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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不經不覺我在聖貞德這個家庭已渡過了一個學期。獲悉

出任聖貞德中學校長時，心裡有一份奇妙的感覺。「聖貞

德」可算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份，因我就讀的小學阰鄰聖貞

德學校的舊址，那些年我讀下午班，每天上學的時間剛好是

聖貞德中學部的學生午膳時段，昔日的羅便臣道只有狹窄的

行人道，當這群魁梧的中學生往嚒囉廟街蜂擁而下，我們這

些細小的小學生就像三文魚般逆流而上，好不容易才穿過人

羣到達學校。隨著這兩所學校先後遷離羅便臣道，過往午膳

時間街道上擁擠的景象已成為一些集體回憶。

　　自八月以來，我帶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走進「聖貞

德」的校園。要在一個全新的工作環境，履行新的使命，對

我來說，委實是很大的挑戰。幸好學校過去已有各項清晰的

制度，亦具備優秀的團隊，在全方位的協作下，使我很快便

適應新的工作環境，投入新的工作。

　　「促進學生學習效能」是學校本學年首要關注的事項。

因此，學校於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公佈後，便積極

為第二屆的中六同學做好準備。於「學與教」上，各科組深

入檢視及調適教學策略，優化同學應試技巧。透過增加高中

課時，積極備戰，提升教益。緣於本校超過八成的首屆新高

中畢業同學，選擇升讀大學及大專課程，學校的「升學及就

業輔導組」遂按同學的需要和特質，搜集更多本地和海外的

升學資訊，協助他們選擇合適的升學途徑。

　　培養同學掌握核心科目的能力也是學校很重視的，尤其

在語文方面，我們期望同學達到良好的水平，為應付高中課

程及未來升學做好準備。學校除在英語及採英語教授的科目

課堂，讓學生活用英語外，本學年學校將透過「增潤課程」

及多元化的語文活動，如英語閣、英文早會、英文話劇及紐

西蘭英語交流計劃等，豐富校園的英語環境，提升同學接觸

英語的機會。我深信同學參與活動的同時，定可提升英語水

平，增強運用英語的自信。

　　學校亦從不同層面裝備同學修讀高中通識科。我們鼓勵

同學多閱讀以增進知識，從而培養自學能力，促進寫作及表

達的技巧。學校透過「早晨閱讀計劃」協助同學建立良好閱

讀習慣。逢星期五各班舉行的「早晨閱讀分享會」，讓同學

交流閱讀心得。初中的課程中，我們既讓同學從各學科學習

中，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我們也致力協調各科引入專題研

習的技巧，有利銜接高中通識科的「專題探究」。此外，本

年度將引進英語演講(Toastmaster) ，訓練同學思考、組織

和即興演說的能力。辯論是一個訓練及提升思維能力的好途

徑。聖貞德中學辯論隊於數年前成立，累積了很多比賽的經

驗，亦曾於公開賽中獲取獎項，嘗過勝利的滋味。我希望同

學能積極參與以上的活動，增廣見聞，拓展視野，提升時事

觸覺和多角度分析能力，加強溝通和應對的技巧，為讀好高

中通識科做好準備。

　　學校向來重視學生培育，發揚校訓「公民責任」。因

此，聖貞德中學的同學都知禮守規，有服務精神。在這瞬息

萬變的社會，青年人務須具備良好的知識基礎及清晰的人生

目標，方可審時度勢，適應轉變。期盼各位同學能配合本

學年另一個關注事項 —「生涯規劃」，認清自己的強弱機

危，訂定目標，好好計劃，活出豐盛的未來。

　　祝願大家於新的一年神盈康泰，主寵常存。天主保祐！

黃慧珍校長

二零一三年二月

校長的話



周諾行
（2012年中六畢業，現就
讀於香港城市大學工程系一
年級）

　　作為第一屆文憑試考生，

我有一些讀書心得可以與師弟

們分享。首先，要認清自己心

儀的學位課程，了解課程的入

學要求和計分方法，在一些佔

分較重的科目爭取較佳成績，

例如選讀科學及工程學位的，

便要多花心機溫習理科科目。

其次，準考生應在預備文憑試

初期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溫習地

方，以及為自己設定適當的休息時間，舒適安靜的環境及清醒的頭

腦對溫習有莫大幫助。最後，與擁有相同目標的同學組成溫習小組

(Study Group)對溫習很有幫助，同學間的互相幫助及支持有助你

渡過漫長的溫習時間，也可令你在短時間內有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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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日輝
（2012年中六畢業，現就讀於
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一年級）

