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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我為家長當導遊  
為慶祝廿五周年校慶，促進「家校」交流，本校將於十一月四日( 星期四，Day 5 )上午

舉辦「家長觀校團」，由本人親任領隊，帶領本校家長參觀學校所有新舊設施以及觀察學生

表現，歡迎家長參加。如報名人數過多，人選抽簽決定。為免干擾學生上課，觀校團將不

入課室，可在窗外觀察學生上課的表現。「行程」安排如下： 

(一) 當日上午7時45分齊集本校紫荊園。由本人作簡介後，隨即觀察學生早會情況。 

(二) 8時30分至9時30分 ~ 參觀學校所有設施，了解學校日常運作，本人全程講解。 

(三) 9時30分至10時30分 ~ 校長、家長座談會。由本人講解學校的政策、前景及困難，

答家長問，聆聽家長建議。 

(四) 10時30分至10時45分 ~ 觀察學生小息期間的表現。 

(五) 11時 ~ 「家長觀校團」節目結束。 

「家長觀校團」是本校一項新嘗試，本人期望得到家長教師會和全體教職員的支持和

配合。 

有興趣參與「家長觀校團」的家長，請填寫刊登於第四頁的報名表並於十月二十日前

擲交或郵寄校務處關小姐收。 

★★★★★★★★★★★★★★★★★★★★★★★★★★★★★★★★★★★★★★★★★★★★★★★★★★★★★★★★★★★★★★★★★ 

本校增值，再冠全區！ 
教育當局以各校中一新生入學成績及其中五科會考成績作比較，從而計算全港所有中

學的增值數據。按教統局發表的 2004 年中學增值數據，本校在最佳六科、核心三科(中、

英、數)以及數學、中文、化學、物理皆名列本區之冠；這是繼 2002 獲得各項第一後再登

本區增值寶座！其中數學科增值達九級，除了是本區之冠，亦是全港「同類收生中學」之

冠！ 

下表是本校近年增值數據摘要 

年度 本校增值資料摘要 

2000年 各項指標屬正增值或平增值，無一項屬負增值。 

2001年 全港四百餘所中學中，五十八間被評為全面增值學校。荃灣區增值中學有三間，本校

是其中之一。 

2002年 本校最佳六科、三科核心科目(中、英、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數學、世界歷史

及地理增值皆位列本區學校最高。 

2003年 本校各科數據皆屬正增值，數學科增值居同區最前列。 

2004年 本校在最佳六科、核心三科(中、英、數)、數學、中文、化學、物理皆排於本區中學

增值首位。數學科增值達九級，除了是本區之冠，亦是全港「同類收生中學」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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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籃球隊奪國慶盃季軍：  
本校女子籃球隊於「荃灣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五週年國慶盃三人籃球精英邀

請賽」奪得季軍，參賽隊員為：劉倩瑩(4B)、林偲琪(5A)、陳宇君(5B)、勞嘉雯(5D)。 

 

十位同學獲（ＡＶＰ）銅章：  
本校10位中四至中七級同學，在過去一年間，熱心參與服務社會，不斷學習和成長，

在自信、溝通、貢獻、承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獲得了「香港青年獎勵計劃（ＡＶＰ）」銅

章。他們是： 

陳 綺 婷   鄭 宏 彪   程 中 汶   左 偉 力   蔡 楚 文  

黎 李 歡   梁 善 婷   蘇 煒 宗   丘 建 業   楊 家 欣  
 

姚俊勤同學獲選代表荃灣區出賽：  
5D 姚俊勤於暑假期間參加「荃灣區分齡羽毛球賽」，奪男子青少年組季軍，獲選代表

荃灣區參加全港分齡羽毛球比賽2004。 

 

新一屆領袖生大軍： 
經過訓導組老師嚴格甄選，本年度的領袖生隊伍已經組成，其成員名單如下： 

領袖生長：  黃加秋(6A)  陳珮宜(6B) 

