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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Thank you , Mr Moore ( 謝謝你，摩爾先生 ) 
這一年，本港的教師的心中普遍又增加了不少鬱結。教導這一代的學生越來越難，老師們付出

的心血越來越多，但傳媒對教育界大小事件的負面報導，往往以偏概全，將樹木當成森林；加上社

會上一些有權或無權的外行人指手劃腳，引致教師隊伍氣氛日差，令人憂慮。 

這個現象，在美國早已出現了。著名紀錄片導演米高摩爾(註)為教師發出了不平鳴。他說：教

師當中固然有害群之馬，但絕大多數是熱誠的教育工作者。社會的下一代靠教師培育，社會卻拼命

把教師踩，那不是倒自己的米麼？於是米高摩爾寫了一封信： 

「老師，您好。您為我的孩子付出這麼多的心血，我非常感激。我可以做些甚麼幫輕你

一下嗎？學校有甚麼需要嗎？我隨時準備出一分力。有你的幫助，我的孩子在成長，你的工

作太重要了。 

你幫我提升孩子將來的生活能力，您還指導她發展對社會的認識，對別人的觀感和對自

己的信心。我要她堅信，她有能力幹好任何事情 ─ 門不會向她關上，夢不會離她太遙遠。

每天七小時，我把最寶貴的人託付給你，你在我生命裏是何等重要啊。再一次謝謝你。」 
 

摩爾先生的大聲疾呼，在太平洋這一邊的我們聽到了，Thank you，Mr Moore。 

(註)米高摩爾是美國著名社會事務評論家，大導演，他的紀錄片去年奪奧斯卡獎；最近更以「華氏911」奪本屆康城

影展冠軍。參看M.Moore："Stupid White Men". Penguin. 2001.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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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學兼優同學獲獎三萬赴英國進修：扶輪社獎學金名花有主  
灣仔扶輪社向我校兩名品學兼優同學頒發獎學金，赴英國參加英語課程。本年共有十多

位條件極佳的同學競逐。他們都是：品學兼優，操行甲等，課外活動及服務紀錄良好，獲得

至少五位老師簽名推薦。經過兩輪英語面試，扶輪社幹事李祟正博士及Mr. Christian Chasse

選出2C符寶文同學及5D陳佩芬同學為本年度獎學金獲得者。 

兩位同學將於七月廿四日至八月十五日赴英國Salisbury參加為期三星期的英語課程，所

有學費、旅費、食宿由扶輪社提供 (每位約二萬七千元)。另外，寶安商會將向每名獎學金

獲得者頒發3000元旅行津貼，以示鼓勵。 

完成課程後，兩位獲獎同學將在灣仔扶輪社大會以英語報告赴英學習體會，並將負起文

化大使的責任，推動本校同學英語學習和國際交流。這已經是灣仔扶輪社第三次向我校同學

提供獎學金。曾經獲獎的黃雪儀、黃騰騰、余翠敏及黃莉莉同學都以「畢生難忘」來形容獲

獎赴英國進修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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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4C 余翠敏、周潔盈榮獲「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本校 4C 余翠敏同學及周潔盈同學因品學兼優及有良好的服務紀錄，獲得「2003-2004

年度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實在是可喜可賀！ 

 

6A 同學力壓群雄，獲「消費文化考察報告傑出作品獎」：  
本校6A陳康業、蕭美燕、吳震浪、吳汝翹、葉斯華、朱立賢、黃頌文、胡舜普、丘智

超及楊明俊同學獲得由消費者委員會主辦的第五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之「傑出作品獎」；

是次比賽全港參賽作品超過五百四十多份，本校同學能獲得獎項，實屬難得。 

頒獎典禮將於7月19日晚上8時假葵青劇院舉行，現有少量門券，有興趣者可向黃子

敬老師索取。 

 

4D 姚俊勤優先修讀大學數學課程： 
本校資優生姚俊勤同學已順利通過甄選，將於本年暑假參加由香港教育統籌局「特別資

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及香港科技大學合辦的「2004暑假數學特訓課程」，優先接受大學數

學課程培訓，以加強對數學的認識及發展思維、辯證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完成整個課程後姚

同學可獲得兩個科大學分。 

 

本校手球隊遠征高雄： 
本校手球隊「六年不敗」，戰績彪炳；教練陳建榮老師更於 6月 28日親率大隊遠征台灣

五天，與高雄市國光中學進行體育及文化交流，讓同學有機會放眼世界，擴闊視野，並透過

體育切磋，提升兩地同學的球技及加強彼此的聯繫。 

本校球員在台灣與國光中學及仁武高中進行了兩場比賽及三課操練，球員表現積極及團

結，於兩場友誼賽中取得一勝一負的佳績，獲得友校老師一致讚賞。此外，球隊在台期間更

得到中華台北隊隊員親自指導，難怪球員都表示此行獲益良多。 

 

