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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我為同學們算個命 
中國的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發展。 

二十年後，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進口和出口總值，將列世

界首位。 

二十年後，地球村已經全面運作。人們就業和消閑，已習慣了從村頭走到村尾。 

二十年後，今天的同學們大概三十五歲上下，正當盛年，適逢盛世。「通曉中西」，「雙

語並進」的王少清人天空海闊，良機無限。 

二十年後，世界上最有經濟價值的語言是英文和中文。既通中文，又通英文的人，

機會比人多，無可置疑！ 

卅多歲的太空英雄楊利偉有深刻的體會：「機會一定留給最有準備的人。」 

到時的你，一定也會自豪地說出同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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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如何教得好？多份報章來採訪 
12月16日午膳時間，十多名記者湧進本校紫荊園，觀察同學的午間英語活動，並採

訪同學及外籍英語老師高麗莎女士( Mrs Cottone )，了解本校英文科教與學的實況。他們

來自多份報章( 經濟日報、蘋果日報、太陽報、星島日報/英文虎報 )及政府新聞處，這

一次的採訪稿件估計會在12月27日( 星期六 )見報。 

今次的傳媒採訪由教統局組織，焦點是本校的英語課外活動及外籍英語老師的教學

成效。近年本校的英語教學不斷取得成果，引起了教育統籌局的注意。先前已委託香港

大學教育學院英文系進駐本校三星期( 11月25日至12月8日 )實地觀察、錄映本校老師

教授英語的好方法。資料經教統局整理之後，將向其他學校老師推介。 

 
「友校羽毛球邀請賽」捷報： 

12月13日，本區中學「友校羽毛球邀請賽」，由廖寶珊紀念書院、聖公會李炳中學、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及本校對賽。我校羽毛球隊實力超群，勇奪男子初級組團體冠軍及男

子高級組團體亞軍，成績斐然。參賽同學名單如下： 

男子初級組1B梁柏煒、1B譚祖文、1E梁煒光、2B蔡皓光、2E梁以謙、2E黃弘山、3D 黃浩霆

男子高級組4A翁怡弟、4D姚俊勤、4D張錦衡、4D劉偉鎮、4E鄧洛軒、5A趙君培、5E盧兆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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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比賽大總結：黃曉晴英、普皆奪標，鍾慧妍擊敗 1500 人！ 
第五十五屆校際朗誦節，本校同學又再取得驕人的成績，共奪得十冠、七亞、十五

季及數十項優異獎。 

中三黃曉晴同學先奪英詩獨誦冠軍，再奪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難能可貴。 

另中三鍾慧妍同學奪得英詩獨誦冠軍後，再戰全新界( 包括沙田、大埔、上水、元

朗、屯門、荃灣、葵青 )五十多個冠軍，榮獲總冠軍，奪新界挑戰盃( N.T. Challenge 

Trophy )，亦即在1500多名參賽者中名列第一！實力雄厚，可喜可賀！ 

以下是校際朗誦比賽名列三甲同學名單： 

獎項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粵語朗誦：三冠、四亞、七季 

詩詞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1C 江淑勤 張佩恩老師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1E 李洛儀 蔡潔瑩老師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1C 楊曼筠 張佩恩老師 

中六、七級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7B 陳萍萍 程兆麒老師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C 趙芷蔚 張佩恩老師 

中三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3A 李嘉莉 朱啟章老師 

散文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1C 文綺彤 張佩恩老師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1C 張  彤 張佩恩老師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2C 黃詠霖 程兆麒老師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1C 黃國安 張佩恩老師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2C 陳艷誼 程兆麒老師 

中三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3B 曾舒蔚 張佩恩老師 

中三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3C 陳賽岸 李進軒老師 

中四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4B 鄧  璐 黃麗萍老師 

普通話朗誦：一冠、一季 

中一、二級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1D 奚夢奇 蔡潔瑩老師 

*中三、四級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3A 黃曉晴 黃子敬老師 

英文朗誦：六冠、三亞、七季 

詩詞  中二級英詩獨誦冠軍 2C 符寶文 周嘉慧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冠軍 2D 梁綺淇 Mrs Cottone 

中二級英詩獨誦冠軍 2D 鄧安盈 莫少瑛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冠軍 3A 黃曉晴 黃鎮江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冠軍 3B 鍾慧妍 廖陳小娟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亞軍 2D 陳善怡 徐笑珍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亞軍 2D 蔡君雅 徐笑珍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亞軍 3B 何詩穎 谷嶺昭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C 黃詠霖 陳惠姿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C 溫家嘉 陳惠姿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E 溫秀雪 莫少瑛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B 陳曉羚 廖陳小娟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B 劉奕孜 廖陳小娟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B 莫韻婷 許善秀老師 

散文  中六、七級英文散文獨誦冠軍 7A 許以霖 Mr Woods 

中六、七級英文散文獨誦季軍 7A 謝佳莉 Mr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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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田徑錦標賽」佳績：陳宇君創造荃灣歷史！ 
 本校田徑隊於今屆荃灣及離島區學界田徑錦標賽中勇奪二十多個獎項，其中女子丙