副領袖生長：林清文(6B)  黃欣琪(6B) 

第一組 組長：盧志誠(4E) 劉翠容(4E) 

組員：朱鴻展(3D) 林小弼(4D) 嚴國良(4D) 彭武林(6A) 陳素婷(3D) 符寶文(3D) 

文海媚(3D) 溫家嘉(3D) 黃詠霖(3D) 施瑞琼(4D) 陳綺婷(4D) 劉慧妍(4D) 

劉奕孜(4D) 陳詩穎(4D) 賴尹旋(4D) 謝妍妍(6A) 蔡靜孄(6A) 徐佩如(6A) 

雲李花(6A) 
第二組 組長：林  洪(4D) 莫韻婷(4E) 

組員：郭天健(3D) 楊思遠(3D) 林一峰(4B) 康命傑(4B) 王裕笙(3D) 葉慧雯(3D)  

溫秀雪(3D) 黃樂宜(3E) 李嘉利(4A) 陳芷茵(4A) 陳賽岸(4B) 陳琪詠(4B)  

周矢律(4B) 陳芳萍(4B) 袁凱欣(6A) 范家汶(6A) 任凱雯(6B) 呂藹恩(6B)  

溫綽姿(6B) 
第三組 組長：吳家奇(4E) 勞異珮(4E) 

組員：劉浩德(3A) 曾小龍(3C) 林彥彰(6B) 陳淑貞(3A) 陳秀芳(3B) 吳燕婷(3B) 

陳映霖(3B) 陳善怡(3C) 蔡君雅(3C) 凌芷欣(3C) 蔡迎迎(3C) 黃珮琳(4E) 

沈秋雁(4E) 陳曉羚(4E) 麥嘉燕(4E) 林鳳妍(4E) 章寶虹(6B) 陳  丹(6B) 

陳婷婷(6B) 黃宜姝(6B)  
 

新一屆的領袖生在九月二十日由校長授章之後，已經開始執行職務，期望各同學來年

能夠繼續和領袖生合作，一同維持本校良好之紀律及純樸之校風。 

 
《清音》有錯字：  

「肄」音義，在學校學習稱為「肄業」。 

「肆」音試，放肆，無顧忌之意。 

肄業非「肆」業；可惜第20期《清音》出現了這個手民之誤，你能抽它出來嗎？謎底

在即將出版的《清音》裡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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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搬     ：  
圖書館三樓舊址即將進行為期一年的大裝修，而四樓新翼的臨時圖書館將於 10 月 18

日(星期一)投入服務。 

圖書館現在極需要同學們的支援，參加10月16日( 星期六 )早上舉行的「傳書搬書」

大行動。屆時將會組成一條人龍，將三樓書架上的書經同學的每一雙手傳遞到四樓新書架

上。如有興趣加入傳書搬書行列的同學，請盡快到圖書館向潘少玉老師報名。 

同學請緊記，10 月 14 日( 星期四 )在三樓舊址借書，到 10 月 18 日( 星期一 )就要到

四樓新翼還書了！ 

 

班網消息多，方便學生哥；一 click 現眼前，不再忘家課！ 
多謝每班的IT學生助理 (IT PREFECT)，為各班整理了班會網頁，內容豐富，包括： 

1. 最新消息 – 提供班內最新消息 

2. 電子家課冊 – 記錄每日功課、小測、默書等資料 

3. 測驗/考試範圍 – 記錄各級各科的測驗/考試範圍 

4. 測驗/考試試卷樣本 – 網上提供試卷樣本，方便同學參考 

5. 共享資源 – 存放老師課堂的電子教材 

6. 相片集 – 存放同班同學校內活動照片，例如：陸運會，外展日等 

班網網址存放於學校網頁內 http://pocawsc.edu.hk (選取班網圖像)，請同學定時瀏覽。班

網工程總指揮為何釗志副校長。 

 