本校四位同學「出任摩洛哥駐聯合國外交官」： 
     中五級左偉力、李志彬、陳佩芬及伍家駿同學獲選參加暑假期間在理工大學舉行的國

際「模擬聯合國」(Model United Nations) 活動。 

這是一項為期四日三夜的大型英語辯論及交流活動，參加者是來自世界各國及香港的年

青人。以四人為一隊，抽簽代表聯合國的其中一個會員國。「各國代表」要向「聯合國大會」

闡述本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立場，並為本國爭取最大權益的同時顧及世界和平，環保和經濟的

發展。 

本校四名隊員抽簽代表非洲國家摩洛哥，已馬不停蹄搜集該國資料，權充摩洛哥外交

官，以英語唇槍舌劍爭取摩國人及非洲人的福祉。友校何傳耀中學是本區另一隊入選的學校。 

有機會與各國及本港代表濟濟一堂拼急才，鬥英文，本校代表十分興奮，準備得十分認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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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音樂會 CD，為公益金義賣： 
本校25周年音樂會水準很高，廣受好評，現場錄音製成CD，效果更有專業水平，附歌

詞，7月9日隆重推出，以每張五元超優惠價為公益金籌款義賣，7月9日早上地下大堂舉

行。既做善事，又可欣賞你自己和同學的美妙歌聲和朗誦，永留紀念，機不可失，記得幫人

又幫己！ 

活動刺激，英語得益 ─ 「澳門英語營」好評如潮：  
本校 34 位初中學生在吳國強和莫少瑛兩位老師帶領下，到澳門凱悅酒店參加三日兩夜

英語營。外籍導師以別開生面的活動，例如「踏腳石」，「繞繩下降」等創造以英語溝通的場

面，令學員在活動中使用英語，甚至遊覽澳門市容名勝也是以英語進行。為了提升同學的英

語水平，老師們可謂絞盡腦汁。同學們都十分投入，請看他們的日記： 

On 25th June, our teachers took us to Macau Hyatt Hotel for a three-day English Learning Camp. There 
were numerous activities. I had never played them before but I enjoyed them all. One game called 
"Stepping-stones" amazed me most. It was very exciting because we needed to send all of the group 
members from a planet to another planet with five life supporting boards in twenty-five minutes. If there 
was nobody stepping on the board or someone fell and touched the ground, the board and the person would 
be sucked into a black hole. We reminded each other not to leave any boards empty. We were very nervous 
but careful. We held each other tightly. Finally, we made it. 
I was very afraid to speak to foreigners in English before, but now I am not afraid of it anymore. I know I 
can speak to them confidently. This trip helps me to build up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with 
foreigners.  
One thing more, I want to thank the school because if they had not held a camp like this, I would not have 
had a chance to speak in English for three days. Thank you! Fu Po Man (F.2)  
 

Wall climbing was scary.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tried to climb up so high. At the beginning, I was not 
afraid about it, but when I was climbing up, I felt very scared. I talked to myself,” Lydia, you can do it. Just 
try!” At last, I finished it! 
Stepping Stones was another interesting game I liked. We needed to talk a lot ( in English! ) to let the 
members know what ideas we had. 
During this trip, I learnt a lot! Having lessons in the classroom is not the only way to learn English. I will 
talk more in English with my friends. Wong Wing Lam (F.2)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is trip, not only English, but also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I learnt all those 
things from the games. The abseiling and wall climbing were the most useful activities. I learnt how to trust 
other people and be brave. I had a lot of chances to speak in English playing other games like 
Mini-Olympics. On the last day, we went sightseeing. I learnt some history of Macau. The guide spoke in 
English and I learnt some English words from him. Fok Sheung Nam (F.2)  
 

When I heard Sean, our instructor, say that Yellow group should go abseiling, I was quite afraid. When I 
saw the building, I was more frightened. It was very high but I tried my best. When I succeeded, I felt 
happy. It was fortunate that I did not give up. 
After lunch, we played a series of games. In the games, I learnt how to communicate and take care of other 
people. I feel I have changed. I am glad that I have participated in this trip. Ho Hoi Ki (F.3) 
 

We played many games that made us use our brain. We had to do things together, too. In a game, we had to 
instruct a blind person how to cross a minefield. We should not touch the mines. It made us trust people. We 
used a lot of energy so we were very tired. Hau Chi Ho (F.1) 
 

