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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冰島故事  
國際經貿組織 (OECD) 測試全球中學生的數學水平，全世界都是男生數學成績

優於女生。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將不少人的目光聚焦到冰島西南海岸一條叫

Sangerdi的漁村。這地方離首都約一小時車程，住了1500人。 
 

Sangerdi 的女生的數學成績平均比男生高 30 分，十分觸目。難道這裏的女孩子

天生聰明，而男孩子特別愚笨？非也。 
 

原來這裏的男生，到了十四、五歲就「立志」出海捕魚為生，而女生則渴望脫

離漁村生活到城裏謀發展。讀好書是她們唯一的「入城券」。 
 

學校有見及此，專為男生設數學輔導班，效果甚差；因為男生覺得反正考不過

女生，全都放棄了。 
 

這個現象，並不只出現於冰島。瑞典北部的偏遠地區，男生普遍滿足於留在鄉

下樵獵渡日，而女生的目標是進城參與高科技經濟競爭，因而男生在傳統優勝的數

學，也大幅度輸給女生。教育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作木效應」(Jokkmokk Effect)。

( Jokkmokk是瑞典北部一個偏遠小鎮，因此而出了名，當地人不知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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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撥 30 萬予本校提升教學設備：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30萬，提升教學設備。本校將會購置更多電腦、打印機等資

訊科技設備，學生受惠之餘，亦可提高學校的行政效率，實在是可喜可賀。 

 

沈祖堯教授與中一同學分享《不一樣的天空》： 

中文科謝穗芬老師於4月30日(星期六，上午11時至12時30分)，帶領1A及1E兩班

共 64 位同學，到九龍余近卿中學參加「領袖閱讀大使分享系列之沈祖堯的天空」，與沈祖

堯教授分享其閱讀及寫作的歷程。2003 年的沙士疫症，沈祖堯教授領導威爾斯親王醫院內

科部的醫護人員，日以繼夜與病毒搏鬥，此事件令沈教授對人生有深刻的體會和領悟，並

把經歷撰寫成書《不一樣的天空》，這次分享會就是以此作為主題。 

本校提供旅遊車接送並津貼車費，現徵收每人十元正，敬希有關家長垂注。另 1A 及

1E兩班的女班長請於5月3日收齊款項並轉交謝穗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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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十名精英榜 (Second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名次 中 一 級  中 二 級  中 三 級  中 四 級  中 六 級 

1 曾麗雯 李雅妍 王裕笙 何鎧棋 林清文 

2 馮靜儀 楊曼筠 陳素婷 劉奕孜 熊志豪 

3 陳香如 文綺彤 鄧梓琪 黃麒光 鍾智維 

4 冼瑞宜 莊綽姿 文海媚 何詩穎 陳佩芬 

5 梁柏康 謝潤宜 嚴定匡 項浩江 曾志強 

6 歐芷杏 葉展鵬 伍家瑩 勞異珮 呂藹恩 

7 廖碧琪 陳偉洛 葉慧雯 郭清霞 徐佩如 

8 林博文 王穎欣 李珊 黃莉莉 左偉力 

9 梁慧雲 潘  昱 梁正南 陳曉羚 彭武林 

10 廖曉彤 顏兆軒 馬綺均 徐智傑 雲李花 

11 張齡傑 林靜雯 郭天健 梁善婷 ☺  

12 李翠華 陳卓群 蕭小玲 林倩君 ☺  

13 潘昭宜 容朗祺 蔡迎迎 溫婥淇 ☺  

14 林梓濠 周祖兒 陳嘉欣 曾舒蔚 ☺  

15 莫家偉 林君文 何嘉曦 冼嘉雯 ☺  

16 張家穎 關瑋昕 何玲玲 林冠峰 ☺  

17 鍾浩雯 梁蔚琦 鄭洭淇 潘卓見 ☺  

18 陳娉婷 武曉嵐 李美玉 曾偉鳳 ☺  

19 嚴舒婷 李嘉敏 蔡君雅 張雅萍 ☺  

20 伍靖雯 鄺靜文 伍雅儀 魏振庭 ☺  
 

中學生好書選舉結果： 

圖書館舉辦的「中學生(60本)好書選舉」(2004年11月8日至2005年3月11日) ，經 

已圓滿結束。(60本好書是經全港中學生及教師選出來，由教協提供資料。) 是次活動借書

次數共419次，有24位同學投票給自己最喜愛的圖書。 

借閱次數最多圖書是 ─《天作之盒：一個感動全城的愛情故事》，這是一本由影音使

團製作的電影改編而成的小說，被借閱24次，成為最受歡迎圖書。1D梁慧雲和3E李美玉

投票予最喜愛的圖書並獲得書劵乙張。恭喜！恭喜！  

以下是獲獎同學閱畢最受歡迎圖書後撰寫的感想： 

 

3E 李美玉 

這本書是描寫抗 SARS 英雄─謝宛雯醫生及其丈夫的愛情故事。因為謝醫生的堅毅性

格，和捨身救人的精神，使我閱讀她的愛情和信仰生活的時候，每每觸動神經，不能言語。 

 

1D 梁慧雲 

《天作之盒》所寫的是動人的愛情故事，集浪漫、信仰、真愛為一體，如實地勾畫出

真愛是如何親密，如何延續到地老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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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英文靠        ： 
學好英文要「多聽、多講、多讀、多寫」，為了鼓勵同學「多讀」，本校一直推行英語

廣泛閱讀計劃 (ERS –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每班獲分配不同的英文書，而所有書籍

