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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話 ： 點 解 佢 哋 會 「肥」 ？  
( 給 全 體 ， 尤 其 是 F.5 同 學  ) 
香港學生所受的最大威脅，莫過於英文「肥佬」，因為英文科合格與不合格的長

遠影響，分別之大往往有如天國與地獄。 

到底英文難在哪裏？ 

英文有四難關：聽，講，讀，寫。這四關之中，聆聽和閱讀屬於接收技能( receptive 

skills )，一定程度上，可以隱藏弱點，相對而言，失分較少。寫作和口語屬於產出技

能( productive skills )，假如不懂得「走位」，缺點弱處暴露無遺，失分容易得分難。 

我估計，以香港學生而言，即使在在較佳水準的中學( 或大專 )，大抵每十個學

生之中，閱讀過關的可以有九人，聆聽過關的有八人，說話( Oral )過關的有七人，

寫作過關的只有六人。 

我校同學的情況也是如此。每年總有二、三十位同學英文未能合格，就只差那

幾分，大都是寫作不小心失的分，太可惜了。 

怎麼辦？要自救，首先要清楚自己身處甚麼險境。要自救就要： 

(1) 大量的寫。沒有量就沒有質；寫多了，文筆自然就流暢了。 

(2) 寫完要校對，尤其是動詞verbs！這是救命環節！這是成敗關鍵！ 

所有同學都要認真地，大量地練習寫作，因為   

人人有危機，人人要自救； 

人人有出路，只要肯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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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家長出席本校畢業典禮：  
本校將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於禮堂舉行2003－2004年度的畢業典

禮，並邀得本校校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沈平教授擔任主禮嘉賓。所有中四至中七同學必

須出席，亦歡迎各家長參加。 

畢業典禮後在本校清園舉行新校舍落成揭幕儀式，並邀請畢業同學、得獎同學與師長、

校董、嘉賓敘舊合照留念。 

是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將舉行「校友回歸日」，師生校友將聚首一堂，交流近況，回顧並

展望母校的發展。 

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為學校假期，所有同學放假一天，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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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會大學來函嘉許我校畢業生：  
本校 01 年畢業生馮慧心及 03 年畢業生何麗霞，於浸會大學修讀傳理系學士課程；兩

人因成績優異﹝總平均分達A級﹞，榮登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浸會大學特來函

讚揚並感謝我校老師的辛勤教導，令兩位畢業同學能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礎。 

 

銀禧校慶文集《清風》第三期隆重出版：  
廿五周年校慶紀念文集《清風》第三期面世了。此期《清風》以懷舊玩意作為主題，

與讀者分享創作歷程：「玩具不斷改良，我們的文筆亦正不停改善，但我們永遠不忘我們的

最初」。《清風》所載的是兩屆（零二至零四年）作家班同學的作品，內容多元化，大至《家

國》，小至《安妮絲的火柴盒》；上至《木馬上的天空》，下至《嚴冬下的街角》；有喜《發

現快樂》，亦有悲《夕陽的淚水》。同學不同體裁的作品：新詩、散文、小說及人物專訪(如

溫暖人間出版社、曾繁光醫生、消防隊長胡麗芳、小說作家謝曉虹和潘國靈、漫畫家草日

等) 在《清風》中縱橫交錯，編織成一本內容豐富的文集。 

同學們可有想過來年加入作家班的行列，盡情發揮個人的才情呢！ 

 

11‧12「銀禧校慶長跑」安排： 
為慶祝廿五周年校慶及鼓勵同學多做運動，強健體魄，本校將於 11 月 12 日舉

行「銀禧校慶長跑」，同學全日穿著整齊運動服回校，當日的安排及長跑路線如下： 

時 間 表  
級別 

課節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七 

第一至三節 照常上課 照常上課 
第四至五節 校慶長跑 照常上課 
第六至八節 演講比賽 (地點：本校禮堂) 校慶長跑 

 

路 線 圖  
級別 長跑路線 
中一、二級男生 碼頭→麗城→碼頭 
中一、二級女生 碼頭→海濱( 北橋底 )→碼頭 
中三至中七級男生 碼頭→海濱( 北橋底 )→碼頭→麗城→碼頭 
中三至中七級女生 碼頭→麗城→碼頭 

 

 請各位家長沿途替我校師生打氣！ 

 

下月 15 日換冬季：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一)更換冬季校服，所有同學必須於此日期前作好準備，並於十一月

十五日起穿著整齊的冬季校服回校。 

 另鑑於有同學穿著不合規格的冷衫(例如：衫身太長、太闊)回校，訓導處再次提醒同學，

必須穿著本校指定式樣的冷衫回校，否則將視為違規行為處理，除扣分外，更會要求同學

重新購買合乎規格的冷衫。 

如家長或同學有任何疑問，歡迎向訓導處黃世雄老師或羅玉芳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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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屏障衛校園，同學成長更健康： 
本校操場貼近交通繁忙的大涌道，同學又要經常到校園外圍的行人道上練跑；為減少

