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各位師弟好 ! 我是德信舊生會副會長吳毅豪，是
1992 年畢業的德信仔。回想創會至今，投入舊生會
已經有十九年的光景。作為舊生會的一分子，我每年
都會把握機會與校長、老師、師兄師弟接觸，例如：
陸運會、盆菜宴、舊生會籃球賽盃、學年畢業典禮……
非常開心可以在畢業後，繼續了解母校的運作，以及
扮演一個橋樑角色，協助師兄師弟與母校連繫，給予
他們無限支持。

　　談到自己，目前我在有線電視體育台擔任節目主
持及籃球評述員。過去十多年，一直都參與採訪、主
持及評述工作，把本地及世界體壇資訊，全方位給體
育迷報導。就個人職業生涯來說，當籃球評述員是我
最大的成就，因為歷來評述了很多世界各地的籃球賽
事，包括：NBA、FIBA 籃球世界盃、CBA 中國職業籃

球聯賽、奧運、亞運、NCAA 大學籃球聯賽、ABL 東南亞職業
籃球聯賽，以至本地籃球賽事……透過自己的聲音導航與及
專業的籃球知識，為觀眾評述精彩的球賽。師弟們，你們將
來又會想從事哪一個行業呢？

　　德信歷屆畢業生人才輩出，培養出許多社會賢達，一直
為香港這個家服務。香港未來的社會就把握在你們的手中，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為母校、為香港的未來加油。共勉之！

升中放榜資料 —— 小六學生獲派心儀中學 ( 摘錄 )

2017 - 2018

獲派中學 人數 獲派中學 人數

華仁書院 ( 九龍 ) 19 陳瑞祺 ( 喇沙 ) 書院 2

香港華仁書院 1 聖若瑟英文中學 2

英皇書院 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2

聖若瑟英文書院 2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1

拔萃男書院 2 鄧鏡波學校 8

聖芳濟書院 11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3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2 基督教崇真中學 1

聖言中學 1 福建中學 1

銘賢書院 1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1

賽馬會體藝中學 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1

英華書院 1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1

沙田官立中學 1 德信中學 34

2018 - 2019

獲派中學 人數

華仁書院 ( 九龍 ) 16

香港華仁書院 1

皇仁書院 1

聖若瑟英文書院 3

拔萃男書院 2

聖芳濟書院 17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3

賽馬會體藝中學 1

循道中學 2

銘基書院 1

英華書院 2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2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1

獲派中學 人數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1

聖若瑟英文中學 1

鄧鏡波學校 5

基督教崇真中學 1

德信中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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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梅文世神父、李小琴主任、劉若嫺主任、馮明珍老師及吳怡嘉主任的帶領下，
與數十名家長和學生展開越南朝聖之旅。旅程一連五天，我們參觀了不少的地方，如三鐘教堂、聖保祿女修會、聖母
聖殿主教座堂、胡志明市永援聖母堂、春祿主教府及修院、耶穌聖心堂等，亦有坐船遊覽湄公河，登上泰山島，品嚐
鮮製椰子糖及水……最教人難忘的是往耶穌山的路上，我們要步行八百多級樓梯，才能進入耶穌肩膀的位置。而旅途
的高峯是參觀慈幼母佑會，受到他們熱情的款待，更與當地小朋友一起跳舞和玩遊戲呢！

　　朝聖是尋覓靈性與信仰生活的旅程，感謝天主對我們的恩賜，讓我們在這次旅途中，心靈更接近上主，也感謝梅
神父和李主任的悉心安排、帶領和照顧，不得不感謝的是各家長、學生的的互相包容、分享與愛護，使這次朝聖之旅
順利完成。

