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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與別不同的貞德人

各位同學：
聖經上說：「你們是地上的鹽，
世界的光。」（瑪5:13-14）。作為校
長，這也是我對所有同學抱有的期望。
今天，鹽和光是世界上最普通不過的東
西，它們存在於我們的四周，是我們生
活上的必需。它們非常普通，普通到我
劉柏齡校長
們幾乎不察覺它們的存在；它們毫不起
眼，可是我們卻絕不可以缺少它們。大家可曾想過，沒有鹽和光的日子
是何等的光景？我當然期望本校每一位同學都出類拔萃，光芒四射。可
是，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夠成為別人不可或缺的原素。
作為聖貞德中學的學生，我們和其他學校的中學生有所不同。
在學校裡，我們認識了世上獨一無二的信仰──耶穌基督；我們知
道世上最重要的東西不是錢財，還有更重要的是公義、真理、愛心、勇
氣、智慧、親情、友情⋯⋯等等；我們知道祇有愛才是一切誡命中最大
的，唯有愛方能化解世上一切的紛爭，終止一切仇恨和鬥爭。聖貞德的
學生明白到包容比排擠需要更大的胸襟；寬恕比仇恨需要更大的勇氣。

讓我們來認識他

因為我們相信現世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只有信靠主，我們就擁有一
切。我們要做人群中的酵母，在其他人當中發熱發光。
各位同學，當其他人追逐歡樂刺激、官能上享受的時候，我們更希
望得到內心的平安；當其他人認為最重要的是自己時，我們已懂得在生
活中體現公民責任；當其他人只懂得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時候，我們正在
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我們在人群中未必是最耀眼的，不過我們相
信，世界上只要有我們的
存在，世界一定會變得更
你們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
美好。各位同學，千萬不
瑪5：13, 14
要在人潮中迷失自己；忘
記了自己的美善；忘記了
作為貞德人的使命；忘記
了自己是天主的子女。我
們有令到世界更美好的能
力和使命，我們必定可以
做得到。天主保祐！

校監金東周神父
平易近人的金神父，在

踏入二零零六年九月，聖貞德中學的師生們迎接了新的學年，也迎接
金東周神父，他正是我們的新校監。假如與金神父稍

他尚未出任本校校監前，曾

有接觸的話，不難察覺他平易近人的一面；再從他的言行中可見到他處事

多次到校，與同學們進行足

認真的另一面。本來，一個處事認真的人多帶嚴肅的神色，然而，金神父

球比賽。期間讓同學感受

卻是把認真與親切兩種特質共冶一爐。

到他親切真摯的一面。金神父熱愛運動，足球、籃球、乒乓球、羽毛

了一個新的名字

金神父十八歲始蒙聖召，踏上侍奉天主的路。金神父在韓國修院唸
了八年，過的是很規律的生活，早上六時起牀，半小時後集合祈禱，然

虔誠的他

球、網球等均有涉獵，亦酷愛攀山運動。金神父也喜愛古典音樂，可
謂動靜皆宜。

後上課，修習神學、哲學等各種科目，直至晚上十時半便要關燈睡覺。

金神父出任校監以後，常與學生接觸。在學生眼中，金神父是

自晉鐸後，他一直忠心工作。來港近十年，金神父現任天主教聖猶達堂

和藹的牧者；在金神父的心目中，同學們都受教聽話，也十分活

主任司鐸。在港期間學習中文，縱然遇上難題，也努力奮進。至今，金

潑。相信金神父定能勝任校監的工作，在侍奉崗位上，活出他的金

神父已可隨心所欲以中文跟人溝通了。

句

「彼此相愛」。

事事感謝和讚美天主
常懷喜樂而取悅耶穌
活躍的他

和藹的他

學與教

「一課兩講」
中、英文科參與中港「一課兩講」交流計劃
本校中、英文科參與了一優質教育基金項目，名為「通過一課

本校共安排七位語文老師參與是次計劃。其中黃寶儀老

兩講，促使教師反思教學理念及假設，達致根本性的教學質素提

師、高永菁老師、莫嘉雯老師及Mrs. Rao負責於本校及上海授

升」（下簡稱為「一課兩講」）。整個活動中有近百位中國和香港

課；而曾甘麗英老師、金佩嫻老師及徐思立老師則負責支援與

的教師和專家進行多場「一課兩講」交流活動。所謂「一課兩講」

分析工作。

是由香港和上海的兩位老師，分別設計相同的課題，然後分別向兩
地的學生授課。

十月二十日，黃
寶儀老師於校內
授課，不少中港
老師到場觀摩

十月十八日，上海市新揚中學老師到校交流

十一月十七日，莫嘉
雯老師於上海授課，
師生間樂也融融

十一月二十日，本校
高永菁老師到上海授
課，設計了精采的教
學活動

跨地域的共同備課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一日，我校七位老師，在劉柏齡
校長帶領下，同赴上海，參加當地之交流活動。通過觀課交流，促使
老師們對教學理念及教學方法進行反思。老師們都體會到兩地語文教
學有着很大差別，彼此均有值得借鏡的地方，透過此行，老師確能大
大拓闊視野，更寶貴的是，他們察覺到中國與香港學生的潛能，各有
特色，透過互相觀摩學習，交流教學心得，定能進一步啟發學生，讓
他們盡展潛能，而這也是「一課兩講」最終目標。

