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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聲校聲

（天主教慈幼會）（天主教慈幼會）

　　感謝上主的降福，感謝聖母的

保佑，我們學校有非常成功和富

有意義的 80 周年慶典。老師們悉

心的準備，同學們超水準的配合，

得到所有嘉賓和來訪者的贊許和欣

賞。我們的學生處處都顯出優質的風範，這再一次證明我

們的學生絕對有能力作出高質素的表現。

　　我們學校寄宿部也越做越好！為了促進和幫助宿生在

學業、與人相處和虔敬上主三方面的發展，我們費盡心

思，推出多項計劃，例如：Smart 計劃，SDU 計劃，陪伴

成長計劃，英語閱讀計劃，慕道前期，慕道及慕道後期計

劃等。其中的「陪伴成長計劃」很有啟發性，本來只為中

三至中五宿生，現在會推展到中一和中二宿生，目的只有

一個，就是我們宿舍的導師一對一的陪伴宿生在靈德智體

群美均衡的發展。

　　最近同一些家長傾談，他們都不約而同的盛讚我們的

老師盡心盡力、全情付出的陪伴學生，在學業，體能和做

人三方面促進他們的進步。

　　這裡讓本人透過這篇「校監的話」衷心向老師們致

謝，多謝你們任勞任怨，充滿會祖鮑聖的愛心，陪伴、和

幫助學生成長，你們的心火一定會得到上主豐厚的報答和

降福。

　　天主保佑校長、神長、全校師生、家長和舊生。

校監林仲偉神父

交流團與本校
師生合照留念

馬餘鴻老師

　　繼去年聖誕節本校有十二位同學參加了海南學習交流

團，考察當地的教育制度，學習情況及寄宿環境，及至今

年 5月，本校則反客為主，作東道主招待了遠道由海南島

而來的學習交流團。

　　5月 13 日由海南省文溥職業學校及海南省機電工程

學校組成十三人的學習交流團—包括陸紅專校長，四位

老師及八位學生—，以及一直隨團照顧的強華建教基金

秘書長霍建強先生、助理秘書長賴國明先生及書記岑冠明

先生，一同蒞臨本校參觀。此行目的是為了解本校的教學

特色，亦希望觀摩本校寄宿部的運作。

　　交流團到校前，先由林神父於香港仔百樂門酒家宴請

來訪師生。到校後，則由余校長致以歡迎辭，交流活動便

告開始。來訪師生首先參觀了本校的設計與科技工場，欣

賞同學的優秀習作，聽林開和老師介紹課程的特色及示範

使用鐳射雕刻切割機。同學們亦獲送贈刻有他們名字的鎖

匙牌，他們都覺得這份紀念品很貼心，也很有意義。

　　接着同學們便到科學實驗室參觀，由黃錫年老師介紹

本校的科學課程及本校同學參加的校外科技比賽。由於本

校同學於校外比賽屢獲殊榮，因利乘便，便由一眾得獎同

學介紹他們的作品，由「海平面量度器」、「千孔煙霧過

濾器」到「多感讀障手指」等，同學們細細解說各項科技

發明的創作過程，都令來賓大開眼界。

　　晚飯後，由校監兼舍監林神父及余校長帶領來訪師

生，一起參觀寄宿部，介紹寄宿部成立的背景，宿舍的運

作與及宿生的生活情況。表達了同學如何在宗教的氛圍

下，透過寄宿生活，學會感謝主及過積極有規律的團體生

活，而且努力學習。

　　最後，中港兩地師生圍坐交流，大家踴躍發言。相信

海南省文溥職業學校及海南省機電工程學校的師生，此行

過後，對本校的教育、香港的教育情況，一定會有更深刻

的認識和了解。

交流團與本校交流團與本校
師生合照留念師生合照留念

的認識和了解。的認識和了解。的認識和了解。的認識和了解。的認識和了解。

香工迎來遠方客  港瓊教學互交流

校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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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學生在圖書館查看昔日校刊 ( 圖中後排由左至

右為林迦熙、蔡梓軒、吳卓曦，前排由左至右為許
育俊、梁晉綽、侯建 )

　　為慶祝建校八十周年，學校定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廿八日（星期六）晚上七時，於學校舉行晚宴。當晚大家可實地