　　讀書其實講求效率及時間分配。

盲目地溫習只會事倍功半，大家應該

及早定下整套溫習時間表，分階段完

成，並訂下短期目標，這樣對於學習

很有幫助。休息也是很重要的部份，

缺乏專注力的溫習根本毫無用處，一

來是浪費時間，二來毫無效率，倒不

如明確了解自己可專注溫習的時間，

妥善利用才是上策！另一方面溫書不

能只偏重選修科目而忽略主科。儘管

對很多同學來說，選修科目更能引起

你溫習的動機，但是主科絕不能看

輕，尤其是語文科目，因為各大專院

校十分重視語文科目，在語文科目取

得好成績最有利繼續升讀。

陳卓賢
（2012年中七畢業，現就讀於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一
年級）

　　學習這課題挺複雜，但簡單來

說可分為兩個階段。在初中的時

候，其實只要把課堂所學的不斷複

習，相信測考中取得的成績也不會

太差。但在高中的課程，你必需要

懂得獨立思考，不要單向地接收知

識，在溫習過程中要不斷發問，對

所學的知識帶有懷疑的態度，這樣

才能令你的學習基礎更加穩固；而

在學習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灰心的

時候，但只要認清自己的目標，多

結識與自己有相同志向的同學，多

艱難的歲月也能走過去。

備戰DSE
公開試 - 
舊生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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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DSE
公開試 - 
舊生經驗分享

顧紹岐
（2012年中七畢業，現就讀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一年級）

　　如何學習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益呢？我認為當以興趣為先。只要學習自己感興趣的科目，便會有動力和衝勁

追求更多知識，乃至卓越，成功也會伴隨而來，因此中三同學在選科時，記緊要以自己的興趣作為選科的其中

一個重要準則。

　　至於溫習方法，高考期間平均每天我會花六小時重溫老師當天所教的課題，同時亦會安排部份時間做英語

練習，提升英文水平，在假日則複習星期一至五的課堂內容。我會多作課外閱讀，擴闊個人的知識領域，提升

自身的分析能力。透過反覆誦讀、記憶和理解，方可將學問融會貫通。再加上勤於操練歷屆試題與坊間練習，

至考試時，便能迅速準確地完成試卷，達到‘書熟手快’的效果，希望我的一點學習心得對各位師弟有幫助，

大家努力！

區建傑
（2012年中六畢業，現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精研學系一年級）

　　我認為要應付任何一個考試都有三個方面一定要準備好，就是知識、心態

及應試技巧。

　　「知識」的重要性顯然易見，考試前沒有把應學的學懂，應記的記熟，看

着試題難道就可以得心應手？在我們不懂的時候要勇於請教同學或老師。你可

能會問：「每科都有很多內容要記熟，如何才能做到？」每個人的記憶方法都

不同，以物理科為例，大家除了記熟公式外，還須了解它背後的概念，那麼，

就可以活學活用。打穩「知識」基礎是應試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環。

　　「心態」的準備也十分重要，太緊張可能會令你考試時錯漏百出，太輕鬆又可能令你掉以輕心，取

兩者之平衡會是較好的選擇。至於如何達到兩者平衡，最重要是認真對待每一個考試和測驗，漸漸調整

至自己認為最好的心態。還要以獨立的心態對待每一科的考試，最重要是不要讓前一科考試不滿意的狀

態影響下一科考試，以免產生連鎖負面反應。

　　除了知識和心態，掌握「應試技巧」也可以令你考試時得心應手，為考試錦上添花。大家必須了解

關鍵字詞在答題時的重要性，有時需要注重整體答題的結構。例如通識教育科的內容，結構清晰，具條

理的分析是取得高分的關鍵之一。

　　希望上述的分享能作為各位師弟的參考，深信大家就以上三方面做好準備，當在考試中取得滿意的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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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訊日