PASSPORT

參觀三鐘教堂 遊覽湄公河三角洲

參觀聖母山 參觀春祿主教府及修院 參觀慈幼母佑會

聖若瑟修院參觀 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參觀 步行 800 多階級到達耶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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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蘭的先進教育制度及方式令不少家長趨之若
騖，其教育成果亦在國際享負盛名，多次於國際學
生能力評量計劃 (PISA) 中名列前茅。芬蘭於 2016
年推行「全國課程框架」的教育改革，陸續在中小
學實施「主題式學習」教學與傳統課堂並行。芬蘭
的教育模式正正符合愉快學習的理念，值得香港師
生借鏡學習和體驗交流。

　　我們將於 2020 年 6 月帶領四、五年級的學生
到芬蘭，與當地的學生交流，了解當地文化，並走
入森林和當地家庭，親身感受芬蘭人的生活，開闊
眼界。

　　校監、郭校長及李英超副校長於 17/10-23/10 前往英國倫
敦參與四年一次的國際論壇 —— 20th World Congress of Family 
Enrichment，參加者來自全球不同國家，他們有著不同的背景，但
大家都深信家庭的重要。家庭是每一個人出生時第一個接觸到的
環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孩子在六歲前的模仿學習幾乎
是從父母的身上開始的。「家」是社會最小的單元，卻是最重要
的單位，每一個人除了基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受成長環境的影
響，所以父母或每一位家庭成員，都有彼此相互學習的影響，因
此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趟旅程，我們還參觀了同一辦學團體的兄弟學校——The 
Cedars School 旅程！一所為 11-18 歲男孩而設的天主教中學。學
校的核心是個人成長，在天主教的精神內，幫助每個男孩擁有道
德、智力和社會美德。這些美德對於幸福和充實的生活至關重要。
學校的目標是與父母合作，幫助每個男孩成長為最優秀的年輕人。
最後，當然我們也少不了參觀倫敦當地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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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燕華老師

　　大家好，我是譚燕華老師，任教中文和視藝科。很感恩能加入這個充滿愛的德信大家庭！我好動也愛
靜，閒時喜歡做不同的運動，向難度挑戰。同時，也喜歡閱讀和做手作，進行不同的創作。各位德信仔，
除了學業上的問題，平日也可以找我聊天交流，分享你的喜好、生活上的樂與憂，非常期待與你們一同經
歷校園生活。

謝榮發老師

　　各位同學好 ! 我是新加入德信學校的教學助理――謝榮發老師。你們可以稱呼我「謝 SIR」，本年度
在德信的大家庭工作。偶爾，我會為老師代課，希望同學都做個守禮和自律的好學生。

　　同學見到我時，可以打聲招呼呀！

梁咏欣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咏欣老師，任教音樂及常識科，很高興能夠加入德信大家庭。我熱愛音樂，現正攻讀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文學碩士。我希望可以透過音樂感染身邊人。

　　我熱愛教育。我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小時候學業成績不太理想，直至中學時，遇到好老師，悉心教
導我、鼓勵我，令我重拾自信，最後更能升讀中大音樂碩士。我決心要愛每一位學生，有教無類，鼓勵他們，
發掘學生優點。

張格爽老師

　　大家好 ! 我是張格爽老師。從香港教育大學畢業的我，今年很榮幸能加入德信這個溫暖的大
家庭。除了課業，也希望能與學生有更多接觸，無論是傾談心事，或是分享生活，我都願意聆聽。
希望在來年，除了成為一位能夠傳授學生知識的老師，更能夠成為一位用心關顧學生，讓他們感
受到愛的人生導師。

呂瑋殷老師

　　大家好，我是特殊教育組的呂瑋殷老師，現時在香港教育大學兼讀心理學碩士課程，很榮幸今年能夠
加入德信學校這個大家庭，在這個溫馨大家庭裡和大家一起成長。

　　我是一個十分活潑好動、很愛品嚐美食的人，在空閒的時候，喜歡到不同的地方找尋美食，周圍觀光
和拍照。另外，我對戶外活動例如遠足和水上活動亦感興趣，歡迎各位德信仔來跟我互相交流心得。

