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年度

第二期地址：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1號 電話：25524141　　傳真：25521702
電郵：office@ats.edu.hk 網址：http://www.ats.edu.hk

香港仔工業學校香港仔工業學校
校聲校聲
（天主教慈幼會）（天主教慈幼會）

無懼疫情 疫境同行
　　不經不覺，疫情持續超過一年。同學們長期不能回校上

課，不但對學習造成一定影響，同時亦會阻礙社交及身心發

展。感謝天主的帶領，香工團隊一直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來面

對疫情帶來的挑戰，透過不斷嘗試及創新思維來打破限制，繼續陪伴同學

成長。此外，持續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協助他們全面、均衡發展。

疫情中的陪伴與關愛
　　學校著重陪伴學生，儘管長期暫停面授課堂，學校教師及宿舍導師定期聯繫學生及家長，關心同學在家學習及生活的

情況，並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支援，例如：回校學習計劃、星級學習計劃、星級留宿計劃等等。此外，校監林神父、校長

及宿舍導師不時進行家訪，送上抗疫物資及日常用品，陪伴同學渡過抗疫的日子。

　　中學文憑試臨近，學校更製作了加油打氣卡、壁報及老師勉勵短片，鼓勵中六同學們努力應考 DSE。上學年，本校學

生在中學文憑考試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數目，明顯上升了59%，可見老師的努力及對同學們的鞭策鼓勵，正慢慢取得成果。

　　校內活動方面，今年大部份課堂、早會及學校恆常活動也改於網上進行。感謝老師們的努力，本學年繼續推行「網上

ECA」課外活動。透過網絡，同學們不但可以跟老師學做健身、行山、踩單車等等，同時亦能認識老師多才多藝的一面。此

外，恢復半天面授課堂後，老師們更在放學後安排了「非宿生活動」及 「宿生課外活動」，包括球類遊戲、桌上遊戲、電

影欣賞等等，有助同學全面均衡發展。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師生共同籌辦了一場盛大的 85 周年校慶嘉年華活動，扭氣球小組的同學更一手一腳佈置了整個

校園，令眾賓客讚不絕口！此外，由於全港學校於十二月初暫停面授課堂，聖誕禮儀及聯歡會改於網上進行。為了讓同學

們感受到聖誕的喜樂，學生會幹事特意在聯歡會當日，把聖誕禮物送到得獎同學手上，實在非常窩心！近月，我們獲頒發「關

愛校園」的獎項，確實是對老師們工作成果的肯定。

打破限制 豐富學習經歷
　　疫情期間，師生更加珍惜每次比賽或活動的機會。只要活動仍未取消，同學們也會全力以赴。本學年，同學們在 36 項

比賽共獲得 38 個獎項，參賽人次達 190 人。學校更派出兩隊同學參與「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 2021」，分別勇奪題目

一及題目五比賽的亞軍，能夠第三度代表香港，透過網路參與「創意思維世界賽總決賽 2021」。

　　疫情下，老師及同學們能夠獲得如此佳績，再次證明不少同學極具潛質，在老師們悉心的栽培及陪伴下，必定能夠發

挖他們的興趣及天賦。我為同學們的成就感到驕傲及自豪，同時感謝老師們的陪伴、指導及努力，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

經歷，發掘和發展他們的潛能。

　　今個學年快將完結，我期望同學們在今年餘下的時間，能夠好好把握面授課堂學習的機會，努力學習，互相勉勵，在

期終考試爭取理想的成績。主佑！

疫情下師生更加珍惜每次比賽機會

學生會籌辦網上聖誕聯歡會

85 周年校慶開放日
於 2020 年 11 月 21 日及 22 日順利完成

中六同學在中學文憑考試表現優異

復課後安排非宿生活動
及宿生課外活動

沈明輝校長話校 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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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苦難禮
儀

祈禱後與剛完成翻新的聖多明我沙維豪像合照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3日，本校宗教組在疫情下為公教學生及候洗同學，預備了一連串的聖周

禮儀活動。本學年將有三位同學準備領受入門聖事，惟疫情關係，他們將延後於 5月 23 日聖神降

臨節才領洗。

　　一連四天的宗教禮儀活動十分豐富，首先聖週四參加「主的晚餐」，然後聖週五參與「拜苦路」

默想耶穌的苦難，接着於下午三時參與耶穌苦難禮儀。而到聖週六的早上，先到不同的堂區聖堂進

行朝聖活動；然後返回學校聖堂參加耶穌復活的晚間禮儀。最後，於 4月 3日早上，一齊慶祝耶穌

復活慶典，同學們都帶着平安喜樂的心情，結束一連四天朝聖及淨化心靈的禮儀活動。

Mr Bernard King

四、五月的宗教活動

與沙田聖本篤堂
本堂神父（前左二）及青年合照

參觀大圍聖歐爾發堂。

The Debate Team at Aberdeen Technical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 on two occasions during the 

second term.

