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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沙书院
La Salle College

地址

香港九龙仔喇沙利道18号

详细信息

学校类别 补助中学

校训 克己复礼（拉丁语：Fides Et Opera）

宗教背景 天主教

最早创办 1932年

校长 唐焕星

教师人数 86 人 [1]

学生人数 约1500人（6级）

校色       红色       紫色      白色

校刊 《The Lasallite》（校刊 by Editorial
Board）、
《The Lasallian》（校报 by Student
Association）

隶属 喇沙会

电话号码 (852) 2338 7171

传真号码 (852) 2336 2586

学校网址 http://www.lasall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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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此条目包含过多仅少数特定读者会感兴趣的过度细节内容。 (2019年8月27日)

请重新统整本条目以切合主题，并移除抵触维基百科内容方针的过度细节内容。详细信息请参见处理过剩内容及讨论页。

此条目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9年1月27日)

请协助添加多方面可靠来源以改善这篇条目，无法查证的内容可能会因为异议提出而移除。

喇沙书院（英语：La Salle College）是香港一所位于九龙城区天主教中学，由喇沙会修士于1932年创

立，为香港补助学校议会22所补助学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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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编辑 ]

成立与初期发展 [ 编辑 ]

1917年，圣若瑟书院的修士在漆咸道设立了一所小学。当时，九龙发展迅速，对学位的需求急增。时任
校长Brother Aimar Sauron认为需要在九龙兴建一座新的校舍。1920年代末，他在九龙仔界限街购置了

一块土地，作为发展新校舍之用。

1930年11月5日，港督贝璐爵士 (Sir William Peel) 为新校舍奠基。1931年12月3日，校园的设施已经

足够容纳八班，共303名学生。当时学校由圣若瑟书院的五位修士和漆咸道学舍的四位辅助教师共同管
理。

1932年1月6日，学校正式开幕，由七位修士共同管理。艾玛修士成为首任校长。几天后，40名学生开
始在校舍西翼寄宿。当时学校有14班，共540名学生。当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拥有欧洲（尤其是葡萄牙）血统。
[来源请求]

其后七年，学校在艾玛修士的管理下蓬勃发展。学生在大学入学试取得优秀的成绩。数个实验室、四个网球场和一
座标准足球场相继落成。校方并于校园内竖立一座圣约翰·喇沙的塑像（保留至今）。学生人数于1935年增至805
人，至1939年更达106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编辑 ]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严重影响学校的运作。香港政府征用了校舍作为军事监狱，后来改为医院。修士在
街道对面建立了临时教室，早上继续教学，下午则到医院提供协助。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日军接管了校舍，驱逐修士，将校舍变为仓库。当时香港食物短缺，港日政府鼓励市民
离开香港，一些修士因此于战时避居越南。学校创办人兼首任校长艾玛修士于1945年在越南去世。

1946年，战事结束，加斯恩修士 (Brother Cassian Brigant, OBE) 开始筹划重开学校，并很快地录取了600多位学

生。香港政府及英军却于1949年再次征用校舍，成立第33综合医院。学校唯有迁移到何文田巴富街的临时校舍。虽然当时学校遇到不少困难，但教学
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

为了纪念艾玛修士和加斯恩修士对学校作出的杰出贡献，学校分别以两位修士的名字来命名于2006年开幕的两座新翼。

战后发展 [ 编辑 ]

1956年，菲力士修士 (Brother Felix Sheehan) 接任校长。1959年8月1日，他从英军方面取回校舍。此后，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学校分成中学和小学

两部分。1957年，喇沙小学成立，由彭亨利修士 (Brother Henry Pang) 担任校长。

1978年，校长赖斐尔修士 (Brother Raphael) 和其他修士商量后，认为旧校舍已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由于全面翻新耗费庞大，因此修士们决定拆除旧

有的校舍，重建一座设施现代化的新校舍。为了筹措重建资金，校方把一部分土地卖给了地产发展商长江实业，建成包括碧华花园在内的一些私人住
宅，因此新校园的占地比以往减少。[2][3]重建其间，教学活动继续进行。1982年，喇沙书院金禧纪念。同年2月19日，新校舍由港督麦理浩勋爵主持
开幕。

