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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充滿「體藝義」的兩天  
2008年11月22日（六） 

是日本校上午舉行畢業典禮；下午，舉行升中講座暨校園開放的同時，還有中一級家長會

同步進行。三場重頭大戲，一天唱完，主角和配角都是學生；因為由他們擔綱演出，這一天，

校園充滿了「體藝義」。 

畢業典禮上，兩位學生司儀、表演合唱、中、英文朗誦的同學和高級組合唱團都發揮出優

異水準，榮獲（或即將榮獲）獎項，贏得讚賞，實至名歸，殊非倖至。 

管樂團當日上、下午在校園演出，奏出了音樂感，發展勢頭很好，大家喜見管樂團中興。 

這一天學校活動安排緊湊，男女童軍、聖約翰救傷隊，還有校園導賞員們發揮主動性，堅

守崗位，令活動順利進行。 

先後有好幾位訪客家長，特意要尋覓校長，為的是要讚一句導賞同學熱情投入，講解條理

分明。校長感謝來賓，因為他們客觀上協助本校，提供了機會讓同學實踐「體藝義」，創造了

雙贏。   

11月22日的三台大戲都很成功，因為主角出色；畢業生代表陳曉羚的講話真摰感人，是

皇冠上的明珠。 

2008年12月5日（五） 

是日，本校舉辦校慶長跑，全校同學參與，最短要跑約1500米，最長約4000米。有部份

同學義務當指引員和計時員。校慶長跑，創造機會讓同學多做運動，強健體魄，鍛鍊意志，這

是本校的第五屆。另外，是日下午，中二全級同學到屏山文物徑作實地考察，探討過往新

界人的傳統生活面貌。 

跟2008年11月22日不同，12月5日的這些活動都在校園以外舉行，卻又都是充滿「體

藝義」的一天。 
「體藝義」者，OLE也；而OLE是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的縮略，代表「其他學習經歷」。多

做運動，強健體魄，鍛鍊意志是OLE的重要組成部份，文化藝術參與是OLE的重要組成部份，義工服

務又是OLE的一重要部分。 

「體藝義」讓學生透過三大範疇不同的生活體驗，培養他們成為一個身體好、有視野、具責任感、

富愛心及肯承擔的良好公民。同學在提供服務中獲得鍛鍊，正是本校師長期望的成果。11月22日、12

月5日這兩天，三大範疇不同的生活體驗都在校園內安排中有充分的體現。 

其實，本校每一天的午休時段，校園都是充滿了「體藝義」；在新高中課程開始後，這個特點還會

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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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籃球比賽本校女甲籃球隊連續三年奪冠 
本校女子甲組籃球隊，於上月廿七日荃灣及離島區學界籃球比賽冠軍戰中，以26：16力挫可風中

學，連續三年獲得冠軍，成績輝煌！恭喜各隊員並多謝到場打氣的老師和同學。參賽隊員為：5D鄧靄

欣(隊長)、7A凌嘉莉、5B何曉如君、5D冼潁詩、5E袁嘉欣、3B郭凱瑤、3E徐穎怡、3E楊凌舒。 

 

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  
18/12(星期四) 班際聖誕聯歡日(Class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聯歡會在課室進行至中午12：00 結

束，下午無課。 

2. 拍攝班相：時間由上午 8：30 開始至中午 12：05 結束。請各班按通告之指定時間到禮

堂集合（帶備校褸，結好領帶）。 

19/12(星期五) 音樂比賽(Music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比賽約在下午 3：40 完畢。 

22/12(星期一)至

1/1(星期四) 
聖誕及新年假期。1月2日(星期五)復課。 

2/1( 星 期 五 ) 至

13/1(星期二) 
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已派給各同學，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勤加溫習。
 

 注意事項： 
1. 同學應詳閱考試時間表及按時回校應考；無考試則不用回校。 

2. 同學必須在每天上午８：１０前回校；遲到者，必須先到校務處登記。 

3. 考試期間，凡遇天氣惡劣，同學應留意電台廣播；除非當局或校方有特別通告，所有考

試均按原定之日期及地點舉行。受天氣影響未能如期舉行之考試；校方將另行通知日期

及地點。 

4. 因病缺席考試的同學，須出示醫生證明；因事缺席考試，必須要有充分理由，校方始考

慮予以補考；補考日由校方安排，得分按規定調整。無故缺席者，不安排補考。 

 中七同學考試期間照常上課（上午８：１０前回校） 
22/1(星期四) 外展日(Visits Day) 
23/1(星期五)至

2/2(星期一) 
農曆新年假期。2月3日(星期二)復課。 

 

「陸運會攝影比賽」得獎名單  
學生會聯同攝影學會舉辦的陸運會攝影比賽已圓滿結束，並由校長、副校長及其他老師完成評審。

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5D 陳家傑（書券300元）亞軍：3A 劉華靖（書券200元）季軍：5D 蔣逸凱（書券100元） 

優異：7A 陳善怡、3C 鍾潔鈺、5E 廖碧琪、2B 郭正平（各得書券50元） 

 

「30 周年校慶攝影比賽」需要你參與  
本校創立於1979年，為配合創校三十周年，學生會將聯同攝影學會舉辦攝影比賽，

主題為「校園內外」。參賽照片必須能反映出在校內、校外進行的學習或群體生活。參

賽同學可於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拍下學校活動每個值得紀念的一刻。

每人每月最多提交相片 3 張，並需於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遞交。獎品豐富，希望全校