This competition involves around 280 secondary 

schools around Hong Kong.

Our students are building their debating confidence 

while improving debating ability as they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issues.

The Debate Team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as they 

narrowly lost to the opposition.

李永傑老師

復活慶典，同學們都帶着平安喜樂的心情，結束一連四天朝聖及淨化心靈的禮儀活動。

同學為母親的平安、健康祈禱

拜苦路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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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我們收到創意思維世界賽 (Odyssey of the Mind) 香港站的比賽成績，我們 Problem 1 及 Problem 5 兩隊同學

經過半年來艱苦的排練和努力，兩隊均在不同題目中奪得亞軍，共同獲得晉級世界賽的資格！

　　ATS 戲劇組是第一次參加創意思維賽，整個過程中，同學們

都面對不少困難—既遇上停課、又需要在短時間內創作劇本、製

作戲服、佈景、道具等。劇組參與比賽的全是年紀較小的中一、

二級同學，部份亦為寄宿學生，因停課未能在校寄宿，需要長途

跋涉來回學校，老師要不斷和同學、家長保持聯絡，以確保同學

在最安全的環境下完成每一次排練。

　　當同學知道香港區賽獲得亞軍並可以晉級世界賽後，大家都

感到十分興奮，但同時亦為另一個難關而擔心—劇本需要翻譯成

英文及用英文演繹。可是，這正配合創意思維賽舉辦的目的—學

習運用創意去解決問題。當然，爭拗過後同學們最後都能一一克

服，相信今次除了獲得獎項外，他們更學會了遇到問題時都不能

輕易逃避，要努力學習解決和克服困難。

創意思維世界賽 - 香港區賽2021
張敬文老師

余家瑩老師

Problem 1

Problem 5

　　再此感謝余家瑩老師、李奕寧老師和各位同學的努力，亦感謝校監林神父和沈校長對我們的支持及鼓勵，也要感

謝學校老師們及同事們在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及協助，讓比賽能夠順利完成！

李奕寧老師

　　本年度的比賽，同學們由 10 月開始便招兵買馬準備應戰。經過

多個月的準備，同學們從零開始多次出外採購物資，甚至動用家庭的

力量協助尋找缺乏的材料 , 可見家長們都非常支持同學參與這項世界

性的大型比賽，希望同學能夠從中獲得豐富的人生體驗！

　　正當學校因疫情停止面授課堂的同時，參與比賽的同學們上午在

家上課，下午則回校綵排及製作道具。比賽前夕適逢學校長假，他們

都繼續回校綵排及想辦法解決載具的問題。

此相已放
至最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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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

疫情下的比賽

兩岸四地 STEM 大賽

羅嘉倫老師

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Robomaster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勇奪「破防大獎」

獲得「破防大獎」

Robofest 參賽作品

兩岸四地 STE
M 大賽家長到

場為同學打氣兩岸四地 STEM 大賽比賽

兩岸四地 STEM 大賽合照

　　兩岸四地 STEM 大賽(香港賽區)

亦由一月延期至四月舉行，學校派出

兩隊參加智能車操作比賽，最後由陳

兆熙、林涎楓、劉立熹和魏哲亨的隊

伍奪得亞軍，而何雋軒、陳富權、丁

孝彥和麥灼垣的隊伍獲得季軍。在比

賽中，有兩位家長到場為同學打氣。

另外，林曉鋒老師帶領陳人鳳和陳祉

陶奪得無人機比賽項目亞軍。

　　因為疫情關係，上學年的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由實體隊

制賽改為錄像個人賽。香工 Robot 小組派出 6 位同學參加了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大賽及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兩項比

賽。同學在 BottleSumo 比賽中需創建全自動智能車以最短時間把

三個水樽推出場外。因為比賽以錄像形式進行，其中一位同學在

復活節假期中回校拍攝十數次才達到較佳理想時間。最後，麥灼

垣和陳兆熙獲得金獎，而何雋軒和陳富權獲得銀獎。丁孝彥和麥

雅樂獲得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項目銀獎。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獲得一金獎兩銀獎