緬懷過去，更可體會學校在千禧年代的發展；當然，亦能與神長、老師及同學敘舊，同時亦為舊生對母校表示感恩之良機。

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

　　同時，學校亦正準備出版校刊，內容除有本校的歷史外，亦會

詳細紀錄本校的近況，極具紀念價值。現誠邀各位校友撰文，分享

在母校的生活點滴，例如寄宿生活、校園記趣、及抒發對神長及老

師的懷念之情等。

詳細資料如下：

( 一 ) 主　　題： 感恩、八十載香工情

( 二 ) 字　　數： 不多於一千字

( 三 ) 截稿日期： 2015 年 6 月中旬

( 四 ) 繳交方法： 電郵至 office@ats.edu.hk

 或郵寄至本校 (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一號 )

 校刊編輯小組收

　　天主教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出席本校建校 80 周年感恩慶典致詞中表示很高

興回到本校，因為這裡帶給他很多喜樂。樞機指出其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在修會

工作，只有在一九八六年至八九年期間在本校擔任教學工作，特別是寄宿部，這

是鮑思高神父最關心的工作，所以在本校服務的幾年，他十分開心。

　　每間慈幼會學校均能夠有一個喜樂的地方，學生不貪求物質享受，神貧的人

是有福的。在校內學生們都知道要守規並要聽天主說話，甚至跟隨耶穌揹上十字

架，飢渴的人是有福的，這樣做才得到真正的幸福。學生們在鮑思高家庭裡大家

彼此關懷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諦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關懷別人的人是有福的。

　　陳日君樞機最後在致詞中表示在服務學校的三年中得到大家彼此支持，慈幼

會會士、老師及同學們一起都感到十分開心。後來因為要去內地修會工作，所以

在一九八九年離開了本校，心情十分不捨。今天很開心在這裡感謝天主，在香港

仔工業學校製造了帶著鮑思高神父精神的大家庭，今日慶祝同時恭喜大家能夠繼

續堅持家庭制度為青年帶來真正的幸福。

建校八十周年感
恩慶典

致詞

建建建校校校校八八八八八八八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周周年年年年年感感榮休
主教陳日

君樞機

香港仔工業學校

建校八十周年晚宴及校刊
　　為慶祝建校八十周年，學校定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廿八日（星期六）晚上七時，於學校舉行晚宴。當晚大家可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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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在學校禮堂舉辦了「第

五屆思高盃室內賽艇邀請賽」，今年已是第五屆了。每

年各慈系學生均踴躍報名參加。在比賽當天，場面非常熱

鬧、刺激；比賽競爭激烈，各運動健兒為各自隊友打氣。

我校僅以一分之微壓

倒聖類斯奪得團體冠

軍，重奪失落了三屆

的冠軍，各同學均興

奮莫名。

　　各項成績如下︰

　　學校在盆栽種植比賽，榮獲中學盆

栽種植組 (賞葉類植物 )優異獎。是次

比賽，本組6名學生共分成三組，參加

花卉展共三組種植比賽—分別為賞花

類、賞葉類和非洲紫羅蘭組別。同學們事前先認識有關植

物的習性，並學習如何種植和照料這些植物，如非洲紫羅

蘭不能放在猛烈陽光下，只適宜在陰涼地方種植；落地生

根則是一種水種和泥種皆可的植物，非常有韌力，不易枯

萎。結果，由中一C班劉泓楝 (紅圈後者 )和馬子祐 (紅圈

前 者 ) 合 作

種植之賞葉

類植物—

落地生根(左

上圖 )，獲得

優異獎項。

建校八十周年感
恩慶典

致詞 Mr. YK Lee

Ms KY Yu

In February, fi ve ATS students, Oscar Chui (5A), Eugene Chan 
(4C), Cobalt Lai, Paco Ku and Lonhro Cheung (1A) participated 
in the 7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Smart 
Educat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The biggest challenge was how we merged the stor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ity into a single script,’ Eugene remarked after 
being notifi ed that they were one of the 20 teams, out of 300, being 
selected to enter Phrase 2, online voting. 