均按深淺程度分為八個級別，分別為G、F、E、D、C、B、A、及X級。(G級最淺，X級

最深)。每級設測驗，測驗合格始可「升級」借閱更高程度書籍。 

中一級同學大多從F或E級開始。他們自從在去年十月參與閱讀計劃後，表現出色。

約八成的同學己讀完三十本英文書並升了一級，部份更完成了五十多本並升了二級。表現

優異的同學更達到了一般中學中二級學生的英語閱讀水平。 

級別 班別 學生姓名 

1A *馮靜儀 
1C *吳瑞嫻，*張盈盈 

C級 

1D 陳穎兒，方梓全，何靜，梁慧雲，*廖曉彤，*伍靖雯，*張齡傑 , *曾煒樂
1A 

 
周蓉蓉，蔡小翠，林君諭，林寶盈，譚蕙琪，鄧靄欣，王碧瑜，

楊綺雯，陳鴻業，鄭煒熙，何義俊，羅振誠，莫家偉，楊達成

1B 
 

 

歐曉春，歐芷杏，陳浩清，陳紅梅，張婷，朱穗欣，馮嘉敏，何佩霖，

劉玉映，羅德欣，梁穎彤，伍凱媚，冼瑞宜，冼穎詩，蕭穎，曾楚雲，

王宗琪，王曉怡，王玲玲，黃紫瓊，楊穎琦，易詠恩，嚴嘉烜，嚴舒婷

1C 
 
 

陳麗柔，*陳敏詩，鄭安怡，何安琳，林鳳英，劉曉恩，梁可欣，梁嘉雯， 

*凌嘉晴，譚家堯，*黃少麗，胡文希，袁嘉欣，張駿謙，*周卓霆，

*方豪毅，鄺展鵬，李浩正 

1D 
 
陳曉婷，陳雅怡，陳娉婷，張嘉珆，鍾浩雯，林曉渝，林思欣，李翠華，

梁思欣，吳思慧，曾麗雯，溫芷欣，葉子君，程穎軒，林博文

D級 
 
 
 
 
 

1E 陳琬彤，張家穎，周凱雯，馮曦听，鄺慧萍，黎穎珊，李敏珊，潘昭宜，
孫靜宜，余智瑛，陳家浚，羅昆碩，凌嘉傑，吳航 

* 己完成50多本英文書，並升了二級 

 

聽音樂、睇舞蹈、學英文： 

4月27日，音樂科主任周玉冰老師帶領3B及4E兩班同學到屯門大會堂欣賞美國楊百

翰大學青年大使表演。青年大使匯集了百老匯15部傑出作品中令人愉快的歌聲來歡慶生命

中單純的喜悅。演員演出精彩，音樂及舞蹈扣人心弦，同學們靜心欣賞，寓學於樂，反應

極佳！ 

 

跟老師學「護眼之道」： 

4月29日，中藥小組李進軒老師及家政學會嚴麗意老師合作舉辦「中醫藥與食療講座

─護眼之道」，除講授護眼知識之外，同學更可品嚐老師泡製的「補氣益眼雞蛋茶」呢！ 

 

誠邀你瀏覽家長教師會網頁： 

本 校 家 長 教 師 會 於 香 港 教 育 城 「 家 教 天 地 」 建 立 了 一 網 頁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resource/index.phtml?iworld_id=191&parent_id，內有家教會會議記

錄及各項活動的問卷調查結果，歡迎各位家長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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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柏斯(Perth)的日子： 
The Australian St John hosted an International Cadet Camp from 13 to Saturday 22 

January 2005 in Perth, Australia. A number of countries/c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Hong Kong, wer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e 3-yearly event. 

Ten cadet members were selected to represent Hong Kong to take p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Cadet Camp 2005. The 10-day programme included international quiz, first 

aid competitions, adventure activities, cultural exchange and sightseeing etc. It was an 

extremely good learning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4E 吳家奇和 6B 李曉蔚同學是本校聖約翰救傷隊資深隊員，今年初參加全港選拔，入

選為香港聖約翰救傷隊代表(全港共十人)赴澳洲柏斯參加三年一度的「國際急救交流比

賽」，學習新技能及與其他各國的代表交流最新的急救知識。以下是兩位同學用英文寫的感

受： 

Ten Days in Perth 
 

 

My role in this trip was to serve as an ambassador of the Hong Kong St.John Ambulance. If 

I were unable to communicate well in English, I would be a loser. 
 

During the trip, apart from learning more first aid skills, I made new friends fr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England, and Singapore. I put away all my shyness and tried my best to speak in 

English. In the ten days, I kept on talking with everyone nearby, even those who did not know 

me. After the trip, I had gained much more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By Ng Ka Ki, 4E)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trip, it was the World Wide Cadet First Aid Competitions. When our 

Hong Kong Team was competing, all of us were very nervous. I could still remember that when 

we finished the last task, all of us cried. We hugged one another and we were all in tears. It was 

our way to relieve our stresses. 
 

During the breaks, we practiced footdrill since we would have a footdrill performance after 

the competitions. We got a big hand even though we were only practicing! And of course, our 

foot drill performance was successfully done with loud cheers from everyone! I will never 

forget those happy days in Perth.                                  (By Li Hiu Wai, 6B)

 

申請下年度(2005-2006)學費減免、車船津貼、書簿津貼須知： 

(一) 曾 在 本 年 度 獲 得 資 助 的 申 請 人 (學 生 家 長 )，將於近期收到申請表格 B及有關

文件。若未收到，可電學生資助辦事處82267067或21506091查詢。 

(二) 所 有 未 曾 申 請 資 助 或 曾 申 請 而 不 獲 得 資 助 的 家 庭可取表格 A申請。表格 A

於五月五日在學校大門派發，派完即止。表格A亦可在各民政事務處索取。 

 

  注意：每一家庭只可填一份申請表。申請人請在五月尾前將申請文件直接寄回學生資 

助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