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一日老師
們到上海市新揚中學交流

英語課後的熱鬧情景



學與教

家校合一 推廣閱讀 喜迎新春
培育學生建立閱讀習慣，具備良好的語文能力及自學基礎是本校
近年的關注事項，於二零零七年一月至三月期間，學校將舉辦以下閱
讀活動：

◇ 級際閱讀分享會：
2007年1月29日中四級同學舉行
早讀分享會，校長及家長教師會幹事

◇ 大型書展

擔任評判。

得獎同學與評判合照

(1). 周年書展：1月17-19日，由香港圖書文具有限公司展出英
文圖書，商務印書館展出中文圖書。
(2). 	家長日書展：2月10日，由商務印書館展出中英文圖書。
◇ 親子閱讀報告比賽：透過閱讀活動，促進父母與子女間的溝
通，讓閱讀氛圍洋溢全家，各家長於農曆年假前為孩子挑選好
書，鼓勵他們把閱讀所感所受，用圖文表達。截稿日期為3月
12日。敬希同學踴躍參與。

家教會向來支持學校推廣閱讀活動，不僅悉力贊助上述活動，更
全力協助推行。

學與教—倫理及宗教科

中一級協作學習計劃2006-2007

為配合香港教育制度的改變，天主教教區擬訂了一個統整課

本校為了照顧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在中一級積極推行協作學習計

程，將幼稚園至高中的課程重新編訂，本校與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劃，計劃目的在於營造一個良好及互相支持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積極

宗教與德育課程專責小組

的學習態度。老師在課堂中推行以小組為學習單位的教學模式，並以多

建立伙伴關係，一方面提

元化的課堂活動，使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發揮所長，互為補充，以達互

供課程試教機會，另一方

相學習之效。本計劃得到天主教教區教育心理學家林秀貞小姐支援，為

面，讓老師率先掌握新課

老師提供有系統的培訓活動及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此外，計劃亦定期

程教學技巧。

統計各學科評核得分，計算各小組的進步分數，在班主任課堂內進行頒
獎，對同學在學業表現上的進步予以肯定及獎勵。

本校宗教科老師與專責
小組成員開會，商議試
教安排事宜。

於試教後進行檢討會議。

天主教教區教育心理學家林秀貞
小姐為老師進行培訓課程

我們邀請所有新老師參與，並鼓勵
他們於課堂中運用有關技巧，提昇
學與教的效能

朗誦揉合閱讀與言辭表達技巧
為學生提供語文學習機會
「說話教學」一向是語文老師頭痛的一環。要使學生滿有自
信地在眾人面前說話是首個要衝過的難關。聖貞德中學一向致力
營造一股熱衷於朗誦活動的風氣。
透過朗誦訓練可增強同學說話時的自信，亦可提高學生的語
文能力；而透過接觸不同的文學作品，亦能加深同學對不同時
代、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家的認識。
二零零六年，本校共派出二十位同學參加第五十八屆校際
朗誦節；也派出四位同學參加普通話朗誦項目。經老師的悉心
指導及同學的艱苦練習，終取得努力的成果。在粵語朗誦方
面，本校有兩位同學分別獲得粵語及普通話詩詞、散文獨誦季
軍，二十名同學獲優良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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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育發展經歷

德育及公民

善用社區資源 豐富學習

參觀立法

為了讓中一同學善用社區圖書館資源，本校於17/10/06下午安排同學參觀香
港中央圖書館，是次活動由專人介紹圖書館服務及示範使用館內各項設施，例如
「如何使用唯讀記憶光碟資料庫、線上資料庫、多媒體資訊系統、互聯網資料檢
索及自助借書終端機」等。
從同學的問卷調查結果反映，是次活動使他們認識如何善用圖書館資源，對
他們參與各類型專題研習活動大有裨益。
本校同學與立法會議員黃定光
先生在立法會議事大廳合照