Although the team did not make it to the finals, the students 
unanimously concluded that it wa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This year, 13 students from ATS Drama Club participated in the 
2015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nd won the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傑出合作獎 ). Over 500 teams from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joined yearly the drama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EDB( 教育統籌局 ).  Each school may choose or 
create one play script to rehearse within 3 to 4 months and perform it at 
their school halls.  Our school readapted Shakespeare’s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from last year.  We shortened the play script so as to 
meet the time limit set by the organizer for the drama competition.  
Finally, w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t in around 26 minutes and won 
great applause from two professional adjudicators.  Both of them 
especially enjoyed our boys playing the female roles.

Mr. YK Lee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Night’s Dream from last year.  We shortened the play script so as to 
meet the time limit set by the organizer for the drama competition.  
Finally, w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t in around 26 minutes and won 
great applause from two professional adjudicators.  Both of them 
especially enjoyed our boys playing the female roles.

第五屆思高盃室內
賽艇邀請賽

花卉展中學盆栽種
植比賽獲獎

丙組 乙組 甲組 團體

冠軍　香　工
亞軍　聖類斯

冠軍　聖類斯 冠軍　香　工 冠軍　香　工

亞軍　港　鄧 亞軍　聖類斯 亞軍　聖類斯

季軍　香　工 季軍　伍少梅 季軍　港　鄧

李慶堯老師 余家瑩老師

Paco, Cobalt, Oscar Eugene, Mr. YK Lee, Lonhro

2015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nd won the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joined yearly the drama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EDB(
create one play script to rehearse within 3 to 4 months and perform it at 
their school halls.  Our school readapted Shakespeare’s A Midsummer 

2015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nd won the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joined yearly the drama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EDB(
create one play script to rehearse within 3 to 4 months and perform it at 
their school halls.  Our school readapted Shakespeare’s A Midsummer 

Ms KY Yu

unanimously concluded that it wa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Drama Club - Outs
tanding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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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參賽學生展示他們的戰利品

