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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學會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學會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學會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份月份月份月份執委會執委會執委會執委會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七時零十六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慈幼英文學校505室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陳鴻基神父(指導神師)、溫伯強老師(顧問老師)、陳國忠老師(顧問老師)、何國材同學(外務副

  會長)、謝國強同學(內務副會長)、陳宇航同學(秘書)、馮錦強同學(財政)、李德成同學、潘昭

  劍同學、徐偉雄同學、黃德光同學、鄭柏謙同學、李學揚同學、文志韜同學、忻浚賢同學、 

  劉漢華同學、李偉群同學、伍浩林同學、郭齊正同學、莊永隆同學、陳滙楠同學、傅嘉傑同 

  學 

                  （是次出席委員共 19人） 

列席列席列席列席：：：： 杜玉燕女士（中學部校長） 

主持主持主持主持：：：： 謝國強同學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陳宇航同學 

 

(1)    開會經開會經開會經開會經 

 1.1 由陳鴻基神父領禱。 

 

(2) 通過二零一通過二零一通過二零一通過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份執委會會議記錄月份執委會會議記錄月份執委會會議記錄月份執委會會議記錄 

 2.1 溫伯強老師指出，項目5.3.1.3及5.3.2.1的「饍」，應為「膳」。 

 

 2.2 經各出席委員審閱後，二零一九年二月份執委會會議記錄在李學揚同學動議、鄭柏謙同學和

  議及沒有反對者下一致通過。 

 

(3)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3.1 馮錦強同學報告： 

  3.1.1 於3月，鄭智聰同學捐款$5,000。 

  3.1.2 截至3月份，戶口結餘約為$144,000。 

 

(4) 聯會報告聯會報告聯會報告聯會報告 

 4.1 李偉群同學報告： 

  4.1.1 聯會的周年會議已舉行，李偉群同學及何國材同學代表本校友會出席。 

  4.1.2 來年的閃電盃，由香港仔工業學校或粵華留港的校友會籌辦。 

  4.1.3 5月5日，澳門的慈幼校友會將來香港旅行，亦會到訪位於九龍的鄧鏡波學校，並與

    香港的慈幼會校友共晉晚宴。 

  4.1.4 慈幼會總會長將於8月16至17日到訪香港，於8月17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晚

    宴。 

  4.1.5 聯會邀請本校、聖類斯中學、香港仔工業學校的校友會組織閃電盃的乒乓球賽，為

    此本校友會預計需要派出2至3位代表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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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聯會需要各校友會在財政上的支持，作為行政和營運費用。為此，希望各校友會捐

    出$2,000。稍後聯會將發信本校友會說明此事。 

 

(5)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5.1 良師益友小組 

  5.1.1 徐偉雄同學報告，良師益友小組已與本校老師開會商討活動安排，包括「前程輔導

    計劃」和將提供超過10個職位的「暑期實習計劃」，另外亦打算在不同日子為中四或

    以上級別學生舉辦職業講座，希望讓學生及早訂立目標，奮發圖強。 

  5.1.2 謝國強同學表示，據往年經驗，部分家長認為參與機構把「暑期實習計劃」當作尋 

    找廉價勞工的途徑。他指出，以往年代的年青人投身社會都不會計較吃虧，現代的

    學生和家長卻不一定抱有這種心態。 

  5.1.3 杜玉燕校長表示，透過「暑期實習計劃」，同學有機會與機構中的資深員工合作及得

    到培訓，獲益良多。杜校長指出，去年有同學發現，在同一機構內，來自其他學校、

    並非透過本計劃入職的同屆中六畢業生，工作性質相同，卻領取較高的工資，而且

    工作都以搬運為主，學習機會不多。杜校長希望大家本年籌辦「暑期實習計劃」時，

    多加注意上述情況，讓同學在計劃中得到更多見識。 

  5.1.4 經委員討論，建議參與機構在計劃前列明工作內容，安排工作時亦要顧及現代年青

    人的心態和感受。 

 