塵埃與噪音對學童的影響，本校力爭當局在大涌道與本校校園之間種植高大密林一排，作

為減塵減音的屏障，造福學童。 

得本區議員陳金霖先生，熱心家長鄭榮宗先生聯絡奔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已於上月

種下樹苗，作為首階段改善措施。 

十月廿七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康樂事務經理楊仲文先生由陳議員，鄭先生及

李校長陪同到大涌道沿本校外圍現場視察，即場規劃「綠色屏障衛校園」的整體設計，相

信在不久的將來即可落實。 

這兩年，得到政府當局及地區熱心人士的支持，我校擊退「圍校行人天橋」，又成功爭

取「綠樹屏障衛校工程」，實是同學之福。數年之後，從校園外望，見到的再不是風馳電掣

的車輛，而是迎風搖曳的「綠色長城」，那將是一個師生嚮往的美妙的世界！ 

 

校慶系列之一：廿五年學生居所的變化  
以下是據本校中一學生居所類型做的調查統計結果，誤差約5 %。 

 年份 
居所類型 1984 1994 2004 

公共屋村 70 % 50 % 30 % 
私人樓宇 30 % 50 % 70 % 

                                  
二十年前，本校學生家長90%是勞工階級( 工廠工人，職業司機 )。近十年來，家長的

職業成份有了明顯的變化，目前公務員、文職人員、教師、商人的百分比已超過了50%( 高

於一般學校的平均數 )，家長學歷基本上都達到中學畢業，相當部份有大專學歷( 亦比一般

學校平均數高 )。這些數據，一方面反映了本校的發展，亦側面反映了香港社會以及荃灣

社區的變化。 

 

數學科培訓精英參賽： 
 本校數學科正為「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進行校內選拔，凡是中三級或以下(於

89年 9月 1日後出生)，對數學有濃厚興趣，或去年數學科級名次在前 20名內的同學，都

可於 11月 1日放學後到 411室向數學科鄭美玲老師報名。同學通過選拔，將被錄取成為本

校代表，再經賽前培訓及最後選拔，其中五名表現優秀的同學將可以代表本校參加比賽。 

 

中一全級學硬筆書法： 
本校中文科將安排中一全級同學，隨本校資深中文老師潘建源老師學習硬筆書法，詳

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2004年 11月 8日 (Day I) 第九節 本校禮堂 

 

 另同學需集體購買《千字文》一書以作練習，費用為每本 9 元 5 角，為方便處理，請

同學於11月2日繳交10元正予各班的中文科老師，餘款5角將撥作班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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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畫導賞：  
為提高同學對美術的欣賞能力，本校美術科將於十一月上旬在209室舉行世界名畫展。

展出百餘幅梵高、莫奈、大衛、迪加、齊白石等名家的精印作品，歡迎參觀。中一至中三

級將由美術科高永權老師親自導賞。 

 

高中睇《老竇》了解中國傳統儒家文化： 
 為啟迪同學思考儒家文化中的倫理關係，本校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老師特別安排中六及

中七兩級同學於 10月 10日前往大會堂欣賞由劇場空間演出的話劇《老竇》，並邀請了該劇

的導演張可堅先生及戲劇指導余振球先生於 10月 28日親臨本校，與高中同學作交流及引

導同學進行反思。 

 講者帶領同學討論劇中人物的安排、劇本設計及劇中所帶出的父子倫理關係，交流會

氣氛良好，同學獲益良多，本校在此特別鳴謝二人抽空到校指導。 
 

百餘同學積極備戰「中文朗誦比賽」：  
 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節即將舉行，本年度我校將派出1D及4B兩班參加集誦，另五十

多位同學則出戰粵語及普通話獨誦。現階段各參賽同學已積極備戰，期望能取得佳績，為

本校爭光。 

 指導老師及參賽同學名單如下： 

指導老師 黃振鋒老師、謝穗芬老師、黃子敬老師、黃麗萍老師、蔡潔瑩老師、張佩恩老師、
程兆麒老師、朱啟章老師、李進軒老師、張佩貞老師、黃玉瑜老師 
1A 王碧瑜、馮靜儀、楊綺雯、何源、黃巧兒、梁婉琪 

1B 張婷、陳香如、歐芷杏、袁紫楓 

1C 黃少麗、梁嘉雯、張盈盈、馬靜儀、馮期 

1D 陳雅怡、梁慧雲、林曉渝、蘇洛儀、張嘉珆、廖曉彤、黃碧怡 

1E 張家穎、陳晨 

2B 黃善妮、張寶萃、幸圓歡、李洛儀 

2C 余佩　、陳偉朗、陳英傑、楊康澄 

2D 奚夢奇、趙芷蔚、楊曼筠、文綺彤 

2E 江淑勤 

3B 張楚宜、李幗希 

3D 陳艷誼、溫家嘉、黃詠霖、劉燕翹 

3C 黃佩儀 

3E 陳凱棋 

4A 陳嘉欣、李嘉莉 

4C 鍾慧妍、羅少敏 

4D 曾舒蔚 

4E 張雅萍、黃莉莉 

參賽同學 

6A 林穎姿、黃婷婷 
 

首批書簿津貼已經發放：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安排以自動轉帳方式，將書簿津貼款項存入首批申請人的銀行戶

口；此批申請人子女的資格證明書是學校於 9 月 25 日或以前遞交該處的。過帳日期是 10

月20日，而存款代號是「TXBGR」，請各申請人留意。另本學年的各級書簿津貼額為： 

 中一至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全額津貼($) 2552 2622 1416 2152 1014 

半額津貼($) 1276 1311 708 1076 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