活動內容

　　本校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至

八日舉行「聖貞德中學資訊日」，以

增加公眾人士對本校的認識，展示的

內容包括學校歷史、辦學宗旨、其他

學習經歷及海外交流團的介紹。另有

各學習領域為主題的遊戲攤位、學校

中西樂團表演、各制服團隊展覽及步

操示範等。當日除有不少公眾人士蒞

臨參觀外，亦有過百名不同年代的舊

生重返校園，支持母校的活動，一起

拍攝大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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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家中建立英語學習環境」 
家長講座

　　本校致力建立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深信

家校合作能促進語文學習的成效。因此，學校

於十二月八日下午舉行有關的家長講座，邀得

資深傳媒工作者及作家陶傑先生主講，由校友

劉偉恆先生主持，題目為「如何在家中建立英

語學習環境」。

　　陶傑先生指出，學習最重要是從子女的興

趣出發，讓他們從生活中學習英語。他即場示

範怎樣針對年青人的特性來選擇適當的閱讀材

料，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和啟發他們的思考

能力，他指出與年青人成長經歷相關的閱讀題

材最能促進親子溝通，他帶來幾本英文課外讀

物作為例子，說明如何在家中有效地營造良好

英語學習環境。會後家長踴躍提問，向陶傑先

生請教英語學習心得。當日有超過二百多位家

長出席，反應十分踴躍。

學校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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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summer, on 3rd August 2012, 20 of our students and 2 teachers packed their bags, got onto 

a plane and flew for about 11 hours to New Zealand. The aim was for them to learn about a new 

culture,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of cours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competence. Two schools 

hosted us – St Peter’s College and Ponsonby Intermediate School. While over there, the students 

stayed in the homes of local New Zealanders from the schools they attended or “kiwis” as they call 

themselves. They attended school every day and visited places of interest and educational value.  

On 27th September 2012, 20 Kiwi students (10 boys and 10 girls) and 3 

Kiwi teachers landed in Hong Kong. They had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for a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from 27th September to 5th October 2012. All 

of the students were accommodated in families from our school community. 

This gave them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Hong Kong lifestyle 

first hand. Our students were also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visit. There were 10 additional ambassadors 

who volunteered to take care of our New Zealand friends. 

During their stay with us, w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a cultural 

exchange road show at three local 

primary schools – Canossa School, 

Meng  Tak  Ca tho l i c  Schoo l  and 

Chinese Methodist School. 

New Zealand 
/Hong Kong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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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雷米
Domrémy 

奧爾良
Orléans

蘭斯
Reims

貢比涅
Compiégne

魯昂
Rouen

巴黎
Paris

弗谷勒
Vaucouleurs

貞德每次到弗谷
勒都在此聖母像
前祈禱

貞 德 在 戰 事 中 被
英軍俘虜

在這道橋的另一邊就是
貞德被英軍俘虜的地方

貞德常去祈禱的聖堂

巴黎─貞德受傷的地方

貞德死後，查理七世提
出對貞德的事件再行審
判，審訊於巴黎聖母院
進行。

貞德見證查理七
世登基的蘭斯主
教座堂

貞德的故居

法國

貞德聽到天使聲音的聖堂

貞德受審判並被處死的
地方

貞德被囚禁的地方

貞德代表法國與
英國人大戰並得
到勝利

5月8日是聖貞德令奧
爾良人民重新得到自
由的一天

紀念貞德的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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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女貞德是我校的主保聖人，今年是她誕生六百周年的大日