 5.2 聯絡小組 

  5.2.1 鄭柏謙同學報告，已經與加拿大 安大略省的校友會取得聯絡，未來將嘗試聯絡其他

    海外的校友會。 

  5.2.2 謝國強同學表示，校友登記方面，將會雙管齊下，容許二維碼(QR code)，但亦接受 

    填寫實體表格，尤其在大型活動，以加快擴大資料庫的人數。收集實體表格後，可 

    轉交潘昭劍同學。 

  5.2.3 謝國強同學表示，過往潘昭劍同學透過籌款晚宴等活動，認識了多個畢業屆別的聯

    絡人，聯絡小組可藉此加強與校友的聯絡。 

 

5.3 康樂小組 

  5.3.1 李學揚同學報告，攝影比賽的截止日期延至4月尾，未來舉辦的包括射箭活動、興翼

    橋重建完成的慶祝活動，還有以本校成立70周年為主題舉辦多個球賽，包括桌球、

    足球機和足球，亦可能為校友劉家輝師傅舉辦籌款足球賽，因為據知劉師傅中風後

    經濟狀況不大理想。 

  5.3.2 杜玉燕校長表示，本校的大操場將進行工程，由6月開始設置圍板，最快至8月中旬

    才完成，期間大操場不適宜進行球賽。 

  5.3.3 謝國強同學提議，關於校友劉家輝師傅的籌款足球賽，先了解對方情況再作決定和

    安排。 

 

 5.4 《慈訊》及通訊 

  5.4.1 李德成同學報告，將會向大家追稿，以便製作《慈訊》。 

  5.4.2 謝國強同學表示，希望豐富在 Facebook 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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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潘昭劍同學建議，未來可於網頁上加入行事曆，列出即將舉行的活動，包括康樂活

    動。 

  5.4.4 潘昭劍同學報告，2019屆中六畢業生早前已透過書面形式認識本校友會，並同意校

    方向本校友會提供他們的聯絡資料，以登記成為會員，共約100人。 

  5.4.5 謝國強同學提議，聯絡小組與校方協商，安排時間到學校向學生介紹本校友會和學

    校發展基金，當中向學生會成員作出介紹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往往熟知同屆之中的

    熱心同學。有幹事提議，對象最好可以涵蓋中一至中六學生。杜玉燕校長表示，若 

    對象是全級學生，可使用周會時段，約有30分鐘，但需要預早安排日期；若對象是 

    學會幹事，可於領袖培訓營期間安排時間；若對象是本屆中六畢業生，亦可嘗試在

    謝師宴安排時間。 

  5.4.5 潘昭劍同學報告，將於本週發出校友校董選舉的通告。 

 

 5.5 靈修小組 

  5.5.1 李學揚同學報告，4月22日將舉行朝聖旅行，當天在中午12:30於本校乘坐旅遊車出 

    發，暫有17位參加者。 

 

(6) 邁向邁向邁向邁向70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6.1 謝國強同學指出，2021年是本校70周年紀念，為隆重其事，由現在開始，本校友會的多個活 

  動都冠以70周年的名義，另外部分活動亦將聯同其他校友舉辦。 

 

 6.2 經協商後，訂出各活動及負責同學，詳見附件。 

  （會後補註：附件於學校發展基金在4月份的會議上發出） 

 

 6.3 杜玉燕校長補充，校內教職員將成立70周年校慶籌委會，於2019年9月開始運作。 

 

(7) 校內事務校內事務校內事務校內事務 

 7.1 杜玉燕校長報告，在復活節期間，本校設有慶典活動，歡迎校友回校一起參與。日期、時間、

  地點和活動如下： 

  4月18日星期四 8:00p.m. 聖母升天小堂 主的晚餐 

4月19日星期五 3:00p.m. 禮堂   救主受難紀念 

      8:00p.m. 小學籃球場  苦路禮儀 

  4月20日星期六 8:00pm 禮堂   復活慶典夜間禮儀 

4月21日星期日 9:00a.m. 聖母升天小堂 復活主日 

 