國慶升旗禮：每年國慶，我們均舉行隆重
升旗禮，伴隨雄壯的國歌，倍添儀式莊嚴

中二望 荃灣環境資源中心（4/12/2006）

中二智 香港懲教博物館（5/12/2006）

中二樂參觀

寬
拓

空 發
時
習
學

全方位學習是把學習空間，從課室

由康樂

中二義 嗇色園主辦可觀自

拓展到其他環境中的策略。透過教師靈

2006/2

然教育中心（7/12/2006）

活地運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

不同類

配合時、地、人各方面所組成的學習情

趣的活

境，讓學生獲得一般在課堂上難以體會

他們將

的經驗。2006-2007年本校積極推廣全

活中，

方位學習活動。

層面，

我們充份利用社區資源，積極參與

中二愛 警察博物館
（12/12/2006）

展終身

中二信 香港懲教博物館（8/12/2006）

跑出課堂 切身學習
為了讓同學對鴉片戰爭有深切的認識，我們於6/2/07安排中四級同學參觀海防博物
館。同學可比較清軍和英軍於鴉片戰爭時（一八四一年）軍備方面的差距，從而了解當
時中國的海防和軍事歷史及割讓香港的經過。導賞員帶領同學參觀中、英雙方所使用的
戰船（模型）、大砲、士兵的裝備，以及南京條約（複製品）；並透過互動活動，讓同
學對這場戰爭有更深入的認識，令他們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
目標。
中七生物科同學於1-3/11/06參與高級程度生物科野
外研習課程，在這三天中，日間同學在可觀自然教育中
心進行生態學習，夜間則於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住宿，
同學很喜歡這項活動，從中獲益良多。
地理學會及環保小組於2007年1月13日參觀新界東北打鼓嶺堆填區，以
讓同學認識香港固體廢物處理及城市化對環保污染的影響，並反思保護環
境的迫切性及方法。



愛心中秋獻

體藝發展經歷

參觀立法會

認識藝術 激發創意
為提高同學對藝術的興趣，本校特別安排中二級同學參加由音樂事務處

為使同學更了解香

舉辦的「穿梭『愛』的樂章」活動以及由赫墾坊劇團舉辦的創意思維教育節

港的政治運作，政府與

目

公共事務科於11月25日

《坐出創意》。「穿梭『愛』的樂章」活動分為三個不同內容，分別為

西樂篇、中樂篇及特色樂器篇。同學由聆聽經典作品開始，配合互動環節，激

上午安排同學參與一年

發同學思考；並透過專業音樂家及學者的講解，認識經典名曲所蘊含的愛意，

一度的立法會開放日，

加深他們對音樂藝術的領悟。

當天立法會議員黃定光

員黃定光
廳合照

《坐出創意》活動則以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的作品「沉思者」（The Thinker

先生帶領我們的同學參

1880-1882）作為引子，以一個結合觀眾即場參與解決難題，協助/影響故事發展的故

觀立法會大樓的各會議

事劇場節目，讓同學體會到創意得來不易，必須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對身邊事物詳加觀

室及設施，同時講解立

察、深入分析、大膽想像和不斷組織嘗試，方會有所收獲。對同學來說，是次活動之形

法會的運作，同學對能

式與平日課堂不同，極具新意，同學對創意藝術的興趣亦得以提高。

親身參觀平日只在電視
畫面看到的立法會開會

國慶，我們均舉行隆重的 地方，都深感興趣。
的國歌，倍添儀式莊嚴。

職業相關經歷
本校商業科及企業概論科為豐富高中同學職業相關經歷，舉辦了以下兩項
活動：

時空 發展多 元 潛
能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人數

參觀帆船飲
公司
際（LED製

教師靈

2006/2007」。讓同學在上課時間能參與

造）有限公

資源，

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透過富創意而有

司及科技園

學習情

趣的活動，激發同學的創意思維，啟發

以體會

他們將藝術、歷史、科學等課題融入生

推廣全

活中，並擴闊他們的視野及學習知識的

9/12/2006

管理、市場營銷、品質控
制、物流管理等範疇

參觀華剛國
由康樂文化署舉辦的「學校文化日計劃

目的
了解企業的營運，包括生產

17/11/2006 食管理有限 中七級／19人

從課室

極參與

學與教

育及公民教育經歷

了解企業的營運、香港科技
中六級／5人

的發展及特區政府對創新科
技發展的支援

層面，令他們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發
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班際慈善賣旗活動

社會服務經歷
熱心服務 回饋社會

同學熱心服
務，師生樂
在其中。

愛心中秋獻長者

獨居老人探訪活動

日期
9-9-2006

受惠機構
失明人協會

23-9-2006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14-10-2006

香港航空青年團

參與班級
中五望
中五義
中四智
中四信
中六信
社會服務團
中四愛
中六智

結伴同行為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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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oser Look at SJA's
English-rich Activities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here at SJA has
grown into a multi-faceted, integral part of our curriculum.
We have created activities catering to all levels.  Chunky
Onion put on a wonderful musical drama, A Christmas
Carol, enjoyed by the S.1-4 students. During October, all
S2 classes, as part of their Language Arts, participated
in Halloween activities. Along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stimulating programmes, we also have regular Book-Club
meetings and morning assemblies to enrich students’
English society subject leaders, Mr. Lau (Principal) Mrs.
Tsang and Mrs. Rao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Show Reviews