子，本校特別舉辦「尋找聖女貞德的足跡」法國朝聖團，好讓老

師及同學有機會親身了解我校主保聖人的生平，及她愛主愛人、

為國為民的事跡。經過這次朝聖之旅，參與的師生均對聖女貞德

那份信靠天主、堅毅不屈及勇敢面對困難的精神有真切及深入的

認識。

　　是次活動一行六人，由校監金東周神父及何建儀老師率領，

於九月二十八日出發，進行為期十天的法國朝聖之旅，並在十月

七日完結整個行程安全回港。朝聖之旅得以成功舉行，有賴眾多

舊生的捐助支持，在此特別嗚謝。

「尋找聖女貞德
的足跡」─

法國朝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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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畢業生獲獎項目
李劭邦（2007） 香港科技大學頒發2010-11年度工學院院長名譽錄 (Dean List)

許振軒（2007） 香港科技大學頒發2010-11年度工學院院長名譽錄 (Dean List)

庒甄妮（2009） 計算機科學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學院成績優異榜

黃俊傑（2009） 計算機科學﹝資訊系統﹞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一級榮譽及校長榮譽榜

吳杰樺（2010） 化學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學院成績優異榜

楊　光（2010） 工商管理﹝市場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學院成績優異榜

熊樂天（2010） 人文學﹝榮譽﹞文學士學院成績優異榜

林幸泉（2011） 地理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校長榮譽榜

馮啟鏗（2012） 珠海書院建築學學系獎學金$55,000元

莊子瑜（2013）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2011-12學年﹞」報讀之應用學習課程：認識香港法律

課外活動獎項
2012至2013年度上學期

童軍港島

第四十八旅

童軍標準艇錦標（1000米）速度賽亞軍

海童軍錦標賽國慶盃童軍標準艇技巧錦標亞軍

航空青年團

第105中隊

香港航空青年團舉辦的《2012年「總監盾」優

異航空英語演說比賽》全場冠軍

鄧柏聰(三信)、譚煥飛(三義)、

林少榮(四信)、李鴻健(六信)

第十二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一等獎

聖貞德中學 第十二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集體三等獎」

聖貞德中學 機電工程署舉辦「機電安全香港通2012網上問

答比賽」全港中學組最高累積積分獎季軍

學年主題：

善用智慧
　　今年的主題是善用智慧，我們希望同學明

白智慧是幫我們在生活中用合適的方法做正確

的事情。

　　透過學習，體驗及不同活動，期望同學能

夠累積智慧在生活中加以善用，達致：

　　健康人生 — 養成良好習慣，生活得健康；

　　道德人生 — 成為一個有公民責任，愛人如

 己的人；

　　幸福人生 — 懂得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懂

 得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和努力成

就夢想的人。

獎項紀錄



「閱讀周」宣傳橫額

校監金神父於早會分享「閱
讀」經驗，掀起「閱讀周」
序幕。

　　『專題書展』：展示

各學習範疇添購的新書，豐

富同學閱讀書種，提升閱讀

的素質。

「每日一句」

　　『每日一句』：同學記下每天張貼在校園的名言雋

語，活學活用。

「每日一句」獲獎同學合照

　　『尋書遊踪』：知識書中尋！

同學努力翻查書籍，尋找……。 「尋書遊踪」獲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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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聖貞德

閱讀周

　　本校對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向來不遺餘

力。我們每年除有「早晨閱讀計劃」、「課外閱讀獎勵

計劃」及常規的閱讀活動：親子閱讀比賽、級際閱讀分

享會外，本年度我們更首次舉辦「閱讀周」，於2012年

11月12至16日內，聚焦舉辦多項嶄新的閱讀活動，包

括：每日一讀、午間好書分享、專題書展、尋書遊踪、

書籍代購服務、每日一句、好書閱讀分享等八項活動，

務求進一步推廣校園的閱讀文化。讓同學從參與各項活

動中，提升閱讀素質，體悟從閱讀中自學的道理。

「每日一讀」閱讀小冊子：共
五冊

「每日一讀」各級獲獎同學合照

　　『每日一讀』：中一至中五級同學獲發《悅讀小冊

子》一本，內有各學習範疇添購的新書篇章摘要，同學閱讀

後，完成《悅讀回饋》，即可獲獎。

11月15日「午間好書分享」實況

　　『午間好書分享』：由張志榮老師及中五愛葉源林

同學主持，誠邀鄭加略老師與及馮德全老師就「金庸的武俠

小說」主講。透過他倆娓娓道來金庸筆下的人與事，彷彿帶

領著參與的師生一起走進金庸的武俠世界，感悟閱讀武俠小

說的樂趣。

　　『好書閱讀分享』：本年度早晨閱讀分

享會，於11月16日正式開始。讓同學把握機會

向同學推介好書，分享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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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領袖訓練營