黃錫年老師

賽事於 3月 28 日在科學園舉行，本校師生獲得多項賽事獎項：

1. 張敬文老師第二度獲老師教具組優異獎。

2. 3A 關昊罡和 2A 王思銳的「多感讀障手指」得到初中資訊科技組別一等獎和一項由 intel

頒發的 Excellence in Computer Science Award 國際大獎。

3. 3A吳悅誠、柯家樺和朱尚峰製作的「千孔煙霧過濾器」，在初中環保科技組別得到二等獎。

隊長吳悅誠

　　一天，盧智樂師兄在學校協助測試激光打印機時，產生了

大量難聞的氣體，因而引發起製造「千孔煙霧過濾器」的念頭。

機緣巧合下，黃 Sir 邀請我做隊長，帶領同學以此題目參賽。我

的組員都是校中很了不起的學生！很多老師都會找他們幫手，

所以我每次都會善用他們到來的時間，但可惜每次都不齊人。

　　我在比賽的前幾天還未真正感到甚麼是“own the 

project”。我們都不夠主動去製作，也不夠用心去背稿，直到某

天受到黃老師的「強力提醒」，我就對自己說：「這件作品的

成功與失敗我是需要負責的，我下了決心，不論成功與失敗，

我都要好好帶領我的隊員，因為我是組長。」

　　比賽前一天，我們布置完場地後，黃 Sir 邀請了友校的學生

來互相切磋，那時我才得知甚麼是距離！她們的英語比我們講

中文還流利，心裏頓時只好「打定輸數」，但最後我們還是得

到二等獎，成績遠比友校的好。至少，我沒令我的隊員白費功

夫！

莫榮堅先生

　　在你們的「反思」中，我看到以下的關鍵字： 

責任、主動、練習講詞，ownership of project、組

長的責任、技術和體驗其他學校的英語水平⋯⋯。

50 年前當我還在 ATS 的時候，未能好像你們有這

樣的實戰機會。要在我後來工作中學習、體驗，而

且是靠它們保持我的競爭力。所以，你們在起跑線

上，是比我當年優勝。只要你們能好好實踐你們的

「反思」，你們將來的成就肯定會超越很多人。

隊長關昊罡

　　今次獲得一等獎和英特爾國際大獎不但令我邁向的美

國 lntel 國際比賽的夢想抱更大期望，還可以增加我的比

賽經驗和興趣。期間，我認識到新朋友，如王思銳同學及

盧智樂師兄等。在這短短三個月中，我和思銳合作順利，

也能互相體諒，增加瞭解和互信。盧智樂師兄令我感受到

甚麼是無私奉獻，即使他因父親重病而四處奔波，他仍從

百忙中抽時間教導我們，十分令人敬佩！更重要的是，比

賽還令我對「責任」這詞加深了認知，因在預備參賽稿過

程中，時間短促，經常須與隊員互傳訊息，協調撰寫各自

負責的部份。自覺身為組長，有責任盡快寫好，避免延誤。

王思銳

　　在這次比賽中，我有很多收穫，不但只是在成績方

面，在待人處事上我也學會了很多東西。在製作的過程

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我們要去想辦法解決一大堆問

題，因此我們經常要放棄假期的休息時間，回校工作。雖

然過程十分艱辛，但是我們也從未想過放棄。比賽時，我

們對評判和參觀者介紹作品，耐心地回答他們的提問。比

賽過後，我們感覺十分良好，終於克服了自己怕「瘀」的

缺點，敢於主動在別人面前介紹自己的作品。

編者後感： 今年成績特別超卓，全因科技大學畢業的舊生盧智樂回校增援，他是今次比賽致勝的關鍵人物。智樂唸香工時也曾參
加這賽事，而且曾在國內賽事一人獨得五項獎，至今仍是香港紀錄。吳悅誠領軍的一隊，可能參賽經驗尚淺，初時對
自己的信心略有不足。我只好對他們說，今次比拼的是科研實力，而非英語辯論，請他們堅持盡力完成任務，結果他
們都能戰勝心魔，發揮了應有的水準。關昊罡的一隊能代表香港參加八月在香港機場展覽廳舉行的國內賽事，到時請
各位捧場。

由左至右：參賽者關昊罡、王思悅、吳悅誠、朱尚峰和柯家樺都聚精匯神進行科研，各顯所長。 盧智樂師兄

張敬文老師再度獲獎

開心得合不攏嘴

莫榮堅先生

65 年舊校友給學生的鼓勵

任重道遠

隊長吳悅誠
Own the Project

香港
青少年 科技創

新賽載譽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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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五名學生參加了一項由天文台、香港大學及香港氣