A Taste of the
Onion

A Grand Spectacle
Our school organised a musical
– A Christmas Carol, an adaptation of
Dickens’ classic - on 6th December

(Wednesday) by Chunky Onion Productions and it was a big hit! Two of our
students acted in the show while two more were the Masters of Ceremonies
which made the play more appealing to the students. In the Q&A section,
students had many questions to which the actors’ replies were inspiring. In
short, this show was no doubt a remarkable tool in enhancing every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JEFFERSON WONG (4WI)
Vice-Chairman

I enjoyed the drama so much.   It was really
fascinating and perfect.   The actors gave a great
performance.  I also appreciate the wonderful singing in
the drama.  
In addition, whe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version, the drama is more exciting and impressive to
watch.
In short, I really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 – generosity, friendship, compassion,
and love.  Overall, the theme of the play is extremely
meaningful.      
HUNG LOK TIN, TOM (4FA)

English Society

I really enjoyed the show.  It was fascinating.  The
stage effects were awesome and colourful.  The actors
are great singers too.  From the play I learnt the need of
love, compassion and friendship.  The actors acted very

MCs Chris Wan (3FA) and Michael Chau
(4WI) with charming Uncle Dave

naturally.  
The best part of the play wa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audience.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as we could also
Captivated by the drama performance

say words and enjoy.  Moreover, Chris from our class
was the MC and 2 students from Form 1 acted in the
show.   I now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fun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  
WU CHI FAI (3FA)

Kevin Chong (1FA) and Tommy
Tsang (1HO) showing off their
acting talents



Kevin Chong (1FA) and Tommy Tsang
(1HO) singing with the Onion crew

Souvenir presentation to the Onion cast

學與教

S2 Halloween Talent Show and
Snapshot Contest
Winners of the Talent Show

Winners of the Snapshot Contest

Photographer Winson Tang (2WI)

Proud winners - 2CH

The winning photo - I am the
Best Actor (Alan Liong, 2WI)

I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our Halloween Talent Show. We had

I really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Halloween drama.  It's

a good team spirit and enjoyed the whole process a lot.  I learned how to

a great chance for me to practise my oral English and

co-operate and respect the others. Although we faced some difficulties

acting skills.   I was so surprised that my photo won in

while preparing for our drama, we solved all the problems eventually.  I

The Snapshot Conte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English

am proud of being one of the members of 2 Charity!!!

teacher for his advice and help!
SAM CHU (2CH)

ALAN LIONG (2WI)

th

58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Lam Chun Wing (4WI), 1st runner-up,
with Mr. Lau (Principal) and Mrs. Rao

Prose Reading

S1-4 merit holders with Mr. Lau
(Principal) and teachers

Mr. Lau (Principal), teachers and
S2 & 4 proficiency holders

Choral Speaking
Certificates
58th HKSSF

Merit and proficiency holders with teachers
and Mr. Lau (Principal) and teachers

Mr. Lau (Principal), teachers and
S1FA merit holders

1

1st Runner up

18

Merits

8

Proficiency

Last But Not Least
English Cafe
- 2nd year in
business

Book Club members
choosing their favourite
books

Book sharing



學生活動

周年陸運會
本校於十月四至五日假

降旗禮及唱校歌後，由校監金東周神父帶領祈禱，兩天的陸運

小西灣運動場舉行周年陸運

會亦告圓滿結束。各組別獲獎名單詳列如下：

會。兩日比賽項目近七十

甲組個人全場冠軍：陳希俊   中七望

項，過千健兒同場競技，賽

乙組個人全場冠軍：黃華生   中四愛

事緊湊熱烈，參賽者悉力以赴，爭取理想成績。場邊打氣的同學隊

丙組個人全場冠軍：郭永堂   中二愛

伍亦傾盡全力，配合整齊的口號，為參賽者搖旗吶喊，充分發揮互

甲組班際全場冠軍：中五信

勵精神，增添比賽氣氛。各項比賽順利完成，計有三個項目打破大

乙組班際全場冠軍：中四智

會紀錄，成績理想。

丙組班際全場冠軍：中二愛

在兩天的比賽中，不少家長蒞臨支持，身體力行，參加競步比

全場總冠軍：

中五信

賽。其他友校亦派代表隊參與友校接力賽，表現出色。此
外，不少老師亦積極參與各項比賽，其中舊生、校隊與老
師接力賽最為矚目，掀起全塲高潮。
閉幕禮由聖貞德中學校董陳永祥校友主持，他以親身
經歷勉勵同學加緊鍛煉身體，達致終身運動的理想。繼由
學生會主席梁祐銘同學致謝辭，他感謝學校舉行周年陸運
會，讓同學積極參賽，他更勸勉同學將運動場上的拼搏精
神，用於求學之上，盡力爭取佳績。