　　中二級領袖訓練營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月八日假西貢灣仔營地及上水展能運動村舉行，四日三夜的的訓練

旨在培養同學的自律精神及自我照顧能力，透過不同類型活動，建立各班的團隊精神。每晚均設有班主任時間，由班主任

帶領同學進行反思，使同學明白自己在各項活動的強項和值得改善的地方，亦讓他們能互相鼓勵和支持。

　　於十一月八日早上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畢業典禮，這既是訓練營的終結，亦藉著頒發各個獎項肯定同學們的出色表

現，意義重大。

史蕙敏女士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我認為中二級領袖訓

練營是十分值得舉辦的，

因為它能培養同學合群的

精神，提升其主動性，亦

能加強同學的溝通能力，

這個訓練營是同學一次難

得的學習機會。

姚錦霞老師 
中二望班主任
　　在訓練營中，各同學能

體現到堅持到底的精神，例

如在遠足當中，同學就算很

辛苦也緊持到達終點；在野

外煮食中，就算平日在家並

無煮食經驗的同學，也盡力

堅持到底，煮出一頓豐富的

午餐及晚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遠足的過程中，我想幫其

中一位同學拿行李，但他居

然拒絕我，要自己拿足全

程。

老師分享 家長分享

何建儀老師
（訓練營統籌老師）
　　今年是我們第五年為

中二級同學舉辦領袖訓練

營。我們深信藉著這個機

會，能夠為學生製造一個

離開安舒區的機會，讓他

們透過歷奇活動、遠足挑

戰、步操訓練及團體生活

的體驗，學生一定獲得成

長和學習的機會。每年看

著學生們從第一天散亂無

序，到在結業禮中精神抖

擻、齊整合拍地步操，心

中都很是激動！希望同學

會珍惜這些不一樣的學習

機會，好好保留當中美好

的回憶及深刻的體驗，建

立一個有目標及懂得互愛

互助的人生。

　　在「沉船記」的活動

中，同學更是真情流露，吐

露心底說話，部份同學對於

自己未能達到父母的期望深

感內疚，當場哭了起來！

我覺得這個訓練營絕對值

得舉辦，首先因為一般同

學在日常生活中較少機會接

觸野外煮食、露營、步操等

訓練，其次是在訓練營中，

同學間能體現互相幫助的精

神，訓練營之後在班內仍見

到各組的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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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領袖訓練營

中二信 邵嘉俊 — 

這個營使我改變，

要多信任他人。

學生分享

中二義 王德霖 — 學習到

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要單單依賴別人，還要

專心聆聽導師的指示。

中二愛 畢栢榮 — 開始的時
候，我只是看，沒有動手。這個
訓練營為我帶來最大的改變是令
我明白合群和參與的重要。

中二望 徐建偉 — 最深

刻的是自己煮食，因為我

平時在家很少自己煮東西

吃。在這營中我可以嘗試

自己煮食，雖然味道不大

好，但是非常有滿足感。

中二望 鄭業滿 — 在這個領袖
訓練營中，我學會了在學校和
課堂裡學不到的東西，例如：
團隊精神、懂得體諒和幫助別
人 ， 還 鍛 鍊 了 我 的 勇 氣 與 膽
量，相信這些對我日後在社會
中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有關「科技校園計劃」各活動推行概況，歡迎瀏覽本校網頁http://www.sj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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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聖貞德中學於2011-2012年度成功申請環保署的環境及

自然保育基金，並於二零一二年七至八月於校園全面安裝環保節能照明系統，範圍包括

禮堂、走廊、小賣部、所有課室及特別室等。

　　環保節能照明系統，安裝工程於八月尾完成後，學校為配合此項目，自九月開學以

來，進行了一系列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藉以加深同學認識能源效益標籤，瞭解節能裝置