We did some exciting things like abseiling and wall climbing. When I started to abseil, I was afraid.I nearly 
cried but I could go down easily and the coach said “excellent, good girl”. Haha! Chong Cheuk Chi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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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閱讀獎勵計劃」之校長閱讀心得分享會：  
 本校圖書館於6月24日早上舉辦校長閱讀心得分享會，共邀請了24位「校長閱讀獎勵

計劃」優秀會員出席，與李民標校長面對面分享閱讀心得。以下是4D蔡穎妮同學於活動完

畢後所撰寫的感想： 

校長說，閱讀的原因不外兩點：消閒和尋知識。 

無論出發點是什麼，閱讀會帶給讀者一種滿足的感覺，這種感覺把閱讀變成悅讀，引發

出一眾讀者的求知慾，也成為日後閱讀的推動力。 

校長比較喜歡閱讀人物傳記，他認為自己是抱著一種找尋的心理。透過校長現身說法，

分享了他的閱讀經驗，同學和我對閱讀圖書有更深的了解。分享會上，校長解答了我們不少

問題，也給了我們足夠的指導，我想同學對閱讀都增加了認識和興趣。 

 

「交安」隊員初級章考試全部合格：  
本校接獲香港交通安全隊總部通知，我校十六位參加「交通安全隊」初級章考試的同學

全部考試合格，而且表現更獲考官讚賞。 

 

校友追蹤：兩手球健將替港隊奪港澳埠際賽冠軍  
本校畢業生陳志超及劉家豪在 7月 4日代表香港出戰第七屆港澳埠際手球賽，協助球隊

以 32比 24勝出，奪港澳埠際賽冠軍，為港爭光！ 

 

To Sir With love - from a past student (畢業生來鴻表謝意) 
Kitty Lam(林潔莉), now at university, sent thank you cards to teachers to thank them for the 

good work they did in helping her grow academically and emotionally. Here is what she’s written 

in one of the cards: 

Dear teacher, 
 This card comes to thank you most warmly for your patience and advice, your thoughtful help, 
understanding and sacrifice. 
 In my heart there are so many fond memories, all too special to get, of the care you have 
given, and the example you have set. Today I wish to tell you that I’m still very grateful for each of 
the many good things you did for me.                                                  

Kitty

 

感謝家長義工： 
本校衷心感謝以下家長義工忙裡抽空，於過去一學年裡，每天輪流協助學校，照會家長，

有關子女留堂事宜。留堂班計劃能順利推展，實有賴他們的鼎力協助。 

姓名 子女就讀班別 姓名 子女就讀班別 

周士新女士 1A 關美妹女士 1E 

章  琦女士 1B 王浩嘉女士 2B 

張惠玲女士 1B 岑小眉女士 2C 

蘇小薇女士 1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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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四級學科「第一名」得獎名單：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文 1E王穎欣 2C陳艷誼 3B黃莉莉 4D葉凱帆 
英文 1C顏兆軒 2C梁嘉敏 3B陳曉羚 4D張庭筠 
數學 1A梁偉豪 2C鍾敏婷 

2C嚴定匡 
3B何鎧棋 4D姚俊勤 

附加數學    4D姚俊勤 
中史 1A陳卓群 2A黃加豪 3B梁善婷 4A葉德莉 

中國文學    4A葉德莉 
電腦 1C莊綽姿 2C朱鴻展 3B曾舒蔚 4D劉皓弘 
經濟    4B李曉民 
地理 1C李雅妍 2C嚴定匡 3B林倩君 4B陳  濠 

世界歷史  2C郭天健 3B何鎧棋 4A葉德莉 
會計    4C周潔盈 

綜合科學 1C顏兆軒 2C嚴定匡   
生物   3B黃莉莉 4D張庭筠 
化學   3B何鎧棋 4D張庭筠 
物理   3B何鎧棋 4D張庭筠 

生活教育 1C黃國安 2C葉慧雯 3B溫婥淇  
普通話 1B黃善妮 2C曾慧寧   
美術 1D陳  穎 2D陳善怡 3B沈秋雁 

3C黃諺姿 
 

設計與科技 1D羅樂蕙 2C連奕琮 3B范家暐  
家政 1E劉嘉恩 2C文海媚 3C黃諺姿  
音樂 1C莊綽姿 

1C張  彤 
2B劉浩德 3B曾舒蔚 4A葉頌恩 

4D劉振豪 
體育 1B譚祖文 

1C陳安華 
2E黃可欣 
2B張春平 

3A吳逸彬 
3D林鳳妍 

4E張裕龍 
4B陳宇君 

 