象學會合辦的海平面量度裝置設計比賽，學生的任務是要設

計一件能自動量度海平面高度並能儲存數據的裝置。總決賽

於五月三日在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本校兩隊初中同學越

級挑戰高級組賽事，最終取得大會八個獎項中的其中四個獎

項：

朱尚峰 ( 隊長 )、王思銳：
以超聲波測距裝置獲得全場冠軍及最準確獎。

柯家驊 ( 隊長 )、馮滿霆、張俊樂：
以壓力感應器測量海平面高度的裝置獲優異獎及最佳創意獎

　　本校參賽同學雖則為中二、三同學，但其習作其實已達

大學水平。在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展覽時段中，校董、校長、

舊生和家長們都齊來捧場，簇擁著學生，細心聆聽他們的講

解。校長表示他們的解說跟一等名校的學生好像沒有多大

的差別。我笑說，怎會沒差別？本校學生表現應比其他學校

好，否則怎會拿到全場總冠軍？冠軍隊在頒獎後隨即獲邀上

台演說，其他同學們見狀立即合力將展板解拆並瞬間轉移到

台上，大會稱讚我們是真正懂得靈活變通的香港人。朱尚峰

和王思銳，毫無懼色地面對所有來賓，大聲再演說一遍，贏

得全場雷動的掌聲。我走遍各攤位，發覺原來只有很少數的

作品像我們般曾拿到海邊做過實地測量的。真實的科學數

據，與天文台所測量的完全吻合，也許這就是致勝的關鍵。

黃錫年老師

評審嚴格，同學
都不敢怠慢

香工友人齊來捧
場

我們的裝置準確
度與專業器材

比較絲毫不差

3A柯家驊、2B張浚樂、
2C馮滿霆獲優異獎及

最佳創意獎

評審嚴格，同學
都不敢怠慢

評審嚴格，同學
都不敢怠慢

我們的裝置準確
度與專業器材

我們的裝置準確
度與專業器材

評審嚴格，同學
都不敢怠慢

評審嚴格，同學
都不敢怠慢

香工友人齊來捧
場

香工友人齊來捧
場

比較絲毫不差比較絲毫不差

冠軍得主獲邀上台
向觀眾解說作品

3A朱尚峰、2A王思銳
獲全場冠軍及最準確獎

柯家驊

　　這比賽歷時長達六個月，期間我們不斷努力改良

作品，令它變得更精準。為此我們付出了不少代價。我們曾

花了幾個星期六日，回校測試及做報告，甚至有一次，我們為

了測試作品的真正效能，師生集齊海怡半島海旁，做了一次長

達十六小時的實地測試。為了預備參賽，一位早年畢業的師兄

William，逢星期一晚回校到寄宿部教授我們 Arduino 的知識；

還有盧智樂師兄指導我們製作硬件和編寫程式。

　　比賽期間，我一連六小時不斷地向評判和觀眾講解我們的

作品，務求做到最好。期間我只預留十分鐘時間給自己進食，因

為我總是擔心評判會突然到場，所以我匆匆把午飯「啃」完就

趕回會場。過程雖然很辛苦，但我們的努力，很幸運地也得到回

報。在這次比賽中，

我衷心的感謝黃錫年

老師、William 和智

樂師兄，因為沒有他

們的鼓勵和幫助，

我們根本沒可能得

優異獎及最佳創

意獎。

朱尚峰

　　編寫程式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困難

的事，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經過一段時

間的培訓後，部份同學可能因為覺得自修的時間

少了或者編寫程式實在太困難，有些組員開始缺

課。在之後的實地測試中，我都曾藉詞缺席，因

為我覺得外出實驗的時間很長，佔用了我的私人

空間，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那時候我真的

想過退縮。其後黃老師找我傾談了一番，最後我

還是決定歸隊，參與最後的 16 小時終極測試。

在那次終極測試中，我看見老師、師兄和同學們

為了這個比賽都犧牲了許多時間，而我那少少的

私人時間又算得上是什麼呢？心中實在有愧，於

是我便在餘下的時間，一心一意投入比賽。

　　比賽當天雖然我們都很緊張，但是我們也嘗

試竭盡全力在評判前講解。不少老師、家長和已

畢業多年的師兄，還有校長、校董都來到會場給

我們加油打氣。這無疑給了我們莫大的鼓勵。結

果，我和思銳的作品「海豚之友」不負眾望，

獲得了最準確測量獎和全場冠軍。

學生反思

教授我們 Arduino 知識的
大師兄William(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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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兄William(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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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兄William(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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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兄William( 左 )

教授我們 Arduino 知識的
大師兄William( 左 )

教授我們 Arduino 知識的
大師兄William( 左 )

五個「度水」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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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學文老師

