主任

張洛軒老師 任教數學科、電腦科 / 1C班主任

蘇柏翰老師 任教英文科、地理科 / 2C班主任

李啟俊老師 數理科 (EMI) 教學助理 / 1D班主任

1. 2018-2021年度學校教育牧民方案 - 學校發展計劃

   主要關注事項一：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效能得到提升

 主要關注事項二：學生能發揮天主賦予的才能，責任感及自理能力得到提升

 補充關注事項一：教育牧民團體能藉著實踐鮑思高預防教育法，加強關愛文化

2. 2018-2021靈德育主題：求學增自信，立志作鹽光

3. 2020-2021牧民主題：「良好公民 熱心教友」- 營造綠色環境，  

推動環保及健康生活

4. 2020-2021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人事 / 職務調動

6. 2020-2021年度主要學校推廣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
2020年11月28日 (星期六)

時間：1:30p.m.-2:45p.m

升中簡介會 - 學校簡介、英語話劇欣賞、

自行分配學位辦法、學生分享、校友分享、家長分享
 慈幼

2
2021年1月9日 (星期六)

時間：2:00p.m.-4:00p.m.
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模擬面試活動 慈幼

3
2021年1月9日(星期六)

時間：10:00a.m.-5:00p.m
慈幼杯小學足、籃球邀請賽 慈幼

4
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時間：2:00p.m.-4:00p.m.
Apps工作坊 慈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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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專欄
網上尋寶－－生涯規劃資訊網站介紹 -- 生涯規劃主任黃啟思老師

相信各位家長及同學因著在家工作及網上授課的安排，近日亦多花了時間瀏覽網上資訊；事實上，有不少有用的

資訊一直就在網上供大家發掘。執筆之時，距離同學回校上課尚有兩星期，為了讓家長及同學緊貼最新的選科及

升學資訊，今次特別為大家介紹幾個實用網站，鼓勵大家善用餘暇瀏覽，以掌握更多生涯規劃資訊。

各位可透過此連結，瀏覽上年度的中三選科

資訊（包括家長晚會各環節、各選修科介紹

等）。網站由本校生涯規劃組製作，除校本

資訊（如中三選科、中六放榜）外，亦加入

了不少有用網站連結；而本年度的詳細資訊

將於稍後逐一更新。

本地自資課程多如繁星，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

台（Concourse）正好為大家提供不同自資專

上課程的資料。此平台由教育局統籌，當中包

括不同課程的過往收生成績、畢業生出路及升

學路向，絕對值得大家細閱。

各位可經大學聯招（JUPAS）網站的「實用

資料分頁 >文件> 新生入學成績」路徑，查閱

過往數年各個聯招課程的收生成績。除此之

外，聯招網站亦載有聯招課程列表、各個課程

詳細介紹、收生要求等，可供同學作選科參考

資料。（注意：由於聯招課程資料每年均有更

新，非應屆中六同學須留意心儀課程的資訊

改動）

坊間有不少介紹不同行業的文章及討論，教育

局的生涯規劃網站則將行業仔細分類，並提供

職業的簡單介紹，如職責、晉升階梯、薪酬水

平、入職要求、相關課程等資訊。若同學仍在

探索未來的職業路向，可透過此網站對心儀行

業作初步了解，踏出生涯規劃的第一步。

大學聯招過往收生成績：

本地自資學士/副學位課程過往收生成績：

本校中三升中四選科資訊：

教育局行業資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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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資訊速遞

1.1 暑期活動：    

聯校網上Action Song工作坊

慈青善會同學於2020年8月3至4日期間參與由

慈青牧民辦事處舉辦的聯校網上Action Song工

作坊，期望同學把所學到的訊息帶給校內的善

會同學。

1. 信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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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牧民團體

1.2  暑期網上課後慶禮院

 在剛過去暑假期間，課後慶禮院每星期舉行一

次網上團體聚會，繼續維繫團體，加強關顧同

學的個人成長，並建立正確價值觀。

2.1  改善電腦設施

 校友何其銳先生捐贈40萬元，以改善課室電

腦設備。電腦行政管理組負責設計適合的電腦

枱，暑期中跟進工程。當大家進入課室時，便

可以見到又靚，又實用的電腦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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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校獲頒發【保障私隱學生大使•學校夥伴嘉許計劃】     

2019-2020學校夥伴 - 銀章

2019-20學年本校參與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主辦、「good morning CLASS」籌辦之「保障私隱學生

大使‧學校夥伴嘉許計劃2019」，藉不同活動提醒學生防止網絡欺凌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重要性。因本校表現