新校舍楼高七层，可以容纳超过1800名学生。校舍作四方城设计，分东南西北四座，中央建有花园和篮球场。花园里面放置了一座本来竖立在旧校舍
门口的火炬型石雕。所有房间都装设有中央空调和双层玻璃窗，以减低往来邻近启德机场的飞机所发出的噪音。除了课室之外，新校舍提供了大量进
行学术和课外活动所需的设施，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综合科学实验室各两个、一大一小的两个演讲厅和其他多用途活动室。此外，是次重建扩充
了不少运动场地：包括一个全天候400米田径场（六线），一个标准人造草地足球场，一个奥林匹克标准50米室外游泳池，一个网球场，一个排球
场，两个室外篮球场，一个健身室，两个壁球场，并有一个体育馆，可以用作篮球场、排球场和羽毛球场。体育馆的看台长廊还可以用作乒乓球室及
考场。这些设施主要由两任校长朱永斌修士 (Rev. Brother Alphonsus Chee) 及谭玛士修士 (Rev. Brother Thomas Lavin) 主导发展。

兴建喇沙书院夜校 [ 编辑 ]

事缘1964年，喇沙书院之学位需求殷切，贺文修士逐创办夜校以应学子之需，以位于九龙喇沙利道的喇沙书院作校址。惟夜校条例限制颇多，贺文修
士乃接受香港慈善家陈瑞祺先生之儿子陈经轮先生之捐助建校，并于1968年在采石山开始兴建新校。1969年9月3日迁入位于何文田采石山常和街4号
的校舍，易名 陈瑞祺（喇沙）书院 。1970年2月12日正式开幕。学校现为日校，是香港其中一所英文津贴男子中学。

近年发展 [ 编辑 ]

由于学校的设施远多于香港一般标准中学，香港政府并不为维护这些设施提供额外资助。为了维修
及更新这些设施，校方常常需要筹措大量资金。种种额外资源，不少由旧生筹款捐赠[4]。有见及
此，校长Brother Francis O'Rourke和旧生于1992年成立了喇沙基金（La Salle Foundation），协

助校方处理有关资助设施维护的问题。

为了加强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家长教师会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于1995年1月成立。家

教会举办很多活动，例如阅读会，中一新生适应周、春茗、（内地及外地）教育机构参观交流和旧
生分享演讲等，构成学校生活极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活动都很受学生欢迎，当中不少更是由学生作
为中坚分子协办筹划的。很多家长都是喇沙书院的旧生，他们因着这些活动和学生接触频繁，对于
推广学校的传统文化和建立对学校的归属感，起了很大的作用。

1996年9月，学校的田径场和足球场急需重新铺设。喇沙基金在家长教师会的协助下，筹得超过五
百万港元，并得到香港赛马会捐助同等的金额。重铺计划于1998年10月完成，设施改名为喇沙书院·
香港赛马会田径及足球场。

1998年12月，学校主办了第三届亚太区喇沙会教育会议，接待约130个与会者。是次会议决定成立香港喇沙会办公室，以谭玛士修士为召集人，联系
喇沙会在香港成立的各个机构及其成员。2004年12月，超过150名喇沙会修士和学生来到香港参加第七届亚太区喇沙青年会议。是次会议由校长谭玛
士修士主持，主题是“共同以信仰带出服务”。

2004年夏天，学校开始进行校舍改善工程，两座新翼于2005年落成，以学校两位前修士校长艾玛和加斯恩命名。这次工程为学校增添了32间课室，包
括一个大型电脑室和一个多媒体学习中心。

首位非修士校长 [ 编辑 ]

一直以来，学校的校长都由喇沙会修士担任。在香港修改了相关的教育法例之后，中学校长必须于六十岁卸任。[5]然而，近年喇沙会的修士多被派往
发展中地区协助当地的教学工作，导致已发展地区，如香港，缺少适合担任校长的年轻修士。[来源请求]2004年，年届退休之龄的谭玛士修士卸任后，
校长一职由校友刘炜坚博士出任。学生和旧生对校方安排非修士担任校长反应不一。