組獲得全場總亞軍；4B陳宇君同學更以破紀錄成績奪得女子甲組鉛球冠軍，成績美滿。

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男子甲組     

100米季軍、200米季軍  5A張祖山 

4X400米接力亞軍  6A楊明俊、7B黃君維、5E盧兆熙、5A張祖山、5A李錫安 

團體殿軍  

男子乙組  

  跳高季軍  3C蔡浩然 

  鉛球季軍、標槍亞軍  3D黃晨勇 

男子丙組  

  100米亞軍   2E馮柏裕 

  4X100米接力冠軍  2E馮柏裕、2E連澤鑫、2B馮展恆、2E駱駿傑、2B李澤承 

女子甲組  

  400米冠軍、鉛球亞軍  5D勞嘉雯 

  800米冠軍  5D陳佩芬 

  鉛球冠軍  4B陳宇君 (*破大會紀錄) 

  標槍亞軍  4A劉麗珠 

  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  

  100米亞軍、跳遠冠軍  2E劉家瑤 

  團體殿軍  

女子丙組  

100米季軍  1E吳嘉欣 

  200米亞軍  2B路善希 

  400米冠軍  2E陳嘉茵 

  4x100米接力冠軍  1E吳嘉欣、2B路善希、2C歐穎思、1D林燕秋 

  4x400米接力冠軍  2E陳嘉茵、2E黃可欣、2A魏安娜、2A鄒慧玲 

  跳高亞軍  2E李小芬 

  標槍亞軍  2E黃可欣 

  團體亞軍  
 

輔導組為你減壓： 
中五及中七同學即將面對公開考試，無形的壓力不覺應運而生；有見及此，本校輔

導組於本月及明年二月，為中七及中五同學舉辦減壓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 時間 參加班級 地點 講座內容 講者 負責老師 
15/12放學後 中七全級 禮堂 輕輕鬆鬆考高考 連峻醫生 黃偉文老師 
2/2 第一節 中五全級 禮堂 如何處理壓力 趙伯宏醫生 高慧美老師 

 

會考將改革：減少科目，加強思維 
新上任的考試及評核局主席顧爾言最近指出：「為改變學生死讀書、以考試主導的學

習模式，考試及評核局已著手改革兩個公開試( 會考及高考 )的評核方法、並減少考試科

目，以加強著重學生的思維能力，2007年開始實施。」 

顧爾言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改革是希望改善學生目前死讀書的情況，希望將來

會傾向減少考試科目，加強考題的創意，以著重學生的思維能力出發，不再死記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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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第六屆常務委員會」開始運作： 
家長教師會第六屆會員大會已於本年十一月廿二日順利舉行，參加典禮的家長及老

師共一百五十二人。 

今屆會員大會採用差額投票方式，自十位候選委員中選出七人進入常務委員會。投

票過程順利，當選家長委員為：翁萬生先生、林雪芬女士、司徒家華先生、莊烈峰先生、

翁德佩女士、萬惠霞女士及馮國基先生。另外三位參選家長梁麗芬女士、李慧虹女士及

陳錦華先生，將按會章規定，成為候補委員。此外，本校委任了七位老師進入常務委員

會，分別是：蔡潔瑩老師、許善秀老師、嚴麗意老師、潘少玉老師、谷嶺昭老師、高永

權老師及袁力康老師。 

鑑於主席鄺玉霞女士及老師委員謝穗芬老師為家教會服務多年，貢獻良多，家教會

特別致送紀念品，以玆表揚。另有委員：顏鎮娟女士、黃翠薇女士、鍾月玲女士、杜影

桃女士、阮丹鳳女士、梁玉冰女士及李玉英女士離任。家教會衷心感謝她們在任期間，

熱心服務。 

十二月十六日晚，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上選出了新任

幹事：  

主  席：  馮國基先生 

副主席： 翁萬生先生、袁力康老師 

秘  書： 司徒家華先生、蔡潔瑩老師 

司  庫： 莊烈峰先生、許善秀老師 

文  書： 林雪芬女士 

聯  絡： 翁德佩女士、萬惠霞女士 

 

家長涼茶鋪 ──「如何避免子女接觸網上不良資訊」家長講座： 
本校邀請了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專家為家長講座，教導家長如何防止子女進入

不良網站。此外，出席的家長將獲贈「善用互聯網」光碟一張，指導家長如何安裝過濾

軟件，以隔絕不良網頁。講座的詳情如下： 

日 期     2004 年 1 月 17 日 ( 星期六 ) 

時 間     早上 10 時至 10 時 45 分 

地 點     本校 109 室 

名 額     40  ( 欲免向隅，報名從速) 
 

 有興趣參加的家長，請填寫下列回條並於 1月 7日前擲交 B房袁力康老師。
-------------------------------------------------------------------------------------------------------------- 

回    條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_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將會出席是次家長講座。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