外展活動

學生會
經全體同學一人一票，本校第十二屆學生會幹事會及代表會於
零六年十一月順利選出，並立即投入為同學服務。是次幹事會選舉

同學積極參與「長者
家居維修」服務。

共有兩個內閣參選，分別為ZEAL及VIGOR。最後，ZEAL獲得較多
票數，成功當選。
ZEAL成功當選為新一屆學
生會幹事會

便服日
劉校長與新一
屆學生會代表
會合照

班際園藝比賽

全校參與慈善便服
日，為長者安裝平
安鐘

環保教育活動
參觀漁業教育中心
參觀打鼓嶺堆填區（13-1-2007）

一人一花計劃
校園設置廢紙回收箱


學生發展及輔導活動
老師們
於午間
音樂會
獻唱

開學周培育活動

學生活動

健康人生周

同學以生動活潑的話劇創作
帶出「進德修業」的培育主題。

午間點唱站

開幕禮

學生發展及輔導活動
老師早會分享

中六迎新活動
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舉辦的講座，
主題為「網開新一頁」
中一新生輔導活動

三位新同學在分享個案研究的討論結果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online特工訓練

終於畢業啦！

遊戲中學習
提升同學對英
國語文科的興趣

學生領袖就職

學長議會就職

班學長議會就職

資訊科技學長議會就職

圖書管理議會就職

班長議會就職

課室圖書管理議會就職



學生活動

宗教活動
為了讓同學認識天主及加強校內宗教氣氛，宗教事務及
德育委員會舉辦了多個不同活動，內容充實多元化。

同學

予中一

贈詠讚

送
劉校長

聖誕感恩慶祝活動

參加同心童感Me2
將臨期開始

港邊竹語製作工作坊

燃點將臨環蠟燭

天主教同

學會幹事

培訓

公教老師朝聖日

迷宮工作

迷宮工作坊

坊
餐聚會

公教老師午

公民教育周會
主講嘉賓：李柱銘議員

嘉賓立法局議員李柱銘律師與本校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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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與同學分享

日

教同學

聖會公

與培
學生參

本校鄧肇恆、梁湋楠、徐學賢三位同
學參加『香港少年兒童發明大賽』，勇奪
中學組冠軍，作品「空調天使」獲推薦代
表香港區往廣東省中山市參加『全國第五
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大賽』。從千多份
作品中勇奪「華夏新苗獎」，其後獲TVB邀
請於節目「放學ICU」中展出及示範，讓全
港市民分享成果。

「我愛環保香港」數碼短片製作比賽中學組亞軍
本校校園電視台成員胡志輝同學、林翰飛同學及姚嘉駿同學於暑假
期間，以題為《毒霧港》的短片參加由沙田青年商會主辦的大地恩情環
保系列2006「我愛環保香港」數碼短片製作比賽，榮獲中學組亞軍，此
外胡凱嵐、施俊驊、胡兆權、汪俊丞、鄭溥錡、蔡堃熙及李健饒各同學
製作的兩套短片亦榮獲是次比賽的優異獎，獲得嘉許。是次比賽參選作
品達五十多份，評判團包括著名電視編劇陳十三先生、萬寬電腦藝術設
計有限公司董事黃宏達先生、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詩灝先生、教
統局代表張永雄先生及環保署代表黎健棠先生，他們以專業的眼光選出
最能宣揚環保意識的短片。同學在是次比賽獲取多個獎項，盡顯本校在
短片製作技術及環保意識方面有出色的成就。

學生活動

「空調天使」屢獲佳績

獅球教育基金2006最佳進進步獎

香港區各校代表合照

姓名
李建霆
謝家俊
張 勁
王銘豪
阮智聰
林少龍

2005-2006班別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義
中一智
中一勇

姓名
卓世銘
何喬曦
吳慶焜
鄭源澤
梁家傑

2005-2006班別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義
中二智

姓名
李裕華
梁劭驄
陳子建
許華琨
梁位謙

2005-2006班別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義
中四智

姓名
高敬棠
劉昌敏
陳裕超
麥永霆
梁匡宇

2005-2006班別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義
中五智

姓名
何漢賢
楊溥安
劉嘉傑
黃楦鈞
鄭裕誠

2005-2006班別
中三愛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義
中三智

2006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顧問梁欣榮老師與梁湋楠同學及
頒獎嘉賓合照

莫駿賢及林翰飛同學於「放學ICU」
中介紹作品

本校參與「2006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獲評選為「關愛校園」。計劃由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樂TEEN會主辦、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協辦；目的是確認各學校能在校園成功建立關愛、
正義、平等文化，並能鼓勵師生齊參與、家校同合作，共同締造關愛校園。
本校以「建立關愛文化」為辦學宗旨，在培育同學方面，一直以關愛為本，今年以「互
重互愛」為發展重點及培育主題，舉辦由學生主導的「感恩日」，讓同學懂得對關懷他們
的親朋師長心存感恩；懂得珍惜自己，尊重他人，此活
動有助深化我校一直推行的「愛與生命教育」校本課
程
「每個人都是獨特、尊貴、有價值的」。另一方
面，舊生會更樂助學校舉辦「亦師亦友」計劃，推動校友
關懷助佑在校同學。家長會亦舉辦「親子郊遊樂」，使同
學與親人關係更加和睦融洽。學校多年來成功舉辦的「大
哥哥大姐姐」計劃，讓高年級同學提攜照顧師弟妹，更進
一步發揮校園互助互愛的精神。
是次獲獎，確認了我們多年的努力成果，也加強我們
朝着建立更臻完善的關愛校園的動力和決心。