 7.2 杜玉燕校長報告，本校將於5月24日在北角的聖猶達堂舉行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歡迎校友一起

  參與。 

 

 7.3 杜玉燕校長報告，本年畢業典禮於6月29日舉行，並邀請了77年畢業的校友譚惠民同學擔任嘉

  賓。 

 

(8)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8.1 謝國強同學報告，潘昭劍同學將負責主持修章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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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 

 9.1 下次開會日期為 6月10日（星期一）下午七時正於慈幼英文學校舉行。 

 

(10) 指導神師分享指導神師分享指導神師分享指導神師分享 

 10.1 陳鴻基神父表示，商討本校友會計劃時，大家曾談及為學校或校友設計標誌，不過需要注意

  的是，雖然很多校友均是設計界的專業人士，但仍應與在校學生的想法同步。 

 

 10.2 陳神父指出，早前參與拍攝黑洞的天文學家出生於香港，中學時代成績不算突出，為到外國

  留學更投考了廿次 TOEFL。由此想到，今天本校收生成績雖然未如以往般理想，但在眾校友

  扶持下，仍有望取到傑出成就。 

 

 10.3 有關室內操場改善工程，陳神父盼望未來該處可以容納中學和小學部學生一起進行活動，並

  且不受天氣和噪音影響。 

 

(11) 散會經散會經散會經散會經 

 11.1 由陳鴻基神父領禱。 

 

 

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下午九時五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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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邁向 70周年」舊同學會活動 

 

2021年是本校 70周年紀念，為此本會將聯同其他校友舉辦下列活動： 

 

(1) 室內操場改建 

� 把室內操場改建為密封式的多用途場館，令該處活動免受校外噪音滋擾 

� 設計方面，校方表示希望以實用為主 

� 建造費用預算約一千餘萬港元，稍後再研究保養維修費用 

� 負責跟進者：李文江同學 

 

(2) Gala Dinner 

� 學校發展基金負責籌款，舊同學會負責籌備活動 

� 日期待定 

� 負責跟進者：徐偉雄同學 

 

(3) 興翼橋慶祝活動 

� 初步計劃為祝聖活動，當晚於學校附近舉行晚宴 

� 嘗試邀請陳興翼神父出席 

� 負責跟進者：何國材同學 

 

(4) 足球比賽 

� 負責跟進者：李學揚同學、黃德光同學 

 

(5) 桌球比賽 

� 負責跟進者：李學揚同學、溫伯強老師 

 

(6) 乒乓球比賽 

� 負責跟進者：陳如順老師、余家威同學 

 

(7) 籃球比賽 

� 負責跟進者：郭齊正同學 

 

(8) 足球機比賽 

� 負責跟進者：李學揚同學、何國材同學、蔡裕恆同學、伍浩林同學 

 

(9) 刊物 

� 預計於 Gala Dinner派發 

� 嘗試加入各屆同學的合照 

� 並非取代校刊 

� 負責跟進者：李德成同學、李學揚同學、郭齊正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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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醫療小組 

� 形式暫定為舉辦多個免費的健康講座，郵寄有關資訊予各小學的家長教師會宣傳 

� 負責跟進者：陳如順老師 

 

(11) 頭版廣告 

� 目的：讓大眾認識慈幼學校，知道本校培育了不少傑出的人才 

� 計劃列出大量傑出校友的姓名，為此需要先行聯絡有關校友並取得其准許 

� 亦可能考慮在小巴車身登出廣告 

� 負責跟進者：忻浚賢同學、鄭柏謙同學、郭齊正同學 

 

(12) 紀念品 

� 忻浚賢同學負責跟進： 

八達通 

� 李學揚同學、伍浩林同學、郭齊正同學、陳滙楠同學負責跟進： 

棒球褸、帽、T 裇、校徽、Hoody（連帽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