2006年6月27日，刘炜坚博士于学校网站上宣布，因私人理由辞去校长一职，由2006年8月31日起生效。悬空的校长一职由当时其中一位副校长王仁
杰先生署任，校方同时开始公开招募校长。2007年3月16日，王仁杰先生正式被委任为校长，至2010年8月31日退休。

校长一职于2010年9月1日起由贺敬修士（Brother Steve Hogan）担任。贺敬修士并在 2016年 8月 31日奉喇沙会命令，到澳洲悉尼橡树山中学
(Oakhill College Sydney)担任校长[6]，新校长由前副校长唐焕星接任。

学校组织 [ 编辑 ]

喇沙书院旧生会由世界各地的喇沙书院校友所组成。校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是支持学校的重大力量。多年来，旧生会多次为学校筹集经费，以改善
校园环境。校友并以喇沙书院为中心，建设了一个广阔的人才网络。透过与学生不断交流，提升学校的教育质素。截至2010年4月21日，旧生会有会
员6050人。

喇沙书院学生会由学校的所有学生所组成，是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校内学生组织。

学生会奉行民主选举制度，以内阁为单位，七名内阁成员由二年级或以上的学生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此制度与普遍学生会由老师挑选，或由学生
选出个别内阁成员不同，肯定了学生会的自主和认受性，同时确保内阁成员施政理念一致。学生会由六个部门组成，各部门均有数十名低年班同学及
约十五名高年班同学协助部门主席，处理日常事务及举办各项活动的需要。因此，每届学生会的工作人员人数超过三百人。

秘书处主理对外事务及统筹内阁运作，并负责学生会各项活动的公共关系及场地设计，同时制作学生会产品如领带夹、T-shirt、风褛、文件夹、电
话绳、记事本等；

财务委员会负责制订年度预算及处理学生会的各项收入和支出；

班代表部负责代表学生会与学生沟通，与校内各班代表举行每周会议，照顾学生福利及筹办圣诞舞会，并负责管理学生证；

会社统筹部负责监察校内各个学会及筹办大部分学生会的大型活动，例如天才表演；

纪律部负责协助训导主任维持学生纪律；

印务部，出版校报Lasallian Newsletter，并举办活动鼓励阅读及照顾同学应付公开考试的需要。

学生会每年都会举办各项活动，当中包括天才表演、喇沙学生论坛、圣诞联欢日、圣诞舞会及喇沙节，亦时办公益筹款活动。

另外，一些为广泛学生使用的设施也设有自治组织，如资讯科技部、校园电视、校园电台、图书馆部等。它们负责维护相关设施和为学生提供协助。
不少自治组织有很高的决策权，教师只担任顾问角色。学生会和自治组织的成员都在领带上佩有特定的徽章。

喇沙书院是香港不设社制的中学之一，目的是令学校更团结，故此在陆运会及水运会时只会有班际比赛，而不会有社际比赛。

学校成就 [ 编辑 ]

喇沙书院被视为香港传统名校之一，各项成绩均甚为优异。

公开考试佳绩 [ 编辑 ]

1993年，喇沙书院出产了全港第一个文科十优生。南华早报以“Arts Student Makes History”为题报导。

2001年，四名喇沙书院的学生于香港中学会考中取得十优的佳绩。2003年，喇沙书院的学生取得香港数十年会考史上单一学校最多优的纪录，达501
个。2005年，三名喇沙书院的学生在会考中取得十优的成绩，另有六名学生取得九优或八优佳绩。全校共有二十八位同学有资格参加优先录取计划。

在2007年，有三名喇沙书院的学生取得十优（八优及两个5*），三人取得九优，另六人取得八优的成绩，全校共取得472个优（包括中文及英文科的
最高等第5*）。全校共有三十六人取得参加优先录取计划（Early Admission Scheme）的资格。在2008年，有四名喇沙书院的学生取得十优（八优
及两个5*），连续两年成为该年全港之冠。在2018年，黄子衡在文凭试（DSE）考获八科5**（数学延伸部分M2亦取五星星），为文凭试开始以来，
首名考获八科5**的考生，被誉为“终极超级状元”。在2019年，喇沙书院出产三名状元，占全港十二名状元的四分之一，再一次成为该年全港之冠。
当中黄子峯为超级状元。