保持課室清潔，齊把「污點」消滅─課室清潔比賽 2004： 
為加強品德教育，本校德育組及訓導處已於10月4日開始推行為期一年的課室整潔比

賽。比賽將以班為單位﹝中一至中五級﹞，由訓導處老師指導當值的中六級領袖生負責評

分工作﹝兩個小息及午膳時間分三次進行﹞。 

經統計後，訓導處將會每月公佈一次結果，每月全校得分最高的班別將獲頒授錦旗一

面，置於班中當眼地方，以茲表揚。旗幟每月於早會進行交接儀式，由表現最佳班別保存。 

請各班同心合力，保持課室清潔。 

 

The CD-Library is back! ( $5 一年任租英文 CD！) 
 This year, we move our counter back to the covered playground! A lot of CDs, VCDs and DVDs are 

waiting for you every Tuesday lunchtime, starting from 12:45-13:30! 

 Join us now for only $5 a year and you can borrow more than 100 famous collections of songs and 

films for no more charge! 

 Be ONE of us! Write down your name and class on the notice board in your classroom and we will 

contact you as soon as we can. 

 The deadline is 14 October! Act now!  

 
第一期「數學大激鬥」得獎結果： 
 由本校數學科舉辦的「數學大激鬥」，第一期冠軍為4D施俊安(100分)、亞軍為3D趙

汶樺(99.4分)、季軍為3D朱鴻展(99分)。第二期激鬥即將展開，請各同學作好參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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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Competition Begins (同學踴躍參加校際英詩朗誦比賽)：  
 Our students have once again come forward in large numbers to take part in the annual 

Speech Festival. We will have entrants in 22 categories, both Solo and Choral. The competition 

does not begin until November, but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coaches are already busily training 

before and after school, at lunchtime, and even in the morning recess.  

This year we have more students taking part in items they have not taken part in before, such 

as Shakespeare Monologue, Reading Commentary and News Commentary, a point which reveals 

that they not only enjoy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but they like to learn new things and welcome 

challenges too.  

 Good luck to all our competitors and their coaches (listed below). 

Coaches Ms Daisy Chan, Ms Joe Chan, Ms Chow, Ms Hui, Ms Ko, Ms Kwong, Ms Lee, Ms Liu, 
Ms Lo, Ms Mok, Mr Ng, Mr Woods, Mr Koo, Ms Lam, Ms Yu 
Solo :  
1B Fung Ka Man, Li Kim Man, Cheung Ting 
1C Sze Pui Shan, Tse Siu Yin 
1D Leung Abellanosa Vivian 
2B Tsao Hoi Ling 
2D Wong Ka Yan, Yung Ka Shuen, Ip Wing Sze, Chow Cho Yi, Tse Wai Ying, 
   Chiu Tsz Fung 
2E Ho Ching Ki 
3A Chan On Sang, Chan Suk Ching, Cheng Mei Si, Tsang Chun Kam, Ip Chui Shan       
3B Siu Siu Ling 
3D Chan Yim Yi, Wan Ka Ka, Wong Yu Sang, Yip Wai Man, Hui Wing Yan, Wun Sau Suet,
   Fu Po Man, Wong Wing Lam, Yeung Sze Yuen 
3E Leung Yee Ki, Tan On Ying 
4B Ho Sze Wing, Wong Ting, Ching Chung Man 
4C Law Siu Man, Chung Wai Yin 
4D Tsang Shu Wai 
4E Cheung Nga Ping 
5D Lam Ting Ting 
5E Wong Tang Tang 
6A Wong Chiu Fung, Yuen Hoi Yan, Ng Ka Chun  
6B Chan Pui Yee, Chan Pui Fun 
Choral: 

Competitors 

Form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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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觀校團報名表 

本人報名參加「家長觀校團」。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班級：中_____ (      )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入選與否，於該活動舉行前一星期通知。) 
 

以下由本校填寫： 

□報名已被接納，請依時出席  □ 報名未被接納，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