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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瑟英文中學

普華Professional Mandarin www.puhua.com.hk
Co Training, Private & group; intensive; Chinese
culture program
上門補習介紹-100tutor.com www.100tutor.com
免費為家長找尋補習導老師 過萬導師來自各大學,大專
院校
香港補習介紹中心-港大學生 www.ectutor.com
港大法律系學生，BAND1英中畢業。 三年教學經驗，
主補英文及數學。
香港 學習廣東話 www.hkEDC.com
香港專業廣東話培訓中心,一對一授課 小班教學,歡迎
來電諮詢,Tel: 25285200
影二明日香 - 聖若瑟英文中學
８４年入隔離小學一年班，

９７年

８４年入隔離小學一年班，

９７年

Form 7 畢

Form 7 畢業..

班主任：
F1 斬崩刀
F2
姚佬
F3
檸檬譚
F4/5
Ｎａｎｃｙ
F6/7
楊佬（校長轉ｏ左做楊少雄）

有冇師兄弟？！

導師加盟解說會 www.kwik.hk
免費解說會，為有意開創教育事業人士 分享成功經
驗，助你從教學中尋找商機
想搵私人/上門補習? www.HKTopTutor.com
想搵Part Time? 想搵暑期工? 立即到 頂峰導師網 登記
成為導師!
全城熱玩 幻武online xm.alta.hk
草泥馬 幻武真係咁好玩？ 強勢加開新伺服器 霹靂雷
魂﹗
駿景園 ka.home2.com.hk
Home2家居易星級設計 高雅裝飾設計公司案例

sm artp iu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2004年 from 5 畢業 之後升吾到

我2004年 from 5 畢業
之後升吾到
影二明日香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咁而家讀緊咩呀?

咁而家讀緊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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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AR 不過e間中學真係好好玩

毅進AR
不過e間中學真係好好玩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好玩!?唔係嘛!?邊一忽好玩了!?我...好似係03年F.5

好玩!?唔係嘛!?邊一忽好玩了!?
我...好似係03年F.5畢業...無留過班
班主任: F.1 - 詹佬
F.2 - 波仔
F.3 - 姚sir
F.4&5 - Ms Yam
§初生小孩§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96年from 1............02年畢業ga不過依家都唔記得咗好&#

我96年from 1............02年畢業ga
不過依家都唔記得咗好多la(學園生活)
lcw_ h ah a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真係比個楊少雄玩死ar硬膠膠gum:30: :208: :30: :208: :63: :63:

我真係比個楊少雄玩死ar
硬膠膠gum:30: :208: :30: :208: :63: :63: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小雄算好架啦...佢好左架啦...係學校d policy唔知

小雄算好架啦...佢好左架啦...
係學校d policy唔知做乜搞到超混亂...
m o m o liu liu - 聖若瑟英文中學

間學校算OK啦中中地...有陣時都幾老土...

間學校算OK啦
中中地...
有陣時都幾老土...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不過...地方太細啦

不過...地方太細啦
b illy cu h k - 聖若瑟英文中學

03年f 7畢業,在st joe度過七個年頭, 以st joe仔為榮.印象

03年f 7畢業,在st joe度過七個年頭, 以st joe仔為榮.
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的孫修士追思彌撒, 孫修士和聖若瑟大家庭, 只能在追思彌撒和年資已久的老師口中略知一二.孫修
士對學校的貢獻,對老師的關懷及對學生的愛護, 當時曾為一時佳話, 對孫修士和聖若瑟大家庭的響往, 令我后悔出生晚了
二十多年.
目睹一眾老師榮休,如peter leung, 李恭銓, 黎佬, 何玉基, 陳秀倫, 周建平,黃栢豪等,亦看著姓楊的入主st joe,老師漸現倒楊
挺楊兩派, 可說經歷過st joe改朝換代的轉折時期.亦見證st joe由盛而衰,校風,學生歸屬感, 師生感情,公開成績,不說也罷, 每
每與當年同窗好友說起, 不免為之唏噓.
聖若瑟大家庭精神,俱往矣.
sm artp iu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劉ｘ強俾姓楊抄左..