喇沙于历届香港中学会考出产了27位十优状元及5位七科或以上五星星状元。

4位状元：2001（陈冠卫、何思朗、麦凯钧、邓轩倡）、2008（利隽文、黄达燊、黄昇鸿、林智衡）。

3位状元：2005（任子韬、锺文浩、阮家骏）、2007（吴伟星、姜必楷、黄松柏）、2019（萧子聪、黄子峯、许友灏）。

2位状元：1991、1999、2010（郭凯杰、林凯健）。

1位状元：1993（潘天伟）、1994（蒲得志）、2000、2003（何沛峰）、2004（林上行）、2006（陈君洋）、2009（陆琛健）、2013（岑晓
峰）、2018（黄子衡）。

香港杰出学生选举 [ 编辑 ]

直至2018年(第33届)，喇沙书院在香港杰出学生选举共出产7名杰出学生，排名全港第12。

课外活动 [ 编辑 ]

喇沙书院也曾在校际文化和运动比赛中夺得奖项。其中胜出过联校中文辩论比赛十次，夺得香港数学竞赛冠军八次，香港电脑奥林匹克竞赛学校大奖
五次，都是学界的纪录。喇沙书院的学生也踊跃参加演说、戏剧、音乐等文化演出和比赛。

运动方面，喇沙书院在田径（1939年首夺冠军；1950-1951年获“非正式”港九区大满贯，因当时未有全场总冠军)共获得十七次总冠军，而且于
2011-2012年首度包办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冠军，获得首个大满贯)；在羽毛球曾于1993-1994、2003-2004及2004-2005年的九龙区校际羽毛球
比赛三度获得大满贯。在射箭、篮球、越野跑、剑击 (2005-2012年总冠军)、足球（1947-1949年获港九区大满贯、1972-1973年、1986-1989年获
九龙区大满贯、1980-1990年总冠军） 、曲棍球、垒球、壁球、游泳、乒乓球（2000-2007年总冠军）、网球、排球（1985-1986年获九龙区大满
贯）、保龄球（2010年组队，2013, 2018年夺冠）等体育项目的校际竞赛中，喇沙书院也曾经夺得总冠军。

奥米加玫瑰碗及后继的中银香港紫荆杯是颁授予参与特定体育项目整体成绩最优秀的香港及九龙区中学的奖项。喇沙书院曾夺得上述奖项共二十六次
（1974-1991年，1993-1994年，1999-2007年)，而宿敌拔萃男书院则有二十七次抡元纪录。

音乐方面，喇沙书院的乐团亦屡获殊荣。
在音乐事务处所举办的香港青年音乐汇演中，
喇沙书院管乐团
六次夺得高级组金奖，并于优胜乐团决赛中六夺中学组全场总冠军（2010、2012、2013、2014、2016、2017），而连夺三届总冠军的成就
（2012、2013、2014），使通利杯获永久保存于校内；
喇沙书院中乐团
于中学C组（46-90人）组别夺得十一连金（2008-2018）
喇沙书院弦乐团
六度获金奖（2010、2013-2017）
喇沙书院交响乐团
八度获得金奖（2009、2010、2012-2017）。
喇沙书院更曾五度达成“大满贯”成就（交响乐团、管乐团、中乐团、弦乐团均取得金奖；管乐团加冕全场总冠军）（2010、2013、2014、2016、
2017）。

在香港学校音乐节中，喇沙书院同样成绩彪炳。
喇沙书院管乐团
四度夺得高级组冠军（2010、2012、2013、2014)、三夺高级组亚军（2011、2015、2016)
喇沙书院中乐团
七度加冕高级组冠军（2009、2013、2015、2016、2017、2018、2019）
喇沙书院交响乐团
于2011、2015及2018年获得高级组季军，并于2014及2017年获亚军。
喇沙书院童声合唱团、高级合唱团
在2013和2016年的香港校际音乐节中取得所属组别的冠军
喇沙书院风琴合奏队
于2013年取得所属组别的冠军。
喇沙书院在2013年举行了第一次喇沙旧生周年音乐会，演出非常成功。