　　本學年多個比賽因疫情關係延期或取消。近期疫情舒緩，大部份比賽恢復

實體或以視像方式進行。

　　香工 Robot 小組在去年 11 月參加 Robomaster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 2020

初賽，順利打入三月舉行的決賽周。比賽形式以三局兩勝制，首先令對方基地

血量歸零或在限時後基地血量較多為勝方。雙方各派出兩部步兵攻擊對方基地

或戰車，一部工程兵夾取彈藥及一部無人機飛向對方基地前以減低對方基地護

甲值。在比賽的首一分鐘時間，各戰車只可以使用預先編好的程式來控制戰車，

所以在編程階段較好的隊伍將會較容易勝出。在決賽周，我們的隊伍順利勝出

首兩場而晉級八強，可惜最後我們的隊伍 ( 隊員包括鄭智、魏哲亨、陳兆熙、林

涎楓、劉立熹、麥雅樂 ) 不能晉級準決賽，但可幸的是最終因為比賽中成功減低

對方基地護甲值的次數最多而獲得「破防大獎」。

智能車操作比賽奪得亞軍及季軍　無人機比賽奪得項目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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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期間，香港美術協會邀請了本地學校參加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的「國際學生作品邀請展：郵寄

藝術」，本校有 2位同學成功入圍。

　　是次活動共有 11 位同學參加，而活動的形式亦別出心裁。同學須先挑選一枚本地郵票，並按郵票

的主題或圖案創作一張名信片，然後以平郵方式寄給主辦單位。原定作品將於 12 月期間於大會堂展覽

廳展出，但因疫情關系，展覽被迫取消。

　　最後，本校 2A方俊然同學及 4C黃裕僖同學獲頒贈參展狀，他們的作品更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

育節」的紀念刊物內。這刊物對同學來說極具紀念價值，值得珍藏。

　　面對授課模式的轉變，也為學校課外活動小組帶來不少難題。凡事都有兩面，網上教學其實讓每位同學多了一個電

子學習工具，可能是手機、平板電腦或者桌上電腦。試想想，傳統上課模式甚少每堂都能用上電子工具去完成每一課節，

隨著網上教學的發展，以及網絡技術愈趨成熟，網上學習可以在疫情下發光發亮，吸引更多同學的參與及多元化的學習。

在疫情下香工科研小組舉行多場不一樣的學習，在研發項目時必須了解受助對象的需要，我們利用網上的工具跟受助人

訪談，受助人讓同學們在鏡頭前更了解日常的困難及需要，線上了解受助人所需，線下討論產品的可能性。遇上需要學

習的新技能，鏡頭一轉，就進入了 AI 學堂，為著設計產品前作準備。老師們變身成為 KOL，帶著鏡頭去上課，讓同學足

不出戶，先行了解不同場地及結構，增加投入感。及後我們分成六組，不同時段回校報告及跟進比賽流程。在「疫」向

下的思維，我們突破時間及地域限制，省卻很多時間，陪伴學生一起學習，一起經歷所有的困難。

「國際及本地學生郵寄藝術作品展」

「疫」向思維下的香工科研 4.0

簡志騰老師

梁紹倫老師

4C 黃裕僖同學獲頒贈參展狀 2A方俊然同學獲頒贈參展狀
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

育節」的紀念刊物內
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

　　最後，本校 2A方俊然同學及 4C黃裕僖同學獲頒贈參展狀，他們的作品更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

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同學作品印刷在「香港視覺藝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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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南區高中組優秀學生獎

　　疫情持續，各人的生活或多或少受到了影響，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變得疏離。在停課期間，學校致力推動關愛文化。雖然

