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樂恩學校
Caritas Mother Teresa School

恩澤

這一年，是豐盛的一年。

由2017年9月創校開始，經過不少的困難和挑戰，學校和中心終於在2019年3月正式開
幕，在開放日讓大家認識我們的服務。

這一年，盛載著天主的恩寵，在關愛的氛圍下員生共同前行，在樂恩製造了不少共同回憶，我們有了很多的「第

一次」—第一次的開放日、第一次的感恩祭、第一次的校運日、第一次的聯校海外交流團⋯⋯

從每個的「第一次」，開始撰寫樂恩的歷史。

撰寫樂恩歷史的，是學生的投入；是團隊的努力；是眾人對樂恩的支持和厚愛。

已故楊鳴章主教在生前給樂恩題了四個大字—「樂在主恩」，我們會銘記楊主教的祝福和寄望，繼續努力，共

同為青少年締造希望。

第三期
2018/19學年

校訊校長的話

2019年2月20日，明愛樂恩學校及明愛樂
恩中心在學校禮堂舉行開幕感恩祭，標誌著開

幕禮暨開放日正式啟動！當天，由香港明愛助

理總裁梅杰神父主持感恩祭，同時為應屆中六

畢業生覆手祝福。全校師生一同在歡樂氣氛下

迎接重要時刻的來臨。

開幕 
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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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日是明愛樂恩學校及明愛樂恩中心的開幕禮。當天我們非常榮幸，邀
得香港明愛總裁閻德龍神父、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 JP及社會福利署署長（青年及感化服
務）郭李夢儀女士蒞臨主禮。

同時，感謝建築署署長林余家慧女士、各界友好和恩人大駕光臨，與我們一同分享

這份喜悅，使這個日子倍添意義。各位的高誼隆情，支持厚愛，樂恩上下不勝銘感。

開幕禮
暨開放日

香港明愛總裁閻德龍神父與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 JP主持明愛樂恩學校奠基石揭幕儀式

香港明愛副總裁梅杰神父與社會褔利署副署長
郭李夢儀女士主持明愛樂恩中心奠基石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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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開幕禮及3月2日開放日，學校及家舍設置了不少專題展覽與攤位遊戲，讓各位來賓、業界友好及家長欣賞
樂恩的豐碩成果之餘，也讓同學發揮小主人的角色，承擔不同崗位，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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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恩開幕禮暨開放日終於圓滿成功！ 3月20日的祝捷會上，我們一起重溫那段
美好的時光，享受簡單而豐富的筵席，樂在主恩！ 祝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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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韓國升學及生活體驗交流團
2019年4月12至16日，明愛樂群學校與明愛樂恩學校舉辦了「聯校韓國升學及

生活體驗交流團」，讓同學有機會與友校同學一起學習韓國文化，擴闊視野。

第二屆中六同學即將畢業

校園
剪影

▲▼2日1夜的畢業營於西貢白沙澳青年旅舍舉行，
為中六學習生涯留下珍貴而美好的回憶。

▲▼離別在即，中六同學在惜別會把握機會分享心聲，
並感謝樂恩和培立的悉心栽培。

▲▼兩所學校交流團同學與家長、
師生分享學習所得

參觀韓國特殊學校

街頭訪問韓國人

穿上韓服體驗傳統文化
一起學習醃製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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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 the pet cat – by Grace Ng (1A)

I have no pets but my cousin Jolene has a cat called Tiger. I always meet him when I am free. I like his furry soft fur as I like 
to pat him. The colours of his fur are just like the stripes of a tiger and that’s how and why he was named. He is obedient and 
timid but he always scares strangers away. He always puts his paw on my hand when I say “hand”. 
Sometimes he is a trouble-maker. His fur will be everywhere: on the sofa, on the bench and even in my mouth! He is also a 
greedy cat. He eats a lot of snacks and that’s why he is so fat. Although he is a trouble-maker, I’ll forgive him and love him 
more whenever I see his huge eyes.