中一學習體驗日
本校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舉行『中一學習體驗日』，招待多間東區小學的小六學生及家長，讓同學在升讀中一前多了解中學的學
習生活。當日活動首先由劉柏齡校長致歡迎詞，接著播放本校電視台攝製的「校園生活面面觀」短片，扼要介紹本校的歷史、辦學特色及培育
學生的實況。學校特別安排了中二的陳卓賢同學及中六的陳俊文同學分享他們的中學生活體驗，兩位同學態度誠懇，言談流暢，友校同學都聽
得津津有味。此外，本校管樂團及中樂團亦演奏多首中、西樂曲，樂韻抑揚，演出極具水準，令友校家長及師生讚嘆不已。當日的壓軸活動就
是讓友校的小六同學參與本校安排的資訊科技、閱讀、數學、英文及科學等學習活動，本校學生會成員及各議會領袖生擔任親善大使，並任老
師助教，協助小六同學解決疑難，我校同學態度大方，積極誠懇，細心照顧小學同學，讓他們體驗了一次愉快的中學課堂學習經歷。本校家教
會更為友校家長舉辦了一個座談會，誠邀委員區容嘉先生分享他的選校心得。其後，各家長在學生親善大使的陪同下，到各學習中心觀課，瞭
解同學的學習情況。
本校是次學習體驗活動，不單讓小六同學了解中一學習生活，更促進了同區中、小學間互相認識，交流學習，各校師生、家長都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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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我有我天地」課室及壁報設計比賽
由學生培育委員會舉辦，名為「我有
我天地」課室及壁報設計比賽評分已順利

初級組

高級組

完成。今次的比賽分為初級組及高級組，

冠軍 中一望

冠軍 中四信

評判就各班的美觀整潔、英語語境及班級

亞軍 中一義

雙亞軍 中四義及中六信

經營三方面作出評審，每班都別出心栽，

季軍 中三望

各有千秋。在比賽之餘，讓我們看到老師
和同學們一起努力的成果。

香港空手道正剛館2006聯校空手道邀請大賽

「我最喜愛的創意生
活發明」比賽
本校學生甄子謙、林翰飛、舒翔錕、陳
思汎、王統權及吳慶焜等六位同學以設計
「長者專用廁所」參加由特區政府創新科技
署主辦的「創意生活發明比賽」，榮獲成年
組季軍。

本校空手道學員獲邀參與
香港空手道正剛館2006聯校空
六年十月八日假香港鰂魚涌社
區會堂舉行，我校參賽隊伍囊

中學男子搏擊（白黃帶組）

馮金溝（1 Ju）

亞軍

括多個獎項，成績優異。現將

公開隊際搏擊

馮金溝（1 Ju）

季軍

各組別獲獎名單詳列於後：

中學男女子套拳（綠帶組）

彭笑峰（1 Ho）

季軍

中學男子搏擊（綠啡帶組）

彭笑峰（1 Ho）

季軍

公開隊際套拳

彭笑峰（1 Ho）

亞軍

中學男女子套拳（啡黑帶組） 吳榮楓（1 Fa）

殿軍

中學隊際套拳

侯天寶（5 Ch）
沈如辰（3 Ho）
王統權（3 Ch）

季軍

中學隊際搏擊

邱志建（6 Ho）
侯天寶（5 Ch）
沈如辰（3 Ho）

季軍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獎項

男子甲組-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男子甲組-200米自由式

殿軍

男子丙組-50米背泳

亞軍

男子17至19歲(乙組)-200米

亞軍

男子17至19歲(乙組)-跳高

季軍

男子14至16歲(丙組)-110米欄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06-07年度學
界乒乓球錦標賽
香港第三組

甲組-乒乓球

冠軍

灣仔區田徑比賽2006

男子公開組-1500米

冠軍

男子甲組-100米

冠軍

男子甲組-200米

冠軍

男子乙組-100米

亞軍

男子乙組-400米

冠軍

男子乙組-三級跳

冠軍

駿峰足球隊代表-足球

冠軍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主辦   兒童組-南方嶺南拳系 - 拳術
中國武術個人邀請賽2006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05-06年度學
界越野錦標賽
第三組第二區

亞軍

南區田徑比賽

甲組-越野跑
甲組-跳高

季軍

甲組-3000米

冠軍

甲組-100米

冠軍

乙組-100米

冠軍

乙組-400米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06-07年度學 甲組-排球
界排球錦標賽
香港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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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亞軍
季軍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06-07年度學
界游泳錦標賽
香港第三組