的效益；提升全校員生於校園內及生活上節能及環境保護的意識。

特別鳴謝：

　　鳴謝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項

目「科技校園計劃」，並為聖

貞德中學更換校園環保光管。

2012年9月
製作能源效益
標籤展板

2012年11月19
至26日
能源效益標籤展覽
（機電工程署借用）

2012年9月
中六同學透過物理科
課堂學習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2012年11月
中二級同學透過綜合
科學課堂
學習「電功率─怎樣
計算電費」

節能環保講座一：
2012年9月26日長春社
代表到校
主持中五級講座

節能環保講座二：
2012年10月5日綠色
力量代表到校
主持中四級講座

節 能 環 保 講 座 三 ：
2012年11月19日
機電工程署代表到校
主持中一及中二講座

2012年10月21日
校本節能環保電視
節目播放

同學完成「為自己計算
能源使用量」工作紙

科技校園計劃

Technological 
Campus 
Project



▲蘇駿霆同學在選舉論壇中獲最佳發問獎

導師簡介：

呼喝采，同學演辯的水準絕對不亞於

真正的立法會議員。

　　辯論隊於下學期除了繼續參加不

同類型賽事外，亦會與來自不同學校

的辯論隊舉行友誼賽互相切磋，相信

屆時同學可獲得更多寶貴經驗！

▲辯論隊成員正準備出戰星島盃賽事

▲張晃祺同學

　　如欲了解辯論隊最新動態，歡迎到

辯論隊FACEBOOK專頁讚好！

http://fb.com/sja.debate

▼辯論隊出戰獅子會盃與友校及評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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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辯論隊雖然只成立了短短兩

年，但已參與多個學界的公開比賽，

希望藉不同比賽磨礪同學的演辯技

巧，增加同學與不同學校交流的機

會。辯論隊於上學期參加了「星島校

際辯論比賽」，「基本法聯席委員會

聯校中文辯論比賽」及「獅子會盃聯

校辯論比賽」。其中張晃祺同學於星

島盃辯論比賽

中奪得最佳辯

論員獎。

　　本校辯論

隊除參加傳統

辯論比賽外，

亦參與其他不

同類型演辯比

賽。去年就參

加了港台主辦

的「模擬選舉論壇」，扮演立法會的

參選者，在鏡頭及鎂光燈下跟不同對

手就不同議題舌劍唇槍，最後本校連

奪得全場總季軍，期間更獲得全場歡

區議員鄺俊宇先生
　　鄺俊宇先生為

元 朗 區 議 員 ， 曾

參選2012立法會

「超級區議會」議

席選舉，有豐富的

論政及辯論經驗。

他也是香港電台第二台《政壇新秀

訓練班》的客席主持及香港電台

Teenpower《Teentalk – 「政」在

搞GAG》的主持。

校友陳穎瑩小姐
　 　 陳 穎 瑩 小 姐

為 本 校 舊 生 ， 是

本隊成立初期成員

之 一 。 畢 業 後 回

到 母 校 繼 續 培 訓

學 弟 。 她 於 中 學

階段，有豐富的校內及校外比賽經

驗，曾多次獲選為比賽中最佳辯論

員。她的演說除了詞鋒銳利、字字

鏗鏘外，更善於部署不同比賽的戰

略，驅策同學積極投入比賽，奪取

佳績。

　　公民教育委員會轄下的聖貞德辯論隊於2010年成立，旨在透過辯

論活動培養同學的批判思維，表達能力及公開演說技巧。我們深信辯

論活動一方面可以提昇同學的通識能力，更重要是可裝備同學成為社

會未來的傑出領袖，以新揚校訓「公民責任」。

　　辯論隊逢星期五放學後練習，歡迎中三或以上同學參加。 辯論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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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親子同樂日  ─ 家長和老師一面燒烤、一面互相交流，增進雙方了解