劉ｘ強俾姓楊抄左..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早知啦...原因係...唉

早知啦...
原因係...唉
將軍澳菜鳥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２０００年派位入去慞炙炊@年冇讀－．ʌ

我２０００年派位入去慞炙炊@年冇讀－．－！
我班主任好似叫曾啟賢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呢個...正野黎:o271:

呢個...正野黎:o271:
k ay _ 1 1 5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之前都係St.Joe嫁,但係之後真係有d頂唔須果

我之前都係St.Joe嫁,但係之後真係有d頂唔須果個梁壽眉呀,去左澳洲讀書Lu我想問劉強點解畀姓楊果條友炒既???咁e+邊
個做pe既呀頭呀???詹佬呀???話晒劉強之前佢都係我一個覺得幾過穩既呀Sir呀~~~:28: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壽眉...哈哈...我成日諗起果時sars佢上電視:162: 我%

壽眉...哈哈...我成日諗起果時sars佢上電視: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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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係去左澳洲喎~你去左邊度丫~?
劉強...:o271: 上堂講x街...仲話寫得出黎既就唔係粗口:162:
至於點解佢俾人炒...傳聞係衰咸濕...
雷比爾將軍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劉強係因上課時間提早離開學校，點知比

劉強係因上課時間提早離開學校，點知比人睇到重同校長打小報導，就咁妙左~
加埋校長一早唔妥劉強~
我重讀緊~

雷比爾將軍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重讀緊~
k ay _ 1 1 5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咁又係既,佢咁多4仔o係佢間pe rm度,我之前試過Ð

咁又係既,佢咁多4仔o係佢間pe rm度,我之前試過入去搵嫁,但係搵唔到
呀葉山我係o係離Sydney好遠既地方讀,叫Bathurst咁你呢??你又o係邊度讀呀?????[ :o271: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係melbourne呢...有人試過上緊pe堂入去搵佢見到

我係melbourne呢...
有人試過上緊pe堂入去搵佢見到佢係度睇緊4仔...:162:
lk k ter ry - 聖若瑟英文中學

聽聞今年提早影班相著白衫白褲影@.@"

聽聞今年提早影班相
著白衫白褲影@.@"
葉山。亮 - 聖若瑟英文中學

光哥知唔知我係邊個:08: 多d黎啦~~:o271:

光哥
知唔知我係邊個:08:
多d黎啦~~:o271:
我會ga la徐銓 :163:

lk k ter ry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會ga la徐銓 :163:

我依家讀緊f.1嫁~

sj.jo e仔~熙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我依家讀緊f.1嫁~
零零七 - 聖若瑟英文中學

估唔到 d 度有咁既一版.............. st joe 仔........聖若瑟眾

估唔到 d 度有咁既一版.............. st joe 仔........
聖若瑟眾子弟請齊來, 高唱我們的校歌 :08:
我 87 年由第 2 間學校轉黎讀小三, 一路升上去中學
91 年 form 1 班主任 斬崩刀
92 年 form 2 班主任 黃/王太 (粵劇企鵝)
93 年 form 3 班主任 唔扯旗
94-96 年 form 4-5 班主任 鄧文偉
96-98 年 form 6-7 班主任 gap劉
中四果年遇到我一生人最尊敬既老師, bio伍 sir , 佢影響左我人生, 因為佢, 所以大學揀左 biochem
鄧 sir 係好人, 佢幫我個老死 repeat, 可惜我老死唔爭氣.....
我好記得陳神父, 佢係一個好好既神父, 仲有細個果陣陳江潮校長, 佢教我 is, 好掂
當年最好既先生有, miss leung, 伍 sir, 鄧 sir, 佢地真係 no.1 :o271:
訓晌度果個主任黎老最鐘意用佢 d 玉捽人, 好鬼痛 :208:
後來 form 7 黎左個變態低 b 仔做校長, 楊具熊丫嘛 :30: , 佢祖宗我鬧過好多次 :144:
竟然請佢 d 遠房親戚, 即係狗, 守住個門口, 我地 old boy 返黎探阿 sir, 要預約, 食屎啦佢 :144: , 攪到我 7 年冇返過去....
btw, 我 form 6 係天主教同學會, 我都唔知算正定副會長, 即係攪開學彌撒, 聖誕彌撒果條粉腸, 如果 97 年晌果度讀緊既師
兄弟, 特別當時 d form 1, 2天主教底既細佬, 實俾我捉過去念信友禱文或者唱聖詩 :156:
肥勾 - 聖若瑟英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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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9 0 0 5 5 - 聖若瑟英文中學

斬崩刀係邊個?我地讀緊時陳神父已經唔係

斬崩刀係邊個?
我地讀緊時陳神父已經唔係學校度lu
aaeeaaaeea - 聖若瑟英文中學

作嘔er~我廢丫麻~我知呀!:45: 大家最愛的老師...miss

作嘔er~
我廢丫麻~我知呀!:45:
大家最愛的老師...miss 許...................:06:
校友 > 九龍區學生支線 > 觀塘區 > 聖若瑟英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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