　　今年在中環海濱長廊舉行「國際

IT 匯 2015」，大會匯聚千名學生編寫

程式，共同創造一項世界紀錄作為開

幕禮。中三 A班陳嘉麟同學花了數天

和多位老師協作成功爭取入圍，成為

1,000 名參與創舉學生之一。嘉麟於四

月九日以編寫方式去創建未來「智慧

城巿」地圖部分，最後成功獲大會頒

發世界紀錄證書。

陳
嘉 麟參與創建未來「智慧城市」

參賽學生：( 左至右 ) 周頌文、陳奕臻、范棨聰和黃煒楠

　　四位中五同學（范棨聰、陳奕臻、黃煒楠和周頌

文），於五月初參加了在數碼港舉行的香港青少年 3D

動畫創作大賽，他們以兩人一組參加是次比賽，均獲

得了優異獎。

　　為了參加是次比賽，他們於半年前已參加由「知

專設計學院 」舉辦關於 Autodesk 3Dmax 和 Maya 的課

程，之後他們埋頭苦幹了數個月，以『理想家園』為

主題，製作了兩段三分鐘的短片來參加比賽。期間，

他們遇到很多技術上的問題，由於經驗尚淺，所以要

在網上尋找教學影片來解決。

　　結果，他們的作品被賽會接納出線進入總評，並

於五月二日在評判團前演示其作品。最後，在這次高

手林立的比賽，吸收了大量其他學校的經驗，並得到

了評判的認同，希望明年再次參賽時能作更好的準備。

3 D動畫創作大賽

夏學文老師

　　AppJamming Summit 2015 是一項世界級手機程式編寫賽事，在香港出線

的學生有機會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展示其作品。香港區選拔賽今年在元創方

舉行，本校中一級張朗晧從不懂編寫手機程式開始到入圍香港區初賽，最終因

為表現卓越成為前 20 名入圍學生之一。四月十八日當天，他以英語在舞台上

邀請市民投票，又在舞台下介紹和演示問答比賽「搶答」系統。張同學感謝學

校給予機會參賽，表示回校上堂時會加倍努力學習編寫程式和英語，以報答老

師。

夏學文老師

　　AppJamming Summit 2015 是一項世界級手機程式編寫賽事，在香港出線

的學生有機會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展示其作品。香港區選拔賽今年在元創方

為表現卓越成為前 20 名入圍學生之一。四月十八日當天，他以英語在舞台上

邀請市民投票，又在舞台下介紹和演示問答比賽「搶答」系統。張同學感謝學

校給予機會參賽，表示回校上堂時會加倍努力學習編寫程式和英語，以報答老

手機程式編出新天地

3 D3 D
香港青少年

張
朗 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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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部生活點滴

　　為預備這慈幼會的大瞻禮，寄宿部為宿生們舉辦，並與他們參與了以下活動：

1. 進教之佑瞻禮九日敬禮
 在每天晚禱後，邀請教友及慕道者前往會院小聖堂作九日敬禮祈禱，為更能

預備自己的心靈去迎接瞻禮。每天晚上亦會安排不同導師作簡單分享，包括

瞻禮的歷史、聖母與鮑思高神父及聖母與我們的生活等主題。

2. 慕道者收錄禮
 在學校的瞻禮感恩祭上，寄宿部有三名宿生經過了多月的慕道前期培育，正

式透過慕道者收錄禮成為教會的慕道者，他們分別為中五級的徐瀚汶、中四

級的廖鉅生、中三級的趙家樑。

3. 聖母像巡遊典禮
 導師們亦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下午帶領部份宿生前往九龍進教之佑堂，參

與本年度的聖母像巡遊慶典，讓他們感受更濃厚的宗教及瞻禮氣氛。

　　本年度，寄宿部聯同合作機構《匯廣城》，

舉辦了宿生歷奇領袖訓練計劃 2015，透過建

立小組團隊的互動，並透過一系列的歷奇活

動，培養宿生應對及解難能力及培養更好的人

際能力。此計劃共分為三個部份，包括營前工

作坊、主題營會及營後工作坊。本年主題訓練

定於西貢青年會黃宜洲青年營舉行，透過兩日

一夜的營會，讓宿生在歡樂過程中有所得著，

更能成為優秀的領袖。

　　為了讓宿生在自修時間能更有效率地強化英語能力，寄宿部推出英文閱讀

計劃，以「在家伴讀」為藍本活學英語讀本，成就不論英語能力強或弱的宿生

自主學習英文。計劃以有條理的學習步驟提升讀、聽、說、寫四方面的英語能

力： (1) 閱讀有趣讀本及同時使用電腦詞典查閱生字；(2) 聆聽標準讀本聲帶

及同步閱讀讀本；(3) 由導師聆聽宿生用英文分享故事內容及給予評語。

　　計劃中，見證了不少宿生因此對英語閱讀的興趣有所加深；盼望往後能更

優化計劃，令更多宿生受惠。

　　在2015年5月25日，宿生會Mr. Boarders舉辦了單車郊遊活動，

以慶祝進教之佑瞻禮，及聯繫宿生們的友誼。是次活動共有十六人

參與，當中包括四名宿舍導師。活動當天天氣晴朗，宿生們都投入

其中。在途中，我們前往了馬鞍山聖方濟堂參觀及朝聖，認識本地

教會堂區的特色。

英文閱讀計劃

　　本年度，寄宿部聯同合作機構《匯廣城》，

宿生歷奇領袖訓練計劃 2015

宿生會單車活動

進教之佑聖母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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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聲編輯委員會
總　編　輯：黃錫年