委員姓名

當然委員 金東周神父

當然委員 黃慧珍校長

主席 梁寶琳女士

第一副主席 史蕙敏女士

第二副主席 胡錦遠副校長

秘書 朱永強先生

助理秘書 何建儀老師

司庫 楊銳生先生

助理司庫 陳黃貝旋老師

聯絡及康樂 林慧敏女士

聯絡及康樂 區慧賢女士

聯絡及康樂 馮偉先生

聯絡及康樂 趙玉潔女士

總務 李珊珊女士

助理總務 倪俊老師

第四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周年陸運會 ─ 家長積極參與200米競步比賽，各得獎牌一個以作留念

堆沙比賽  ─ 本會在「2012年東區家教聯會親子堆沙比賽」中，榮獲季軍，主題為「我愛香港美食」

家教會

第四十二屆聖貞德家長教師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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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會

舊生會聖誕節燒烤晚會
　　為聯繫本校舊生會會員之間的感情及慶祝聖誕節，2012年12月15日舊生會在本校舉行聖誕燒烤晚會，當晚除了舊生

會成員及家屬參與之外，還邀請了學校的老師、學生團體代表及家教會委員出席，以增進彼此的了解。當晚共有60多人參

與，大家聚首一堂，渡過一個歡欣愉快的晚上。

吳警謙
（2004中七畢業生）

　　各位師弟大家好！我是2003-2004年度的

中七畢業生。我曾經擔任課外活動委員會學生

工作組副主席及香港航空青年團一零五中隊士

官長。現職於一間本地航空公司擔任波音777初

級副機長。記得在中四時，我參加了學校第一

年成立的香港航空青年團。團員有機會接觸本

地航空業，我從中得到專業航空知識，更有機

會獲得飛行獎學金，體驗飛行的樂趣，因此，

畢業後就選擇了飛機師作為我的職業。

　　於澳洲阿德萊德受訓時經歷了不少困難，

因為在短短十四個月內，我需要接受大約一百

個科目考試，而歷屆學員的平均成績也達到

九十分以上，當時我面對的考試壓力比在香港

面對公開考試更大。自問並非天資聰穎，所以

我與同學們組成小組溫習，互相幫助，解決學

習上的困難，最後我終於成為一名機師。在工

作中令我感到最快樂的要算是我的工作環境，

因為我的辦公室在三萬八千尺上空，兼且有無

敵風景。

　　大家不要以為要成為

一位飛機師是遙不可及的

事，所謂「有志者，事竟

成」，只要願意努力，大

家也可以觸摸得到三萬

八千呎的高空。

Norman Wong (2002 F.7 graduate)
Hi, my name is Norman. I graduated from SJA 
in  2002. I used to be active in scout activities 
and I studied Pure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Computer Studies in senior form. After 
I graduated, I continued my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n, I got chosen 
by Dragonair and gained a scholarship to 
complete my pilot training in Adelaide.

After spending almost six years in the right 
hand seat of Airbus, I am now a first officer. My 
responsibility is the same as every other pilot, which i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every person on board. Also, we will try to fly efficiently and 
create a nice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our colleagues. 

Flying has been my dream since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I got my 
first taste of flying when I participated in an aviation course organized 
by the Scouts Association. Being a pilot is satisfying and brings me a lot 
of fun.

The happiest thing I would say is having a safe flight. When I can 
perform my duties well under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it is very 
satisfying.  

To SJA boys: time is valuable, think about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in ten years , then work on it. If you can't answer this question, you 
probably will end up doing nothing.

舊生會重遊聖貞德舊址及參觀醫學博物館
　　舊生會於2012年11月17日，安排參與「亦師亦友」計劃的中六同學

及部份學生會幹事重遊本校位於羅便臣道8號的舊址，還參觀了醫學博物館

及遊覧太平山醫學史蹟徑。

衝上雲霄 - 舊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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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譚劍專訪