有形的距離令老師與同學少了交流的機會，但無形的關愛卻把

師生的心連繫起來。

　　學校以「我的成長印記」及「抗疫下之心靈之旅」小冊子

為平台，增進師生彼此認識和了解，同時表達出老師對學生的

關愛。班主任更以「陽光電話」了解學生的狀況及學習進度，

從而作出適切的關顧。

　　輔導組及學生支援組合辨了多項活動如「朋輩輔導Meet 一

Meet」、「我畫你猜有獎問答遊戲」、「網上Among Us」及「模

型比賽」等活動，讓學生維持正常的社交互動，維繫彼此的情

誼。學生支援組從無間斷地安排相關機構，以網課、面授形式

為學生提供訓練及小組活動，確保學生於停課期間能夠接受持

續的訓練和支援。

　　今年的中六學生，在疫情下要面對更大的挑戰，為了前程

而默默耕耘。學校宗教組及輔導組特別為這班堅毅的學生製作

打氣短片、設計打氣卡和打氣壁報，讓全校老師為中六同學打

打氣。鼓勵他們積極面對逆境，勇往直前。藉此為 ATS 中六的

同學送上衷心的祝福，願同學在困難及考驗中能堅守信念，並

綻放光芒！

2020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有形距離無形關愛

社工 Sandy

嚴靜君老師

沈校長頒獎給莊同學

「有獎問答遊戲」
豐富獎品

網上模型製作及
攝影技巧介紹

「我畫你猜有獎問答遊戲」

小組訓練活動

「模型比賽」參賽作品

「模型比賽」打氣卡 「我的成長印記」

打氣壁報

老師們的打氣短片

「抗疫下之心靈之旅」小冊子

中六同學們加油呀 !

　　今年 5C 班莊雄斌同學代表學校參與 2020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榮獲南

區高中組優秀學生的榮譽，實屬可喜可賀。早在 9月份莊雄斌同學亦與另一位

5A林栢軒同學榮獲南區優秀青年的殊榮，值得恭喜。雄斌在校內表現優異，除

成績名列前茅外，在課餘時間亦積極參與活動。記得參與面試前的數個下午，社

工室都與他進行非一般特訓，除自我介紹等環節外，亦與他嘗試腦筋急轉彎，討

論時事議題等，希望能有更好的預備。常與雄斌說的一句話是「我希望你能體驗

及細味過程，而不是只為指向得獎」，我相信過程令他成長，為日後不同的機會

作預備。沒有爭勝的壓力，能享受過程和感受氣氛已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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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青環保學會在去年曾舉辦不同活動去提高同學們的環

保意識，例如認識不同種類的塑膠 (1-7 號 )，哪些可以循環

再用，哪些不可。我們又利用環保紙製造筆記簿和利用不同

物料循環再造，使之成為其他物品，讓它們得到第二次生命

(UPCYCLING)。此外，我們亦進行了蠟布製作以代替保鮮紙，

減少製造廢物。同時慈青環保學會在學校不同樓層添置分類

環保回收箱。

　　而今年，我們再接再厲，增添了飲品紙盒回收箱，並由

環保學會組員定時進行回收及清潔。

　　慈青環保學會同時跟學生會合作進行廢紙回收比賽，目

的是提高香工同學們的環保意識，為地球的生命出一分力。

　　這是一個跨課活動，由地理科、視藝科

與通識教育科一同合作。從地理科的角度學

習大澳的地理位置、棚屋的由來、設計及建

造與香港氣候；從視藝科的角度學習大澳的

文化藝術，並融入日常生活當中，棚屋設計

如何配合生活環境；從通識教育的角度學習

大澳的文化特色及可持續發展，例如橫水渡、

天后廟與觀音廟的歷史、水上人與陸上人通

婚融和等。

環保學會活動

大澳文化遊

梁蘊瑩老師  梁竹珊老師

杜啟雄老師

地理科、視藝科與通識教育科

藝術融入大澳的生活 棚屋的演變

網上導賞的情況

藝術融入大澳的生活藝術融入大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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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委員會一直致力於向不同年級的學生進行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教育工作。除了一般的升學資訊及行業講座以

外，本年度特別聯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合辦中三級生涯規劃理財工作坊，目的為初中學生建立適切的個人理財概

念，為個人的生涯規劃作好預備。本工作坊邀請專業製作團隊－塔式格全人發展有限公司進行策劃，為中三同學進行主

題式的棋牌桌上遊戲。活動在11月 25日順利舉行，學生非常投入整個的學習活動，趣味盎然。本工作坊以棋牌的形式，

透過進行小組內的遊戲比賽，讓同學明白生涯規劃理財的概念，並反思在面對各種社會及個人順逆境變遷時，適切的理

財策略能協助有效的個人生涯規劃。同學亦加強了對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認識，在高中選科時作出合適的選擇。

　　本校學生熱衷於體育活動，對體適能訓練場地及設施需求甚殷，全方位學習及活動委

員舉辦的「強身會」小組亦極受學生歡迎。

　　在校長鼓勵下，體育科向教育局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發展校本體適能課程，獲撥款

重建體適能訓練中心。整個計劃由構思、申請、設計至工程完成歷時超過兩年，過程中得

到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提供技術支援；本校校友陳方桐學長亦協助整個訓練中心的設計，