全年各級首二十名精英榜( Grand Average Top Twenty List )： 
 

名次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六級 

1 李雅妍 嚴定匡 黃莉莉 張庭筠 葉煥浩 

2 莊綽姿 朱鴻展 何鎧棋 李曉民 林碧婷 

3 周祖兒 鄧梓琪 陳曉羚 黃慧心 宋雪瑩 

4 陳卓群 葉慧雯 林倩君 葉德莉 楊家顏 

5 陳偉洛 王裕笙 劉奕孜 鍾美儀 葉惠聰 

6 黃嘉欣 陳素婷 勞異珮 陳  濠 黃瑞琴 

7 文綺彤 文海媚 范家暐 周潔盈 劉殷 

8 謝潤宜 曾慧寧 林冠峰 姚俊勤 陳敏芳 

9 顏兆軒 郭天健 盧志誠 陳珮玲 李   

10 潘  昱 李 珊  沈秋雁 余翠敏 黃景暉 

11 林君文 陳艷誼 陳綺婷 黃艷玲 ☺  
12 卓芳婷 趙汶樺 項浩江 袁淑華 ☺  
13 葉展鵬 梁正南 冼嘉雯 何秀玲 ☺  
14 關瑋昕 伍家瑩 周家祈 唐卓鳳 ☺  
15 楊曼筠 黃詠霖 莫韻婷 李家華 ☺  
16 吳卓勇 鍾敏婷 梁善婷 冼煦茵 ☺  
17 張玉珊 符寶文 黃麒光 張錦衡 ☺  
18 林鳳珊 區穎思 吳婉芬 何敏婷 ☺  
19 陳主威 潘文綺 曾舒蔚 黃騰騰 ☺  
20 梁琬琛 曾春琴 黃諺姿 何浩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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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2004 年度得獎同學名單： 
學生會會長盾 

F.6B 丘建業  F.6A 陳康業  F.6A 王智生 
領袖生長盾 

F.6B 林  浩  F.6A 林婷婷 
傑出領袖生  

F.3C 林小弼  F.3E 魏振庭  F.4A 何頌如  F.3B 范家暐 
F.3B 盧志誠     F.3B 劉奕孜  F.4C 周潔盈  F.3B 陳綺婷 
F.3B 劉慧妍  F.3B 吳家奇  F.3B 莫韻婷  F.3B 沈秋雁 
初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F.1-F.3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優良表現獎 
F.1A  曾舒薏  施燕妮 
F.1C  顏嘉樂  文綺彤  林君文  黃嘉欣  趙芷蔚  李雅妍 

卓芳婷      
F.1D  徐嫚婷  溫菊紅  林燕秋  麥麗淇  溫麗玲  盧書研 
F.2A  何玲玲 
F.2C  梁嘉敏  楊思遠  郭天健  許穎欣  朱鴻展  文海媚 
  嚴定匡  黃詠霖  葉慧雯  陳素婷  何靜瑜  黃詩敏 
  林道健  李樂琳     
F.2D  李美玉 
F.3A  李嘉利  黃珮琳   
F.3B  劉奕孜  勞異珮  黃莉莉  莫韻婷  梁善婷  溫婥淇 
  吳婉芬  劉慧妍  鍾靜雯   
F.3C  張雅萍 
F.3D  劉寶瑩  蔡映碧  林雅雯   
全校最佳表現獎 (The Best Readers of the School) :  
F.1C  顏嘉樂   F.1C  文綺彤  F.2C  梁嘉敏   F.3A  李嘉利  F.3B  劉奕孜 
高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F.4 & F.6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最佳表現獎 
F.4C  余翠敏  F.4D  張庭筠  F.4E  黃騰騰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F.1A  陳卓群    F.2C  黃詠霖    F.3B  范家暐    F.4A  葉德莉    F.6A  劉頴殷 
班際守時守紀比賽： 

守時比賽各級冠軍 –  F.1D       F.2C       F.3B       F.4D, F.4E  
守紀比賽各級冠軍 –  F.1C       F.2C       F.3B       F.4B  
高級組辯論比賽： 

冠軍 –  F.4C  ( 余翠敏、周潔盈、黃斯麗 ) 
最佳辯論員 –  F.4C 余翠敏 
「廉政全接觸」之「廉政搜查課」結局創作比賽： 

優異獎 –  F.1C 葉展鵬       F.1E 鄧穎芝       F.1A 朱麗華 
F.2B 陸穎琛       F.2A 鄒慧玲       F.2E 陳映霖 

聖約翰救傷見習隊： 

優秀服務獎 –  F.2A 鄧卓謙      F.3B 盧志誠      F.3C 黃  娟      F.4E 馬穎雯 
              F.3E 李敏賢      F.4D 鄧詠心 
初中文史、公民教育常識問答比賽： 

中一： 冠軍 – F.1E  亞軍 – F.1C  季軍 – F.1D 
中二： 冠軍 – F.2E  亞軍 – F.2D  季軍 – F.2C 
最佳社盾 

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