同學能踴躍參加。參賽同學請將有關照片傳送到 sportsdayphoto@gmail.com。照片檔案

須註明班別及姓名。如有疑問，可聯絡6A李燕萍同學或黃偉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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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主持「建構校園英語環境」經驗交流會  
受荃葵青中學校長會委託，本校將於12月18日下午2時15分至5時在校內舉行「建構校園英語

環境」經驗交流會，有本區十多所中學約50位校長及英文科老師參加。 

交流會先由王少清中學教師報告該校建構校園英語環境的經驗，然後各校代表分組就多個主題交

流意見。這是本區首次的大型跨校英語教學交流，教育局負責人表示讚賞，並鼓勵各校日後加強聯繫，

深化成果。 

 

「校務報告」印刷錯誤 
本校「2007-2008年度校務報告」，因電腦印刷排版誤位，出現了錯誤，更正如下： 

1. 「校務報告」頁4：「中學校際球類比賽，共產生11個團體總冠軍，本校健兒奪得其中

的1項團體總冠軍」，應改作「本校健兒奪得其中的5項團體總冠軍」。 

2. 「校務報告」頁 7：「中學會考成績遠超全港水平」中的「本校優良率」與「全港日校合

格率」兩組數字的位置應對掉。 

上述排印錯誤，網上版「校務報告」已作更正。 

 

F.7 Mock Exam Schedule (Jan–Feb 09) 
Jan 16 Normal lessons up to and including 16/1/2009 
Jan 19 – 22 Private studies days.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Feb 3 – Feb 13 Mock Examination (8 days) 
Feb 16 Private studies day.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Feb 17 - 18 Discussion of mock examination papers. Normal time table (Day 5 and 6) 
Feb 18 Last day of school for F.7 
Feb 19 – Mar 20 Weekly progress report and Tutorial sessions to be arranged by subject teachers 

(If necessary). 
June 5 F.7 school reports ready for distribution.(1:00 – 1:30 pm / Hall) 
 

F.5 Mock Exam Schedule (Feb–Mar 09) 
Feb 28 (Sat) Chinese Language Oral Exam. (9:00-12:30 / classroom) 
Mar 5 Normal lessons up to and including 5/3/2009 
Mar 6 - 9 Private studies day.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Mar 10 – 20 Mock examination (8 days) 
Mar 13 (Fri) English Oral Examination (pm) 
Mar 23 Private studies day.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Mar 24 – 26 Normal school days for discussion of mock examination papers. 
Mar 26 Last day of school for F.5 
June 26 F.5 school reports ready for distribution. (1:00 – 1:30 pm / Hall) 
 

聖誕節假期自修室安排  
(22/12 –1/1 公眾假期除外) 

中五：111 及 210  中七：中文室 

此外，MPA及自修廊均如常開放讓同學使用。 

星期一至五：八時三十分至四時；星期六：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注意：同學須穿整齊校服，嚴禁在自修室內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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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香港少年網閱讀計劃表現優秀同學名單  
(至 2008 年 12 月 8 日止 )  
中一級 

中二級 

名次 班級 姓名 得分 文章數目 

1 2E 郁美美 169 59 

2 2E 黃潔雯 149 52 

3 2C 曾慶怡 135 57 

4 2E 陳可怡 130 50 

5 2A 劉瑋霖 125 46 

中三級 

名次 班級 姓名 得分 文章數目 

1 3E 楊子樂 170 58 

2 3B 嚴芍苓 169 57 

2 3E 林向怡 169 60 

2 3E 徐穎怡 169 60 

5 3C 林敬杰 168 60 

 
 

本星期六輔導組為家長安排好節目 
家長講座 

輔導組邀得中大陳廷三博士，於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到校舉辦「管教寬嚴與推動子女學習」講座，

講座時間為下午二時半，地點為禮堂，請已報名的家長準時出席。如果之前沒有報名而又能抽空出席

的家長，我們也深表歡迎。 

家長座談會 

輔導組及荃灣青年空間將於同日合辦家長座談會，費用全免，目的是分享教子心得，加強家長之

間支援網絡，歡迎初中家長參加。活動的詳情如下： 

時間：下午四時至五時  地點：本校101室至103室     參與討論：本校老師及荃灣青年空間社工  

人數：20 ~ 30人 ﹝如每組人數不足15人，該組的座談會將不會舉行。如日後再辦，則會另行通知。﹞ 

內容： 研討會﹝一﹞：了解青少年潮流文化﹝地點：101室﹞ 

研討會﹝二﹞：與「三電族」的溝通和處理方法﹝地點：102室﹞ 

研討會﹝三﹞：探討子女的理財及消費模式﹝地點：103室﹞ 

報名方法：填妥以下回條，於明天將回條交班長轉交趙善明老師。    查詢：致電24140157與趙善明老師聯絡。 

----------------------------------------------------------------------------------------------------------------------------------------- 

回  條 

﹝請於十二月十一日將回條交班長轉交趙善明老師﹞ 

本人﹝*願意 / 不願意﹞參加  貴校舉辦之家長座談會﹝*請刪去不適用者﹞。本人選擇參加以下家長座談

會 ( 請在空格內加上「」號﹝只可選擇一項﹞)。 

 研討會﹝一﹞：了解青少年潮流文化 

 研討會﹝二﹞：與「三電族」的溝通和處理方法 

 研討會﹝三﹞：探討子女的理財及消費模式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出席者)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名次 班級 姓名 得分 文章數目 

1 1E 朱鴻財 172 60 

2 1C 張楚君 170 60 

3 1E 葉安妮 164 60 

4 1B 鄧皓升 160 60 

5 1B 黃嵐 151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