巧妙地利用升高地台及加設對流窗和抽濕裝置，妥善解決了場地潮濕的問題。體適能中心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梁定國神父祝聖、加上校監林仲偉神父、沈明輝校長和家長

教師會會長及幹事主持揭幕禮下正式啟用。

　　雖然在疫情影響下學校長時間停止面授課堂，但體育科仍通過拍攝影片，在網上教導

體適能課程。期間體育科邀請舊生及教職員試用設施並給予意見。直至有限度恢復面授課

堂後，體育科在遵守衛生防護中心安全指引下逐步安排學生使用中心設施。

　　二零二一年三月和四月，學校邀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教練到本校，舉辦了兩次「正

確使用健身室設施簡介會」，為五十名學生、教職員和宿舍導師提供專業指導和訓練，全

數學員皆完成課程及具備用使康文署轄下的健身室設施的資格。

　　學校將持續完善中心內設施並資助全校適齡學生獲取上述健身資歷，鼓勵學生終生運

動。

生涯規劃理財桌上遊戲 2020

體適能訓練中心

郭坤雄老師

謝少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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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1 月上旬，數理科技各科舉辦了

不同活動，目的在於讓學生在比賽中學習

及應用所學。各科活動詳情如下：

數理科技周

科學科 – 紙飛機活動

數學科– 香工速算王

曾志揚老師

陳君傑老師

個人冠軍 : 2A 鄭太源  16.96m 班際冠軍 : 2A 44.08m
個人亞軍 : 2B 陳駿賢  14.94m 班際亞軍 : 2C 39.45m
個人季軍 : 2C 區俊賢  14.27m 班際季軍 : 2B 36.71m

中一級班際氣球車比賽 林開和老師

　　在今年的數理科技周，我們舉辦了「紙飛機比賽」，

礙於疫情，與其他科組協調後，此比賽主要安排給中二

同學參與。活動分別在 11 月 10 日和 12 日進行。首個

下午，劉健新老師指導同學摺紙飛機的技巧，以及傳

授飛得較遠距離的秘訣，及後所有參賽者移師籃球場進

行試飛。第二天下午，比賽在禮堂舉行，校長亦有蒞臨

觀賽及進行試擲。同學會在指定區域內投擲出自己的戰

機，大會計算飛機著地的第一點與起點的距離。每班派

出 3位代表，賽事分個人及班際，同學們非常投入，觀

賽的同學亦十分雀躍，最後賽果如下：

冠軍：1B
亞軍：1C
季軍：1A

冠軍：2A
亞軍：2C
季軍：3B

科枝科

　　比賽項目是在 50 秒內

答對最多四則運算題目，要

求參賽者有高速的運算能力

及輸入答案的速度。學生在

比賽中表現出追求卓越的精

神，力求刷新紀錄。

中二級班際六足機械格鬥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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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週

資訊科技科 – 隨意門
黃毅鵬老師

李國基老師

　　本科今年再度舉辦「隨意門」拍攝活動，讓

同學能體驗這項廣泛應用在電影製作上俗稱為「綠

幕」的電腦後期製作技術，亦能一解同學於疫情

下不能到處遊歷之苦。

　　本年度中文週已於 5月 3日至 7日順利舉行。今年的主題

是中華文化傳承。本年度中文週節目包羅萬有，包括：作文比

賽、早會分享、中五級辯論比賽及中二級毛筆書法活動。其中

中五級辯論比賽更是中文週的高潮。經過一輪激辯，5C 班獲

得冠軍。另外，5A 班鄧穎麟同學奪得「最佳辯論員」。本年

度中文週也在一片歡呼聲中結束。
辯論比賽冠軍 5C

辯論比賽亞軍 5AB

評判沈校長讚賞同學的表現

同學專心寫毛筆

最佳辯論員 5A鄧穎麟

冠軍：3A
亞軍：3B
季軍：3C

中三級班際星球探索車比賽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 理財‧理人生
蔡玉珍老師

　　本科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為中四學生安排了「理財。你人

生」講座，學生頗投入講座活動。透過講座，同學可以學習到儲

蓄、善用金錢和人生計劃的重要性。蓄、善用金錢和人生計劃的重要性。

老師用心教導學生

正反雙方激烈辯論

得冠軍。另外，5A 班鄧穎麟同學奪得「最佳辯論員」。本年 同學專心寫毛筆同學專心寫毛筆同學專心寫毛筆同學專心寫毛筆

中二毛筆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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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第一學段學業成績優異學生頒獎禮