青少年夏令盃足球賽

得獎同學姓名

中學男女子套拳（白黃帶組） 馮金溝（1 Ju）
劉振傑（1 Wi）
沈如辰（3 Ho）

手道邀請大賽，賽事於二零零

2006-2007年度校際體育活動成就紀錄

中西區田徑比賽2006

比賽名稱

季軍

學生漫畫創作 盡顯心思
為配合本學年學習主題「 進德修業 」的推行，並提昇同學於漫畫創作
的興趣及水平，本校視覺藝術科及視覺藝術學會特別舉辦「 學年主題漫畫創
作大賽」。參賽同學非常踴躍，在數百張參賽作品中共選出十位優異同學作
品。得獎學生如下：
中三信 王煒樂
中三信 莫駿賢
中三義 倫嘉傑
中三望 鄭育儒
中二信 強洛賢
中二望 張一德
中一信 莊嘉輝
中一信 黎高廷
中一望 何建諾
中一望 曾冠穎
獲獎同學與
劉校長及老
師合照

2006香港動漫節高達模型比賽
中二望顏偉銘同學於暑假期間，參加2006香港動漫節高達模型比
賽
「香港電擊高達模型王大賽」，榮獲少年組亞軍。是次比賽參選作品
達三百份，評判團包括日本及本地的
著名模型專家，他們以最專業的眼光
選出各組別的最佳模型，更為每一件
入圍作品撰寫評語，藉以交流學習，
精益求精。

「課室管理

處理問題學生技巧」講座

本校於上學期安排了多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內容包括：
◆ 兩次新教師入職輔導工作坊
◆ 各學習領域中的分享及交流活動
◆ 「課室管理

教師篇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處理問題學生技巧」講座

◆ 修和綜合服務中心主辦「學生情緒行為管理」及「修和技巧」講座
教師們於活動中熱烈回應，從彼此分享中互相學習，集思廣益，務
求在教學各方面精益求精。

高雷中學李志霖副校長分享課
室管理技巧

劉校長致送紀念旗予高雷中學
輔導主任張紫婷老師

劉校長致送紀念旗予復和綜合服
務中心訓練總監江耀華先生

江耀華先生向老師講解有關與違
規學生調解復和的方法及技巧

新老師迎新日，新舊同事均投入參與

科本發展活動日

老

英文科老師
學習「校本
評核評分」

師

成

梁欣榮老師榮獲
第三十一屆南區陸運會
男子先進組100米季軍
中西區田徑運動大會
男子先進組100米、200米紀錄保
持者

資訊科技科

數學新課程

中文科

普通話軟件使用訓練

科學科

就

梁欣榮老師於「香港青少年科技
創新大賽2006」奪得
科技實踐活動優異獎

「敬師運動
表揚老師計
劃」梁欣榮老師獲教統局頒
發表揚狀

劉柏齡校長主講「升中選校策略與部署」
東區天主教明德學校為使該校小六家長清晰了解升中派位新機制，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舉
辦家長日講座，邀請本校劉柏齡校長主講「升中選校策略與部署」，劉校長詳細闡釋最新學
位分配機制及各地中學學位供應現況。他指出家長為子弟揀選學校，宜考慮學校的宗教背
景、辦學宗旨、學與教的安排及取向、校風特色等，但家長亦要考慮子弟的意願及能力，不
要心存僥倖，期望過高，以致不切實際地選擇學校，未能如願或錯配時，影響子弟的學習。
部份學校收生時需要面試，劉校長建議同學平時應留意時事常識，多讀多看，培養良好
嗜好，強化自己的學養。並要多練習口才應對，面試時應保持儀容端整，溫文有禮，談吐大
方得體，讓主考師長留下好印象，倍增成功機會。當日，為使友校家長認識本校，劉校長也
安排了本校中二信陳卓賢同學及中六信陳俊文同學分享他們的中學生活體驗，兩位同學態度
誠懇，言談流暢，他們豐富充實、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深深吸引在場各老師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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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篇