理想而獲發2019-2020學校夥伴 - 銀章。

3.2 中一迎新活動2020-2021因應疫情，安排如下：

·中一培訓日：改於31/8早上網上實時進行。各班班主任透過ZOOM與中一同學見面，並提醒開學後網上學習的

注意事項。

·慈幼大搜查、飛躍之旅：取消。

·部份原定舉行活動，延期進行。如：學校介紹、行政小組介紹改於2020-2021九月周會堂進行。課室十誡則待

同學回校上課時再作安排。

2.2 改善班房設施

今年中六班房來了一個大改革，以往課室內學生枱的櫃

桶門很容易被損壞，學生椅的鐵腳亦很容易彎曲。新學年

首先為中六班房更換了所有的學生枱，學生枱採用了藍色的

枱面，給人精神奕奕的感覺。而學生椅也更換了一種護脊膠

椅，還另外增添了每人一個儲物櫃，希望各位同學都能愛惜

這些公物，預計將會陸續為其他各級的班房更換的。

2.3 19-20畢業典禮

·因受疫情影響，19-20畢業典禮延期至9月26日(星期六)

下午進行。

·因疫情關係，9月26日(星期六)下午的畢業典禮並沒有邀

請嘉賓，只有校監、校長、畢業生進入禮堂參加典禮，

家長們則在不同課室觀賞直播。

3. 人性教育

慈幼資訊速遞

4.1 全港第一屆「2020 RoboMaster 青少年挑戰賽(香港站) 」

第一屆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已經開始，本校為50間入選學校之一。我校RoboMaster 團隊需要將數

以百件零件組裝成3部DJI RoboMasters 機甲大師，並以編程控制機械人，配合航拍機的策略去參賽，以應對敵方

的攻擊，真是鬥智、鬥力、鬥團結。過程中，由師兄組織並帶領師弟一起參賽，體現慈青精神 – 以青年帶動青

年！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將暫定於11月底進行，各位慈幼仔，與你們一起，加油！

4. 小組經驗 (及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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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RoboMaster參賽團隊於畢業生李冠洲（2006）指導下，進行組裝工作

組裝
完成

同學以編程控制RoboMaster

同學以編程控制Robo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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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慈幼會潘銘智執事晉鐸感恩祭

慈青善會同學於2020年7月3日晚上，參加了在慈青輔祭會服務的潘銘智執事晉鐸前夕的祈禱及分享聚會。翌日，

近卅位師生及一些舊生前往聖安多尼堂參與潘執事的晉鐸感恩祭，部份慈青善會會員在感恩祭中協助輔禮或參加

歌詠團，見證潘執事領受聖秩聖事的一刻。禮儀結束時，潘神父邀請在場青年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如何透過修

道聖召，奉獻生命，為教會及社會服務。

5. 聖召培育 (前程教育)

6.1 校際比賽成績（學術）

6. 學生在學業以外表現 

項目 獎項/名次 獲獎同學

第71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組)

詩詞獨誦 (U317) 
優良獎狀 江逸鋒2E

第71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組)

散文獨誦 (U414)
優良獎狀 吳鈞豪6D

第71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組)

二人朗誦 (N444)
良好獎狀

陳希誦1A    

王銘鑫1A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

優良獎狀 劉俊安2C    雷竣傑3A   李陽鑫3B

良好獎狀 余頌恆2C

2019-2020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4.2 課外活動幹事培訓日 (網上培訓)

日 期： 9月25日 (下午)

參加者： 各課外活動學會的幹事同學

目 的： 讓各學會的幹事同學認識自己的角

色、崗位和責任，加強他們的領導

才能。此外亦藉此機會商議聯課活

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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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名次 獲獎同學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王子維 1A    周正元 2B  洪東權 2C

劉俊安 2C    梁日朗 3A  吳家煒 3A

張旭東 3B

良好獎狀 羅樂宙 3A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Dramatic Duologue

Proficiency 李致諾 2C   譚銘聰 2C

Merit
韓鋕泓 3A   張竣皓 3B

鍾順揚 5D   李澤川 5D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Solo Verse

Merit

陳肇南 1B   王柏軒 1B   陳以恆 2A

何銳韜 2A   石鎮遠 2B   雷竣傑 3A

陳皓塱 3B   譚鈞羽 3B   林奕熙 5C

小峯啟司 3B

星島第三十五屆全港

校際辯論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最佳辯員
「星島第三十五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

「星島第三十五屆

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吳鈞豪6D

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

辯論比賽外圍賽
最佳辯員 潘御生6B

「全港中學中國歷史

研習獎勵計劃2019」論文比賽
嘉許獎 (高級組)

利家駿5B

周智宏6C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Harvard Book Prize 2020