一次難忘的經歷  中四甲 鍾嘉倩

中四下學期開始便要報讀應用學習的
課程。我一直都對動物護理深感興趣，日
後也希望投身這個行業，這算是夢想吧！
當我報讀時，我卻因為需要用英文修

讀而選擇了其他課程。後來，校長和我說：
「是不是真的要因為英文而放棄自己的夢
想？是不是以後遇到困難都要逃避呢？」
校長的話令我反思了很久，是不是真的要
放棄呢？到最後，我決定選擇動物護理。
面試前一個星期，我很大壓力，因為

我害怕自己會失敗，我怕自己發揮不到
應有的水平。但是，在那一星期裡，只
要我有空，不同的老師和姑娘都和我練
習，提升我的自信心及支持我，讓我心
裡十分振奮。
到了面試當天，我才發現面試並沒有

想像般困難，大家為我準備的題目，考
官當天也有問，我能充滿自信般回答問
題。面試後我發現如果我不願意踏出第
一步，是永遠都無法做到，但嘗試過後
便不一樣了。
只要肯嘗試，就會進步，就會有機會。

人生過客  中五甲 關倩怡

對於我來說，甚麼叫做過客，就只是一個過去的人。其實每個人的人生中，一定遇見很多過
客，在友情、愛情、家庭和事業中，都一定遇到一些令自己成長的過客，而他們一定會教會我人
生最珍而重之的東西。
我的人生過客是我在小學的時間認識的一位好朋友。曾經我們的關係不錯，無所不談，但當

加入了其他新同學後，我們的關係開始疏離，但我依然很盡力維護彼此的關係。可惜，一場比賽
打破了這個如履薄冰的平衡。
那時，我的好朋友有一場比賽，班主任要求她先完成所有功課才可以參加，而前一天她因事

早退回家，於是她請我幫忙，替她繳交功課，可是我忘記了！自此，我們變成陌生人。
這件事教曉了我，有些事無論怎樣都會徒勞無功，別人未必領情，我也明白我們年輕，不懂

得友情是怎樣付出，不一定會有相等的回報，或者有些東西付出了不必要有回報，例如家人無時
無刻一直陪伴在我身邊，也是不求回報，是出於愛。多謝過客，教曉我珍惜愛我的人，多謝！

失落的夢  中二甲 蘇子靈

看到「失落的夢」這四個字，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一個夢，但我看到的卻是
一個遙不可及的生活，一個我曾經擁有卻已經離我而去的生活。
在我沒有上學的時候，我每天都無所事事，不是在家中閒著，就是外出找朋

友玩耍。天天無憂無慮的過好日子。雖然這種生活不是對我最好的，可是這樣的
生活卻讓人很輕鬆。
進了宿舍以後，雖然多了很多事情要煩惱，例如人際關係、家舍的日程、學

業、出假等，但宿舍有規律的生活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可以學習如何分
配時間，如何與人相處，改善自己的壞習慣。有時候壓力大時，我也會想念以前
的生活。
但，我仍覺得現在的生活最適合我。

面具  中四甲 培日夏

面具，可以令自己更加有自信，也是一種保護色去隱藏自己軟弱的一面，也
可以掩飾自己所犯的過錯，但一旦長期戴著它，則可能會迷失自己。
十九世紀的面具常被歐洲前衛藝術家使用，如《歌聲魅影》裏的角色，當男

主角戴上面具後，彷彿能掩蓋了恐懼，能放膽地演唱。
然而，現今這個爾虞我詐的社會中，為了生存，為了不被淘汰出局，我們都

學會保護自己，於是我們戴上了面具。
心懷鬼胎的人帶上了正直善良的面具，博取他人的信任、讚賞；強勢的人隱

藏了能力，戴上了弱勢的面具，使自己不受人注意伺機動手；而脆弱的人帶上了
開心的面具，只為了獲得他人一絲同情。
誰也不知道對方的城府究竟有多深。漸漸地，甚至忘記了自己面具下的臉和