林曉鋒老師

陳以信老師

　　為慶祝本校創校 85 周年紀念，於 2020 年 11 月 21 及 22 日

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校慶開放日，讓不少舊生、校友、師生及家長

可以回到母校參觀，讓各界人士更加了解學校的近況及發展。

　　在嚴守防疫指引下，開放日得以如期並且安全地舉行。校監

林神父為新建成的鳴道堂宿舍及思高科技研習中心舉行祝聖儀式，

為首天的開放日揭開了序幕。除得到一眾校友支持外，亦有不少

本區坊眾到臨參觀。本校各科組均預備了互動元素十足的攤位遊

戲，工作坊等體驗活動。

　　另外，學校得到舊生會的大力支持，於校內設立了一間校史

館，以展示學校的歷史，學生的生活點滴，以及學校課程的演變

及發展。其中不少展品是由創校時期保留下來至今，當中有部份

更是由舊生捐出，十分珍貴。不少舊生都從中懷緬不少歡樂的時

光。

　　當天亦安排了導賞環節。由老師和中五學生組成的導賞團帶

領來賓參觀學校設施。經導賞師生介紹下，均能讓區內外坊眾、

小學家長等對本校課程特色、最新發展及強項各方面加深了認識。

豐富的節目及活動令所有來賓都能投入參與，樂而忘返。最後，

開放日於全體師生及來賓大合照的環節下圓滿結束。

　　第一學段因應疫情關係，學生有 2 至 3

個月是透過網課來學習。當中很多學生非常

努力，在考試中考獲優異的成績而獲得嘉許。

　　因此，於 4月下旬，本校進行第一學段

學業成績優異學生頒獎禮，鼓勵於暫停面授

課期間仍能繼續努力學習的學生。

　　請各位同學繼續努力。希望於第二學段

的頒獎禮中見到你們。

中二級中一級

中五級中三級
中四級

開放日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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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類活動

寄宿部

副舍監 伍時俊

　　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預防教育法的理念，但實踐才是最重要的。陪伴、臨在當然是做法之一，但要按照大環境才可

以做到一個有質素的陪伴。如果當時有一群學生在旁，你要注意的可能是他們的安全，那時侯就不太適合只與一個學生

傾談他們的成長或夢想，照顧的是一整群青年。何時才是一個確實的時間沒有一個太準確的答案，只是要把握不常出現

的機會。記得我們的宿生，大多的成長背景也有差異，來到我們手中可能不是一張白紙，有血跡有血痕的。要奪得他們

的心並不容易，要在合適的環境，加上大多也只有兩三年寄宿生活，時間匆匆就過。談夢想，在我們以前可能從未想過。

細心瞭解他們成長背景，可以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陪伴青年的同時，加上清楚他們的成長，可以更容易發掘他們並未

出現的「夢想」。

　　還記得我分享預防教育法時，曾經提到用自己的角度去瞭解他人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察覺他們沒有夢想，然後

就安插一個「夢想」給他們就註定失敗。十分奇妙的，會祖鮑思高神父只寫了幾頁紙的「預防教育法」，他可能已經預

視到過分金科玉律會影響整體質素，要怎樣的做才算是好？要麼就要問問教育者們是否真正為青年成長出發。

　　有一位宿生表示不喜歡讀書，就向家長提出想學一門手藝，學汽車維修、西廚或學做麵包等。他有這個想法是很正

面的，同時教導亦由此而起。就以西廚為例，學做甚麼類型的西式廚藝、如何推銷產品、產品多元化、顧客的需要等等，

以他的年紀不會接觸到這類型的教科書。與宿生分享這些經驗，之後得知他現在就想輟學，這個當然就是負面的「夢想」，

這時就需要作出糾正。

　　避免宿生在尋夢的同時走錯方向。以理智，宗教，仁愛的方法去說服他 ( 們 )；糾正他 ( 們 ) 想法上的偏差，這樣他

( 們 ) 會較容易接受。某一處可能是血跡或是污跡被塗上一層色彩，血痕化成樹枝，再加上一片綠悠悠的草地，這一張到

我們手上已經不是一張白紙了，「他」就會變成美麗圖畫。當然最好的是我們，教導青年為自己塗上色彩，我們在旁只

是撐開雨傘，令這幅畫不被風吹雨打。即使畫掉在地上弄污了，也能把污跡化成圖畫的一部份，已不再是礙眼的污跡。

　　教育就是如此吧！所以「慾教也」的「慾」是慾望，是希望把青年教導起來。

電影欣賞 下午溫習時段

聲心

教育者，慾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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