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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我看見你飛馳在大陸的公路上  
1979 年，本校創立的時候，中國之大，竟沒有一段高速公路。1989 年( 六四事

件發生的年頭 )，中國的高速公路還不到一百七十英哩。到了 2004 年，全國高速公

路己猛增至一萬九千英哩，是15年前的一百多倍！到了2008年，中國的高速公路將

超過五萬哩，比美國的州際公路加起來還要多十分之一！貨車由北京到香港，以前要

跑55小時，現在減到25小時。上海到北京則由31小時減到14小時。 【美國Forbes(福

布斯)雜誌，2004年9月20日版。】 

這樣的驚人變化，一方面實現了孫中山的「貨暢其流」的理想，同時也加速內陸

大大小小的城鎮為國內外商業人員所攻佔；其中捷足先登者就有本校的畢業生！ 

─我的閱讀報告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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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蔚、吳家奇獲獎赴澳洲受訓：  
中六李曉蔚及中四吳家奇同學是本校聖約翰救傷隊優秀隊員，在全港遴選(以英語進行)

比賽中表現出色，入選為香港聖約翰救傷隊代表團成員(共十名)，各奪得獎值萬元的訓練名

額，將於2005 年1 月13 日至21日赴澳洲柏斯參加國際聖約翰救傷隊大匯演。兩人已獲校

長批准特別假期赴會。 

四年前，本校高材生余黃莉及林婷婷亦曾獲獎赴紐西蘭參與盛會，見聞甚廣，收獲豐富。 

 

十四位同學 LCC 摘“A”： 
 本年六月舉行的「倫敦商學會(LCC)會計試」，我校多名同學考獲優等成績： 

初級試優異Distinction 5B 李穎湫  鄧璐    陳濠 

5C 陳彥伶  周潔盈  唐卓鳳   賴慧欣   周子華   李家華 

中級試優異Distinction 6A 卓達儀  蘇暐宗   

5C 楊靜君  吳琳維  林永豪 

 

學生會順利當選：  
 新一屆的學生會內閣「Reaction」(主席左偉力、副主席李志彬及陳健菁) 於 9 月 24 日

舉行的全民投票中順利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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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語午讀工程」已開始動工 (Lunch-time English Reading Project)： 
 

   中一及中二級 (逢星期二、五) 中三級 (逢星期一、三) 

第一期工程 2004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8 日 2004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3 日 

第二期工程 2004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3 日 2004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24 日 

第三期工程 2005 年 1 月 25 日至 3 月 18 日 2005 年 1 月 24 日至 3 月 16 日 

第四期工程 2005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 2005 年 4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 
 

午讀工程期間，請同學每天午膳後，於中午十二時五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廿五分，留在班

房靜讀老師派發的英語文章及完成工作紙。午讀表現佔「附加英語科」成績10%。工程總指

揮為英文科陳惠姿老師。 

 

歡迎家長蒞臨本校銀禧陸運會：  
 本校「銀禧陸運會」將於10月12(星期二)及15日(星期五)假城門谷運動場舉行(詳細資

料見附頁之陸運會回條)。歡迎各家長到場參觀及為各健兒打氣。頒獎典禮將於15日下午二

時半舉行，本校特別邀請了校友陳愛民律師擔任主禮嘉賓。 

 陳愛民律師1990年畢業於本校7B，在學期間為本校手球隊中堅份子，曾帶領本校手球

隊勇奪新界區總冠軍及全港精英賽亞軍，現為香港手球隊成員。 

而為慶祝我校銀禧校慶，陸運會頒獎禮後(約下午三時三十分)將舉行「家長、教師及舊

生足球友誼賽」，歡迎有興趣的家長一同參與或到場觀戰！ 

 

二百同學積極備戰校際音樂節： 
本校合唱團正開始備戰本屆校際音樂節，期望能再奪佳績，為我校爭光；各組合唱團團

員請依照以下排練表，準時於中午12時45分到音樂室練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初級組 (低音) 高級組女聲 初級組 (高音) 高級組男聲(中二至中六男生)