葉中賢技術員

　　大家好 ! 我是葉中賢 Vincent，德信學校的電腦技術員。

　　我是個沈默寡言、不太主動說話的人，但我卻動靜佳宜，喜歡運動、閱讀、行山、電腦和烹飪。
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找我研究關於電子產品的問題或以上的各樣問題。

曹媛老師

　　嘿，大家好！我是來自天津的小學語文老師――曹媛！香港是南海之畔的東方之珠，天津是渤海之濱
的風水寶地。天津的地名是明成祖朱棣所賜，意為「天子渡津之地」。建城 600 餘年的天津，見證了中國
近代工業發展的歷史，如今，它已成為一座美麗的大都市。我從渤海之濱來到東方之珠，要和德信的老師、
男孩子們一起學習一年，相信我們會成為好朋友！未來，也歡迎大家到天津――來一趟美食之旅、文化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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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珮蓉老師

　　大家好，我是徐珮蓉老師，任教中文、資訊科技及視藝科。很高興能夠加入德信這個大家庭。我喜歡旅遊，
拍照和寫作。每次旅行時，我總會拍下照片，寫幾句當刻所想，留下美好的回憶。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夠
有機會向各位德信仔分享我的旅行趣事。我也樂意成為你們的聆聽者，歡迎你們與我分享你們的生活點滴！

Miss Sala
Hello everyone!
　　I’m your new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Ms Sala. I grew up in Adelaide, Australia. It 
takes around 8 hours and 50 minutes to get there by plane from Hong Kong. It is a long flight but it’s worth 
it because you can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beaches along the coast. 
　　My hobbies include yoga, badminton, swimming and gymnastics! Doing exercise is very tiring, but it 
keeps us fit. Besides exercise, I love reading too. My favourite series is The Hunger Games by Suzanne 
Collins. Are you a fan? According to Times magazine, a prequel novel to The Hunger Games trilogy will be 
released in May 2020. What do you like to read?  
　　Feel free to chat to me during recess time in the Echo Zone.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you all.

Miss Mak
Hello Everyone, 

　　I am Caren Mak Hei Wai. I am very happy to be a member of Tak Sun Family. I teach P.1 English and 
P.5-6 English Support Programme in this academic year.

　　I like travelling and hiking as I like to see stunning view of different places.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with me if you have the same interest!

周莊老師

我是周莊老師，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的音樂教育文碩士。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需要，也有權利擁有愛的教育。
深受恩師影響，想用自己的生命影響生命。
之前我是樂器導師，現想影響更多生命，因此來到德信。
在德信被啟發的教育理念：
教之以愛，以智策群；治之與德，與信同行。
「老師『是』什麼比他『教』什麼更為重要。」~ Karl Menninger

Mr. Makin Ma
　　This is Mr. Makin Ma. My pleasure for me to be here! I used to teach English to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ut I’ve decided to take up my current new role a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helping pupils with 
their foundational English in the 9th year of my teaching life. My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s degrees are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m pursuing my English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so I’m 
always trying to integrate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into my 
lessons. Hopefully students here at the Tak Sun community will love the time with me.

Miss Clare
　　Hello! My name is Miss Clare Bateman. I’m English from near Manchester. It’s my pleasure to be at 
Tak Sun Primary school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you. I have taught English in England, 
Italy, Egypt, China and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a lot.  It’s a lively place and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There is so much to do here. Most weekends I spend cycling, going to yoga classes and hiking, as I do in 
England but the landscape is different and it’s so easy to get around.

　　I’m passionate about books, travel, diving, so many things but my family and friends come top. The 
world is a fascinating place in reality, or through books, and it’s important to preserve it. Good luck with 
your learning this year. I hope I can contribute. I am always happy to help just ask.