Winner 莊梓鋒 5D

First Runner-up 鍾順揚 5D    李澤川 5D

第53屆聯校科學展 - 計劃書比賽 季軍
黃朗賢 (隊長) 4E   

陳海城 4E    吳澤宇4E    黃良堯 4E

大灣盃數學預選賽

一等獎 梁永濼 3B

二等獎

梁俊然 2B   劉宇俊 3A   陳海城 4E  

何家寶 4E   李凱量 4E   吳澤宇 4E

葉浩軒 4E   姚俊穎 4E   趙俊然 5C  

陳逸康 5D   郭仲民 5D

三等獎

林殷樂 1B    周浚鴻 2C   楊文俊 2E  

廖梓量 3A    吳家煒 3A   陳偉森 4E

藍彬 4E      梁行健 4E   謝家耀 4E  

黃良堯 4E    馮銘業 5D   袁皓賢 5D

華夏盃數學比賽 - 初賽

一等獎 周浩義 2B

三等獎
郭曉峰 1B    林銘恒  1B   戴卓喬 1B  

梁俊然 2B    周浚鴻 2C   勞學維 2C

港澳盃數學比賽 - 初賽 合格 (*註)

陳垣良 1B    丁銘浩 1B   林殷樂 1B    

楊文俊 2E    小峯啓司3B  趙俊然 5C

陳逸康 5D    馮銘業 5D   郭仲民 5D    

李德禛 5D

HKIMO -初賽 銅獎
吳家煒 3A    趙俊然 5C    郭仲民 5D  

李德禛 5D    施楓茗 5D

 *註：港澳盃初賽將取消所有個人及團體獎項，並取消所有獎狀及獎杯，改為個人入圍晉級賽資格，將按照過往 3 年的銅獎分數平均值
（各級獨立計算）作為合格（PASS）分數線。得到合格同學，成績已達到銅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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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藝術 (音樂、視藝、多媒體)

項目 獎項/名次 獲獎同學

校際游泳隊

甲組100米自由泳

甲組 200米自由泳

冠軍

冠軍
曾皓伽4E

甲組4X50混合泳接力 亞軍
曾皓伽4E   施仲賢5C   

馬俊熙4A   張焯然4C

丙組50米自由泳 殿軍 鄭沛康2B

甲組團體  亞軍
曾皓伽4E   施仲賢5C   馬俊熙4A   

張焯然4C  黃耀霆6A   彭浩揚5B

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 
17歲以下

男子組季軍

張竣皓3B   陳俊宏3C   蔣家駿3C   

王曉濤3C   劉志樑3D   謝境謙4A   

白倚凡4A   連晉燁4A   曾駿譽4B   

王志超4B   莊俊賢4C  蕭文軒5B   

鄧智豪5C   陳祐葰5D

屈臣氏傑出學生運動員獎19-20 周睿弘 6B

 

6.2 校際比賽成績（體育）

項目 獎項/名次 獲獎同學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夏恒健6D    蔡瑋枏 5C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2019 高級組優異獎 梅卓男 6A    梁俊仁 5A

EMOMENT Art Competition 優勝 梅卓男 6A

   
 6.4 服務/ 領袖

項目 獎項/名次 獲獎同學

港島地域步操比賽

2019選拔組
季軍

麥天生2A    陳兆誠2B    劉俊安2C    伍傲俊2D  

柏進彥2D    陳皓塱3B    趙峪嶠3B    呂汯叡3B

陸偉丞3B    蔡梓軒4A    陳煒龍4E    陳偉森4E

李民軒5D    伍家強6E

社會福利署 -

 義工服務嘉許狀(2019)

義工服務嘉許金狀

(全年服務200

小時或以上)

劉綮哲 4E    陸柏霖 4A    吳孝康 4E

義工服務嘉許銀狀

(全年服務100

小時或以上)

葉浩軒 4E

義工服務嘉許銅狀

(全年服務50小時或以上)

熊文浩 4E    吳偉聰 5A    梁俊仁 5A

何家寶 4E    李凱量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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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名次 獲獎同學

2018-19全年最佳學生 / 小峯啟司3B (18/19 2B)

郭德勝獎學金 / 羅逸成 (18/19 6D)

麥觀鈐神父獎學金 / 潘振昌 (18/19 6D)

梁汝森獎學金 / 黃嘉浩 (18/19 6C)

2019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分區優秀學生 (初中組) 雷竣傑3A

2019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分區優秀學生 (高中組) 陳蔚聰6D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

黃賢諾5D

傅嘉政3D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 學業以外表現獎 曾浩伽4E

祈良神父教育基金2019/20 祈良神父教育獎學金 楊毅恒6D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2019/20 高中學生獎學金
潘展頡 6B  

吳鈞豪 6D

東區學校聯會委員會

2019-2020東區學校模範生
/

勞學維2C

黃朗賢 4E

東區學校聯會委員會

2019-2020東區學校進步生
/

林少雄 2D

譚承祐 3B

2019-2020聖鮑思高神父獎學金 (#) / 黃朗賢 4E

  

(#)黃朗賢同學(4E)為慈幼會、母佑會及顯主會在港、澳、台屬下

中學學生中八名得獎學生之一，每名得獎同學將獲獎學金二萬元

正，將於10月2日上午在鄧鏡波學校舉行頒獎禮。

左一及左二：捐贈者梁太及梁先生

右一：慈幼會省會長吳神父

右二：慈幼會教肓事務委員會張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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