委員會成員：梁家棠

　　　　　　朱君瑜

　　　　　　曾志揚

校　　　對：區嘉寧副校長

 李永傑老師

鄺志恆副校長

　　本學年的宗教週已於五月十八日至五月廿二日順利完

成。今年的主題是：「主，請派遣我」，目的是希望透過

活動、分享，使每位學生能嘗試尋找自己的身份及使命，

從而努力踐行天主對個人的呼召。

　　今年宗教週活動包括：中一二鮑思高神父生平常識問

答比賽、午間「LIVE BAND SHOW」、中三至中五「主，

請派遣我」分享會，而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到達頂峰。

　　中一二鮑思高神父常識問答比賽分設個人獎項及班際

獎項，結果 1A班獲得今次比賽之冠軍、而 2A班則獲得亞

軍、2B 班獲得季軍。至於個人獎項方面，得分最多的分別

有 1A班蔡梓軒同學及 2A班王思銳同學。

　　午間「LIVE BAND SHOW」則分兩日午息時間進行，

第一天的主力歌手為本校「備修生」，而第二天的主力歌

手則為公教老師及教學助理。他們揀選了一些與主題配合

的歌曲，與學生分享，例如：「Here,I am, Lord」、「足印」、

「天清氣朗」等歌曲。

　　四月三十日，慈幼會中華會省六間屬校同工濟濟一堂，

同聚九龍鄧鏡波學校參與本年度慈幼會屬會學校教育牧民

方案聯校教師發展日。誠如省會長斐林豐神父所言，是次

發展日對各同工而言，是以慈幼會辦學團體的特色和從教

育牧民團體的形式，體驗編寫學校發展計劃的一個重要的

培訓。

　　會上林仲偉神父勉勵和肯定一眾同工在教育青年所作

的努力，並以生動的比喻「滔酒入缸」帶出每一位老師均

需投入討論，才會有預期成效。馮定華神父繼以「建立教

育牧民團體、落實全人成長培育」為主題與學校同工作分

享，回顧了慈系學校人性教育的特色和重點，同時介紹了

「慈幼第七中學」模擬學校作為討論的對象，訂定學校發

展計劃所需注意的要點，為發展日拉開序幕。

　　至於中三至中五的分

享會則邀請了本校的一位

傳教士何謹生修生及剛發初

願，正式成為慈幼會士的梁

振邦修生。透過他們的分享，好能讓學生了解到追尋人生

的方向及使命，是需要細心聆聽、思考、探索以及實行。

　　宗教週最高峰的活動當然是「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今年學校邀請了八一年畢業生左旭華神父回母校主持感恩

祭，左神父精彩及生動的講道分享，令師弟們獲益良多。

今年在禮儀中加插了慕道者的收錄禮，本校有三校學生正

式成為慕道者，學習及探求天主教的道理。瞻禮後，院長

林仲偉神父請所有的同學及老師食甜筒，大家在一片歡樂

的氣氛下，繼續參予其他的慶日活動，包括「香工神射手

比賽」、師生足球及籃球賽、羽毛球及乒乓球活動等。

　　「主，請派遣我！」希望同學透過今年的宗教週活動，

能認真探求自己的方向及使命。

　　緊接下來的兩個討論環節是實踐部分，三十六個小組

在組長帶領下，眾同工在「全校參與」和各科組層面以「提

升學生的自學動機與自學能力」為方向，彼此交流經驗，

並訂定目標與相應策略行動。各組員踴躍發言，真誠交流，

分享不同校情，讓大家能對共同參與編寫教育牧民方案的

過程有深切體驗，有所啟發，對促進學校發展裨益不淺。

發展日結束前，馮神父為編寫學校周年計劃提供寶貴建議，

肯定大家的努力，讓我們獲益良多。

　　在聖母的助佑下，發展日至此完滿結束。正如斐林豐

神父給予大家的勉語，今次無疑是十分難得的經歷。通過

聯校交流，凝聚整個慈幼教育團隊，同心同德，秉承鮑思

高神父關愛青年的精神，實踐鮑思高預防教育法，促進教

育牧民團體發展，培養天主交託給我們的青少年，邁向真

正的全人成長。

教師發展日慈幼會聯校

宗教週 2015

鮑聖常識問答比賽
舊生左神父主持收錄禮

師生足球隊合照
主，請派遣我分享會

LIVE BAND S
HOW備修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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