Kelvin Sir
　　大家好 ! 我是 Kelvin Sir，是一位輔導員，在未來一年都會在德信學校裏和大家一起生活，期望與大家
開心相處。逢星期三和五，我都會在學校，非常歡迎大家到教員室找我的！不論任何事都歡迎過來找我談
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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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學校及幼稚園 90 週年校慶徽章設計比賽結果

恭喜以上得獎者，以上兩個組別冠軍作品經過投票，最後決定採用 6B 蘇文謙

作品為本校 90 周年校慶徽章，以不同媒體公開發放及製作宣傳品。

公開組 : 本校幼小教師、員工及校友

學生或親子組：本校幼小學生

衷心感謝大家對本校 90 週年校慶徽章設計比賽的支持！是次比賽反應熱烈，評審團已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順利完成評審工作。
比賽結果如下：

季軍

冠軍

張德勤

盧言哲

亞軍
Bux Sheik 

Austin Joshua

季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亞軍冠軍
6B 蘇文謙 K3C 盧巧柔

優異
K2C 吳嘉浚

K1A 陳善恩

K2A 梁綽軒

優異
2B 趙頌軒

2B 譚俊傑

優異
1C 吳彥朗

6C 梁宗棋

優異
K1E 呂洛君、 
K1D 呂洛勳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四屆週年會員大會

邀請麥何小娟女士主講「如何輕鬆有效地培育正能量子女」講座

2019-2020 家長教師會――家長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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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感恩祭及導修節彌撒

　　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二至六年級的同學在校
監、校長和老師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出發到聖德肋
撒堂舉行開學感恩祭。由校牧黃炎雄神父主禮，藉
着感恩祭，我們求天主使同學們都能夠在這個學年
裏，盡己責任，努力讀書，同時也要事事感恩，感
謝身邊一切的人和事。在講道中，黃神父告訴我們
只要藉著祈禱，並深信天主聖神會帶領我們，我們
的生活中便能按照聖神的心意。最後，感恩祭就在
優美的歌聲下畫上句號。

　　此外，本校每天都會舉行彌撒，讓全體的同學
自由參與。彌撒裡，同學能感謝天主和祈求恩寵，
學生還可以親身體驗彌撒經文和禮儀的意義和教訓。
除此，透過彌撒，同學更懂得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
和老師的悉心教導。

當天進行家長校董點票，結果余國華先生當選 2019-2020

家長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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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紀的主要職務是為同學服務，在上課前後、小息及放學時犧牲自己寶貴的時間，照顧及
看管同學，維持秩序，也是全校的榜樣。

　　風紀必須服從所有老師的訓示，有禮貌，有愛心，熱心服務，大公無私。
全體風紀共分四組，在當值時佩戴風紀帶。無論何時，同學們都要和風紀合作，
聽從他們的指導及勸告，做個守紀律的德信好學生。

　　在短短四天的宣傳期，各候選副社長各出其謀，向全校同學介紹自己，
氣氛熱鬧，選情激烈！十月初，本學年的副社長經已順利經全校一人一票
選出，並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舉行了第五屆正副社長委任典禮。

勤社社長︰ 6C 蔡朗堯、6C 梁凱恆 副社長︰ 5C 李逸朗、5C 施俊言 
樂社社長︰ 6C 樊駿希、6C 馬誠鏗 副社長︰ 5C 蔡旻翰、5C 彭禮謙 
仁社社長︰ 6C 鄒文熙、6C 謝天程 副社長︰ 5C 杜柏陶、5C 劉子皓 
勇社社長︰ 6A 蘇梓晉、6B ALBIN 副社長︰ 5C 鄭皓丰、5C 許綽騏

勤

勇
樂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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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八月底舉辦「升小一適應班」，讓小一同學盡快適應，並特別設計了五個半
日的課程，透過早會、課堂、遊戲及活動等，讓學生開心愉快地投入小學生活，從中培
養學生自理及解難能力，裝備自己去迎接充滿挑戰的小學生活 !