心。因為有些面具，一戴上了就再也摘不下來。
對我來說，我的面具是來自恐懼時或沒自信時才戴上的。當我踏上舞台，心

裏害怕做得不夠好，這時候，音樂奏起，自信的面具出現了，讓我得到安全感。
經歷了無數次表演後，我不再戴上難受的面具，終於能真情流露地表現自己的內
心世界，臉上是享受舞蹈時的表情，能更有自信地表演，面具從此也不再出現了。
面具需要正確地使用，但最好的還是放下，做回自己。

My Pet – By Krystal Kong Tsz Yin (1A)

I have a dog. Her name is Fifi. She has big eyes. She is white and thin. She is fourteen years old. She is very energetic. She 
always turns around when I take out the food.
When I sleep, she will sit on my belly. If she wants to play ball, Fifi will lick my face. Fifi loves eating very much. She loves 
eating carrots and vegetables. It’s very healthy. Also, I always walk with her. I love her so much. When I am sad and cry, Fifi 
will lick my face. It’s so touching. 

發揮
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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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學生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2018/19 中六甲 陳冠敏
應用學習獎學金（2017/18學年） 中六甲 謝愷恩
2018-2019學年觀塘區
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中五乙 周靖宜（品格）
中四甲 余金汶（學業）
中四甲 培日夏（品格）
中三甲 黎彥杉（學業）

「向老師致敬」填色創作比賽2018 中四乙 季秋兒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國色」（獨舞）─甲級獎

中五乙 吳泳渝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天山鈴鼓」（群舞）─甲級獎

中五乙 吳泳渝
中四甲 培日夏
中四甲 林天恩
中四乙 葉嘉欣
中四乙 季秋兒
中三甲 廖凡茜
中三甲 黃盈寶
中二乙 巢佩琦

第29屆「禁毒盾」中區海濱滅罪跑冠軍 中六甲 謝愷恩
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2018/2019 中五乙 吳泳渝

編輯委員會：張錦怡校長 聞琪琪老師 彭嘉瑛老師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彩興路20號
電話：(852) 2310 0440
傳真：(852) 2310 8478
網址：www.cmts.edu.hk

第一屆校運日(2018/19學年)成績
項目 冠 亞 季

場刊封面 3B陳彥霖 — —
跳高 6A謝愷恩 3B陳彥霖 4B鄧泳蓉

跳遠（初級） 4B何淑儀 3B蘇沚晴 1A劉韻詩
跳遠（高級） 6A黎梓靖 4A林天恩 5B吳泳渝

鉛球（初級） 3A黎彥杉 3B陳彥霖
4B鍾嘉倩
4B鄧泳蓉

鉛球（高級） 6A謝愷恩 4A培日夏 5A高凱兒
100米（初級） 4B何淑儀 1A劉韻詩 4B鄧泳蓉
100米（高級） 5B施瑋欣 4B季秋兒 4A林天恩
200米（初級） 4B何淑儀 1A劉韻詩 4B葉 翎
200米（高級） 5A關倩怡 4B季秋兒 5B周靖宜
400米（初級） 3B陳彥霖 2A巢佩琦 2A徐梓悠
400米（高級） 4A培日夏 6A謝愷恩 6A黎梓靖
800米（公開） 4A培日夏 6A黎梓靖 6A吳希兒

1200米競步 4B季秋兒 5B施瑋欣 5A林穎欣
4x100米組際接力 指藍針 黃毛雞 利是封

個人

全場總冠軍（初級）
4B何淑儀（3金）

個人

全場總冠軍（高級）

6A謝愷恩及4A培日夏
（2金一銀）

團體全場總冠軍 黃毛雞 指藍針 濕紫巾
體育精神獎（啦啦隊） 指藍針 利是封 溜溜溜

學生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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