資訊科技設備新資訊
因應優質教育基金提供的改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配對撥款，

作為長遠發展電子學習的願景，本校在本學年度啟用了一套全新

本校已在九月前更換了部份資訊科技設備，包括所有課室、電腦

電子學習平台「eClass Intranet」，供學生及教師能有效地運用資訊

室、「多媒體學習中心」之電腦（合共九十台），以及伺服器室之

科技作為提升學與教成效的工具。教師可透過此電子學習平台進行

兩台伺服器。連同學校改善工程計劃所落成之「語言教學室」和

多方面的教學活動，如發放筆記、習作、練習測驗、參考資源等，促

「電腦輔助學習室」，本校現行共有四間配備全新電腦之學習室。

進互動教學。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可以進行各種的討論，從而建構

另一方面，自本年度開始，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已擁有液晶顯示投影

知識，教師亦可從中瞭解學生課堂以外的表現。此外，學生可以到電

系統及可上網之電腦設備，隨學校設備日臻完善，讓師生能更有效

子學習平台瀏覽各種多媒體課件及網上學習資源，建立網上學習的習

地進行資訊科技的學與教。

慣，並在多媒體課件的引導下有效地學習。此外，平台還可提供各種
數據，讓教師能掌握同學們的學習差異，因材施教。

校園新設施
今年，學校為中一級同學購置新型的書枱。這款書枱可以一物二用，既
可作書寫，亦可作為貯物櫃之用，取代原有擺放在課室內的貯物櫃，讓同學
有更多活動空間。

本校一向重視以資訊科技與各持份者及社會各界溝通，早在多年前
已建立學校的網站。本學年更重新設計本校的網站，以全新的面貌向外
界提供本校的資訊。大家可從本校的網站下載最新的文件、通告、表
格、照片及影片等，以最快的時間獲取有關本校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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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篇

第三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周年選舉暨親子講座

新生家長日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周年選舉及就職典禮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舉行，會員們踴躍出席，投票熱烈。期間亦安排了親子講座

「談情說性」，邀請

了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助理教授邱貴生博士為是次主講嘉賓，與家長剖析家
長在推行性教育的重要性、角色及技巧，並透過經驗交流，探討父母如何幫助子女糾
正一些錯誤的觀念及對「性」的一些誤解，讓他們健康地成長。茶聚期間，家長們把
握機會與班主任會面交談，足見家長們對子女關懷備至。

致歡迎辭，
劉校長向新生及家長
個大家庭。

歡迎他們加入聖貞德

這

參與周年陸運會
第三十六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合照

家長們於十月五日出席學校周年陸運會，同時
參與競步比賽，實行家長，師生同樂。

各位家長，努力向前！
邱貴生博士與老師及家長們「談情說性」

親子旅行同樂日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十月
二十二日（星期日）舉行親
子旅行同樂日，讓家長及子
家長健兒大合照

女親近大自然，既能紓緩城
市生活壓力，又能加強彼此
的溝通，享受家庭樂。是次
活動，家長反應踴躍，大家

大合照！

都盡興而歸。

好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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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篇

本校校友傑出成就

「亦師亦友計劃」
新一屆會長鄭國乾校友

校友歐陽卓倫醫生獲特
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校友梁治西醫生分享他參與
「亦師亦友」的感受

校友朱文駿先生獲特區
政府頒授行政長官公共
服務獎狀
校友麥齊光先生升任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常任秘書長
第一屆「亦師亦友」計劃順利完成，
各師兄與同學合照

香港航空青年團三十五周年大會操

本校校友夏元吉教授回港探訪母校

本校舊生會前任會長朱文駿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消防處消
防總長）於2006年12月3日出席香港航空青年團三十五周年大會
操並聯同劉柏齡校長及家教會司庫鍾黃慕儀女士探望本校航空青
年團第一零五中隊參與
會操的隊員。朱會長勉
勵本校航青隊員，珍惜
參與制服隊伍的機會，
鍛練自己的意志及體
魄，迎接將來的挑戰。

本校舊生夏元吉教授（Dr. Lousia Ha）於2007年1月8日回到母校探
訪，並於翌日出席舊生會的聚會，與友好分享他對黑洞的研究成果。夏
教授六十年代於本校畢業，獲當時校長 Ms. Winnie Tan 的鼓勵負笈美
國，並取得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他一直留在美國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擔任物理學教授。除教學外，夏教授醉心研究黑洞，發表多篇
論文，他其中一篇以「黑洞質量定理（Horizon Mass Theorem）」為題的
論文，在2005年被引力研究基金會（Gravity Research Foundation）選為當
年的榮譽作品（Honorable Mention）。夏教授以
「研探宇宙奧秘、推動人類文明」為他的座右
銘，他寄語年青人應投身科學研究，雖然很多科
研成果未必能夠即時應用，但郤是人類文明進一
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夏元吉教授與著名物理
學家霍金合照
眾舊生與夏元吉教授合照

近期校友在本港大學之卓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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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本校年份

姓名

大學

2004

梁嘉聰

香港大學

2002

林柏基
香港理工大學

榮譽

修讀課程

院長嘉許名單

工學士（計算機工程學）

Allan Stevens Memorial Prize

電子計算（榮譽）理學士及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The Hongkong Bank Foundation 酒店飲食及旅遊業管理學（榮譽）文學士
Overseas Scholarship

2004

林彥宜

2003

楊家銘

院長嘉許名單

理學士（應用物理學）

2004

黃榮灝

院長嘉許名單

應用化學理學士（榮譽）

2005

梁韻姿

院長嘉許名單

計算機科學理學士（榮譽）

2005

佘瑪莉

院長嘉許名單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

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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