 

校舍開放時間：   
(一) 學校大閘之開啟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五：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六：上午七時至中午十二時 

(二) 如非參與學校所組織之課外活動，同學須於下午四時五十分前離校。 

(三) 參與課外活動之同學必須於下午七時前離校。 

(四) 「自修廊」開放： 

新翼五樓之自修廊現已開放供同學自修。星期一至五每天開放至下午六時四十五分，

自修同學須保持安靜。 

(五) 工友每天在開放時間後把各樓梯及校門之鐵閘上鎖以防盜賊。*老師周六因公事可留校

至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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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文化節( 2004/05 )安排：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場地 統籌 

老師 

參與人數(包括學

生及老師)及班級

不加鎖舞踊館 

<10夜>排演記事簿 

8/10/2004 3:00pm-4:15pm 屯門大會堂 

 

周玉冰 230 

F.3 

青少年粵劇欣賞 21/10/2004 2:30pm-3:45pm 元朗劇院 周玉冰 230 

F.2 

郭品文與您鋼琴 

Fun Fun Fun 

5/11/2004 10:30am-12:00nn 屯門大會堂 

 

周玉冰 230 

F.1 

參觀香港藝術館 23/11/2004 10:00am-10:45am 香港藝術館 陳建英 230 

F.1 

香港文化中心管風琴

示範音樂會 

23/11/2004 11:00am-12:00nn 香港文化中心 周玉冰 230 

F.1 

眾劇團音樂劇 

<夢遊騎士> 

3/12/2004 2:00pm-4:30pm 香港大會堂 周玉冰 50 

F.1-F.7 

創意思維教育節目 

<人口弓中II> 

25/1/2005 

或 

24/1/2005 

2:30pm-4:00pm 荃灣大會堂 

 

黃子敬 230 

F.2 

宇宙星空全接觸 25/2/2005 10:00am-12:00nn 香港太空館 

 

陳紹基 230 

F.2 

<語言的藝術>工作坊 7/3/2005 3:00pm-4:15pm 荃灣大會堂 

 

黃子敬 230 

F.3 
 

( 尚有其他文化節活動在安排中 )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求真進步，每日讀一篇！  
(中一級「每日一篇」網上閱讀計劃) 

為了鼓勵同學養成閱讀的習慣及提高同學的寫作水平，本校中文科今年再次安排中一級

同學參加由中文大學舉辦的「每日一篇」網上閱讀計劃。由 10 月開始，同學必須每天登入

網頁閱讀一篇文章及完成閱讀理解，每月累積閱讀文章總數不得少於 20 篇，否則將視為欠

交功課處理。 

同學參與是項活動所獲得的積分將會被計算在中文科卷四考試成績之內，而成績優異的

同學更會額外獲得獎勵。 

家長亦可憑同學的編號和密碼，在家中或辦公室，進入網頁，瞭解子女的閱讀情況。 

 

提提你，測驗周在十月尾： 
2004年 10月 25日（星期一）至 10月 28日（星期四）將舉行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第

一學期測驗。敬請各家長督促貴子弟勤加溫習及注意以下事項： 

1. 同學應詳閱已發出之測驗時間表 (見後頁) 所列的每一事項。 

2. 同學必須在每天8：10分前回校，否則當遲到論；遲到者，必須先到校務處登記。 

3. 測驗期間，凡遇天氣惡劣，同學應留意電台早上之廣播；除非當局或校方有特別通告，否則所

有測驗均按原定之日期及地點舉行。受惡劣天氣影響未能如期舉行之測驗；校方會另行安排日

期補考。 

4. 因事缺席測驗的同學，必須要有充分理由；因病缺席測驗的同學，必須出示醫生證明，始可以

申請補考；補考日由校方安排，得分按規定調整。凡無故缺席者，不會安排補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