　　四、五年級的學兄在暑假前接受了一連串的培訓，並於
七月小一迎新日正式為小一學弟服務；十月初，學兄為學弟
進行了伴讀活動，學兄學弟肩並肩，盡顯德信兄弟情之餘，
更攜手營造溫馨友愛的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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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故事哥哥

6C 馬誠鏗同學感想
　　相信大家都試過跟不同的人說故事，起初以為跟小朋友說故事是很簡單的事，但經過幾次訓練後，發
現原來做一個「故事哥哥」是十分困難的，當中我有不少得着呢！

　　由選擇圖書開始說說吧 ! 你可能會想：不是吧！只不過是選一本書，有這麼困難嗎？是的，所有小說、
漫畫書等都不可以作為介紹圖書的內容，因為這些都不太適合幼兒，選書的秘訣就是選一些文字少及圖畫
多的書，引發他們的閱讀興趣。

　　第二是要明白小朋友的說話，小朋友提出的意見，你必需要回應他。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耐性及耐心的
人，就無法成為故事哥哥。開場白也十分重要，你要有一個好的開始，才會有好的內容。如果你在開始做
得不好，小朋友就不會聆聽你的故事。

　　最後就是態度，對小朋友有禮貌，你不要生氣因為他年紀小。如果小朋友感到害羞，你可以向他問一
些問題。如果小朋友動作慢你不可以責罵他。

　　究竟跟別人說故事對自己有什麼好處？耐性、耐心、專注力、禮貌 …… 例子多不勝數呢 ! 這些都可以
從介紹圖書來學習到的。

　　今年幼稚園的故事哥哥活動已進行第三年，每年
有十次以上的故事分享，每次大約二十多位來自小四
至小六的學生，走進幼稚園與小朋友講故事，說說笑
笑，令平日粗枝大葉的哥哥立刻變成溫和體貼的小紳
士。這活動不但讓大哥哥學習耐性及學會溝通技巧，
同時幼稚園的小朋友也獲得不少知識及樂趣呢！

6C 曾泳舜同學感想
　　在第二至第三學段，我參加了一個叫「幼稚園故事哥哥」的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我們需要帶一本書，
對着我們的師弟師妹講故事。

　　每一次我來到幼稚園的時候，看到一位位小朋友排着隊，準備聽故事。他們聽故事的時候，表情很天真。
有一次，我和馬同學說《小琪的肚子咕嚕咕嚕叫》這本書，我們問：「你們是不是想學習小琪那樣聽話呢？」
他們同聲回應：「是！」相當可愛。還有，他們也會說一些很惹人笑的話，例如「你是猴子！大大的猴子！」、
「為什麼老虎會說話呢？」等。

　　我在這個活動中學會了很多。第一，跟小朋友說故事要注意你的動作和說話的語調。例如：我扮老虎叫，
我需要有動作和兇狠的表情和語調，這樣才會吸引小朋友。第二，說故事之前，必須有準備。如果你沒有
準備，小朋友只會看別的地方，不會專心。因為你說話吞吞吐吐的，誰也聽不懂，尤其是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們很多字也不懂呢！

　　小時候，我也是德幼的學生，我十分明白他們的學習程度，因此我選擇了一些不深也不淺的書讀給他
們聽。他們也聽得很開心，不斷地在問問題，真可愛！希望下一年能夠再次與他們說故事，也希望他們能
記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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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大清潔

　　鑑於近期交通情況及社會狀況，考慮到學生與老師安全，本校於
20/11-24/11 採取了停課安排。為確保校園衛生，避免學生接觸化學
污染物，校方已聘用史偉莎專業清潔公司，於 20/11-23/11 連續四天
為校園作深層清潔及空氣淨化，包括所有戶外地方、課室、特別室、
禮堂、洗手間及操場。另外，每個課室、特別室及禮堂已放置空氣淨
化機以淨化空氣，清潔公司亦提供空氣質素達標證書以確保空氣質素
符合標準。本校同步亦為所有師生水機更換水機濾芯，以保障大家健
康。在天主的恩寵下，我們順利於 25/11 全面復課，更獲得全體持分
者及傳媒的高度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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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來信和我分享生活中關
於愛的故事，有關親情、友情、或者
陌生人之間的都可以，期待你的來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