为庆祝创校70周年，1932位学生、旧生、家长及老师在2002年2月3日于喇沙书院田径场上“大环抱”，打破最多人同一时间互揽腰间的纪录，被列
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环抱一家亲”。[7][8]

校园传统 [ 编辑 ]

旧生领带 [ 编辑 ]

中六的学生可佩戴“旧生呔”（一条绣有校徽图案的领带），有别于一般红紫斜线相间的校服领带。

祈祷活动 [ 编辑 ]

学生保留每天祈祷的传统。学生分别于上课前、小息后和午饭后祈祷三次。祷告由老师或值日生带领，颂念天主经或圣母经等经文，并于最后加上喇
沙会学校特有的一段：

领：Sain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圣若翰喇沙，）

答：Pray for us;（为我等祈；）

领：Live Jesus in our hearts,（耶稣活在我们心中，）

答：Forever!（直到永远。）

这二颂二答，是所有喇沙会学校的学生和旧生都知道的，也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聚会之中。

历任校长 [ 编辑 ]

Rev. Bro. Aimar Sauron, FSC（1932-1944）

Rev. Bro. Cassian Brigant，OBE, FSC（1946-1947）

Rev. Bro. Patrick Toner, FSC（1947-1956）

Rev. Bro. Felix Sheehan, FSC（1956-1966）

Rev. Bro. Casimir Husarik, FSC（1966-1971）

Rev. Bro. Raphael Egan, FSC（1971-1984）

朱永斌修士（1984-1990）

Rev. Bro. Francis O'Rourke, FSC（1990-1998）

Rev. Bro. Patrick Tierney, FSC（1998-2000）

Rev. Bro. Thomas Lavin, FSC（2000-2004）

刘炜坚博士（2004-2006）

王仁杰先生（2006-2010）

Rev. Bro. Steve Hogan FSC（2011-2016）

唐焕星先生（2016-）

校歌 [ 编辑 ]

喇沙书院校歌原来是英文版，后来旧生黄霑博士创作了中文版本的歌词。时至今日，学生和旧生在唱校歌时还是比较常用英文版的校歌。

正歌1:
Boys of courage, boys of daring,
Full of manliness and will;
Spirit nought for danger caring,
Hearts to conquer every ill.

副歌:
We are sons of La Salle everyone,
And no matter where we go;
High aloft her flag we will hold,
and strive that her fame may grow.

正歌2:
There are famous schools in plenty,
With their heroes by the score;
And they flourish high and mighty,
But La Salle is something more.

正歌3:
From her lofty station pointing,
To the sky's majestic dome;
She would have us ever minding,
That above is our true home.

正歌4:
Come whatever kind of weather,
Come the stormy days along;
When the old boys get together,
They will always sing this song.

班别架构 [ 编辑 ]

中一至中六：各7班（A-G）

出版刊物 [ 编辑 ]

The Lasallite（喇沙校刊）

- 年刊

- 喇沙书院编辑部出版

The Lasallian（喇沙月报）

- 校报

- 喇沙书院学生会印务部出版

著名旧生 [ 编辑 ]

主条目：喇沙书院校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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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沙书院学生会

喇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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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沙书院网页

陈瑞祺(喇沙)书院网页

喇沙书院学生会

喇沙书院旧生会

香港喇沙会

喇沙修士会

香港世界纪录列表

香港补助学校议会

男女校 循道中学 · 圣马可中学

女校
玛利诺修院学校 · 玛利曼中学 · 嘉诺撒圣心书院 · 圣嘉勒女书院 · 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 · 嘉诺撒圣玛利书院 · 圣保禄中学 · 圣士提反女子中学 ·
英华女学校

男校 喇沙书院 · 圣若瑟书院 · 香港华仁书院 · 九龙华仁书院

已转为
直资学校

英华书院 · 圣保罗书院 · 圣保禄学校 · 拔萃女书院 · 拔萃男书院 · 圣保罗男女中学 · 协恩中学

分类： 香港喇沙会学校 香港补助学校议会 九龙仔 九龙城区中学 香港男子中学 1932年创建的教育机构 香港英文授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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