　　譚劍，香港著名科幻及奇幻小說

作家，多年來在兩岸三地獲取不同獎

項。在英國倫敦大學取得電腦及資訊

系統學士，其後於英國布拉德福德大

學取得企管碩士。早年作品以科幻小

說居多，自《黑夜旋

律》後創作觸角延伸

至文學，並以《輪迴

家族》跨足推理小說

創作，亦曾創作電影

小說。

　　譚劍也是活躍的博客，長期發表

評論男女關係、電影、古典音樂、各

類型小說、香港政治及時事的文章。

　　於2010年展開

科 幻 系 列 《 人 形 軟

件》，大受好評，並

摘下首屆華語科幻星

雲獎「全球華語最佳

科幻/奇幻長篇獎」。

　　他曾在突破及東周刊撰寫專欄。

從2011年起分別在信報和東方日報連

載小說。

　　2012年入選為「21世紀十大新銳

華語科幻作家」，排名第四。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問： 請你為師弟們作一個簡單的自我

介紹。

譚： 我是譚劍，於1984年入讀聖貞

德，那時母校還在羅便臣道。中

三時我們一起搬到北角寶馬山這

邊來。1989年中五畢業離校。

 我是唸理科的，成績中等，課外

活動不積極，如果要計分的話一

定不及格。難忘的事是在停車場

裡跟過百人一起踢球，而往往踢

到的都是人家的球，這也是我跟

老同學至今仍忍俊不禁的趣事。

 現在我以寫故事為志業。在中港

台三地都出過書（至今九本，不

包括大陸和台灣的授權版），也

拿過不同的小說獎。故事多數是

科幻和奇幻小說，偶爾也寫推理

小說和純文學。

 

問： 為何會有興趣寫科幻小說？ 

譚： 很多人都擁有智能手機，但怎樣

好 好 使 用 手 機 而 不 是 被 手 機 控

制，就不見得每個人都懂。那些

一家人一起吃飯但各有各玩手機

的荒謬情況，愈來愈多人接受，

但我始終無法認同。網絡和手機

讓陌生人彼此結識，卻疏遠了身

邊人。

 科幻小說對我來說就是反思科技

發展對人的影響，有時是對整個

人類，有時只涉及你我這樣一個

個的普通人。我對科技發展持保

留態度，因此用科幻小說形式去

寫，實在也無法用其他小說類型

來表達。

問： 你的小說曾多次獲獎，你有甚麽

感想？

譚： 獲獎就是獲肯定，這對創作人來

說感覺不錯，而且也方便找出版

社和發表作品。寫小說，並不是

為了得獎。寫好小說才是重點。

獎座我都放在迷你倉，並沒有一

字排開的放在家裡。平日我盡量

不去想獲獎的事。在拿獎前，先

要 學 會 「 拿 不 到 獎 」 ， 能 接 受

「輸」這一回事。別把得失看得

很重。人生不是在乎勝負。

問： 可否和同學分享一下你寫作的苦

與樂？ 

譚：寫作最後的完成品是小說，但過

程跟其他工作一樣都是要花力氣

和汗水。不要相信寫作靠靈感這

回事，一切都是靠努力和鑽研的

成果。

 寫作是孤獨的，但出版是團隊工

作，要跟編輯、封面設計師和行

銷人員討論。目前和我合作的出

版社，有兩家在台灣。我們都是

用Email溝通，和一般上班族沒有

兩樣。最大樂趣來自完成作品，

那是無法用錢買回來的快樂和滿

足感。

問： 如果要成為一個作家，師弟們現

在需要作甚麼準備？ 

譚： 我相信想成為作家的師弟百中無

一。除了要天份以外，能成為作

家，更視乎努力。天份無法教，

你只能學習寫作技巧，而且要養

成廣泛閱讀的本事。

 跳出成為作家這框架，要做好任

何事，愈早設立目標，愈早準備

愈好。不管日後想做什麼，學好

語文，有良好的語文能力永遠是

最有利！這不只是應付考試，還

能汲取源源不絕的知識和資訊。

世界在不停變化，我們也要不停

的適應。

問： 對師弟有甚麽勉勵的說話？

譚： 面對這問題，我不想給空泛的答

案。什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的話，我說不出。現實情況是努

力不一定獲得回報，但不努力就

一定沒有回報。香港的形勢正在

走下坡，同學畢業後面對的是愈

來愈艱難的社會環境，我的苦口

良言：學好一技之長，放眼香港

以外，趁你們還年輕、還能輕易

改變自己未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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