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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情人節日記          
2006年2月14日 陰 
(一) 教統局質素保證視學組的一位督學大清早來電，提出一個十分特別的要

求。他們點了我校三位中、英語文老師的名字，請我安排讓教統局帶隊來校拍攝三

位老師授課及作簡短訪問，以作為評核優質教學的參考標準。 

原來，去年這個時候，教統局校外評核隊來我校視學五天，對我們的老師評價

很高：「教學活動設計多元化而富趣味，表現出色。個別教師的傳意技巧尤其突出，

充滿個人魅力，為學生積極投入課堂學習，提供強大動力。」 

外評隊視學人員走訪全港中學，評核過的老師可謂多矣。一年之後，他們對我

校語文老師的教學風範念念不忘。今天特來電要求再作示範存真，可見我前線同事

功力深厚。我坐享其成，既幸又愧。在我的游說下，三位老師答應了拍攝要求，但

發出禁制令，不得張揚她們的名字。 

(二) 渣打馬拉松前天舉行，全程42公里，由尖沙咀開始，跑過青馬大橋再折返

過西隧抵金紫荊廣場。據知，此項賽事的參加者有三分之一中途退出。今天打聽了

一下，確知我校有何釗志副校長和盧適之老師在四小時之內跑畢全馬42公里，另有

袁力康老師參加半馬（21公里），程兆麒老師和張佩貞老師參加10公里賽事，各人

成績一年好過一年，表現出堅毅積極的人生觀，真是不簡單。 

(三) 今天見到不少老師收到同學的鮮花和朱古力。氣氛和諧，感覺很好。 
 

「道路常識比賽」本校榮獲亞軍  
荃灣區議會於本月十二日舉辦荃灣區道路安全嘉年華「道路安全常識問答比賽」，競爭

非常激烈，得勝隊伍是： 

冠軍：資深少年警訊A隊；亞軍：王少清中學；季軍：安柱中學。 

本校出賽代表是中四級的陳艷誼、陳秀芳、劉志豪；榮獲亞軍，獲獎書卷 600 元及紀

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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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比賽六位同學獲得優異獎  
荃灣區倡廉活動寫作比賽六位中二同學獲得優異獎，他們是：王曉怡、楊穎琦、黃紫瓊、

廖曉彤、張嘉珆、劉曉恩。 

 

校友追蹤  
上星期，多位校友回母校協助老師工作。 

（一）黃碧君校友在英語早會(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EMA)以英文向同學介紹學好外語

在酒店行業中的重要作用。 

      黃碧君校友是八十年代畢業生，現任凱悅酒店集團中國區營業主管。 

（二）余夢校友（1996, 7B）畢業後加入港龍航空爲空姐，因工作熱誠，而且英文和普通話

了得，已連升數級，成爲港龍航空最年輕的機艙總管，兼負責招聘及面試求職申請

者。   

 本校畢業生，除了余校友，另外還有莊盈盈等四人目前在港龍任空姐。 

余夢校友探訪老師之餘，並安排回校向同學介紹航空服務業。 

（三）黃嘉欣校友（2002, 7A）目前在香港教育學院修讀教育學士課程，近期逢周三回母校，

協助老師工作，以積累學校經驗。 

（四）陸鎮強校友（1999, 7A）香港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加入某大出版集團任編輯，近期回校 

爲中五同學辦經濟科溫習班。 
 

捐血救人，師生義不容辭： 
 二月十六日(星期四)，香港紅十字會流動捐血隊到校，60多位教職員及同學自願捐血，

紅十字會負責人予以好評，並代病人向本校師生致謝。 

捐血者芳名如下： 

教職員 李民標校長、陳紹基副校長、何釗志副校長、袁力康老師、張佩貞老師、周詠麟老師

學  生 4B 
楊家雯   
4D 
江嘉婕 蕭錦蝶 溫秀雪 麥雪英 董加晧 陳魯閩 
4E 
張幗翹 黃麗冰 梁瀚滔  
5A 
楊子維 關慧珊 陳艷明 蔡春華 陳斯瑋 方金平 蕭明傑 徐毅林 黃展輝 何穌憫 

李育菁 黃浩霆 金晨璐 林沛中  
5C 
羅少敏 吳柏泉 何穌惠 李兆婷  
5D 
徐智傑 魏振庭 張俊龍 林小弼 譚維傑 陳綺婷 王婷 曾舒蔚 施瑞琼 
5E 
莫韻婷 徐淑瑩 黃珮琳 黃莉莉 蔡輝龍 張福順  
6A 
許俊翹 黃斯麗 陳嘉愉 
6B 
曾慶忠 張錦衡 黃慧心 劉振豪 黃艷玲 楊泳軒 黃艷婷 張庭筠 葉凱帆 姚俊勤 

李慧櫻 



 
 

 

《清旬》第九十四期                           第三頁                         二零零六年二月廿日 

你有興趣看《電子世界的奴隸》嗎？  
在這「電子世界」年代，資訊科技佔據了生活中各個領域，拉近了人際關係的距離，

消除了地域之間的阻隔。青少年的自控能力欠佳，容易淪為電子世界的奴隸。《電子世界的

奴隸》（區佩嫦，區佩琼著）探討電子世界對青少年的影響，爲真實個案改編。博益出版，

定價＄42。 

內容簡介： 

    中二男生於午飯時間利用學校公用電腦上載色情相片；網路遊戲武器被盜，中一男生

情緒失控大鬧課室；與同學結怨，中一生濫發過萬電郵大報復；學生設立「地下網」大肆

批評校內老師，老師大感頭痛；中三女生利用網上日記，將家中煩惱事一一公開，父母私

隱無人不知⋯⋯ 

 

扶輪社獎學金接受你申請：  
$30,000 Rotary Club Scholarships: Open for Application  
自2002年開始，灣仔扶輪社每年向我校兩名同學頒發英國英語課程獎學金。獲獎者都

是品學兼優，操行甲等，課外活動及服務紀錄良好。2005年，3D陳素婷同學及4B郭清霞

同學為獎學金獲得者。兩位同學於七月至八月赴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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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獲獎同學在灣仔扶輪社大會以英語報告赴英學習體會，並負起文化

大使的責任，推動本校同學英語學習和國際交流。曾經獲獎的黃雪儀及黃騰騰(2002 年)、

余翠敏及黃莉莉(2003年)、陳佩芬及符寶文(2004年)同學都以「畢生難忘」來形容獲獎赴英

國進修的感受。鑑於本校獲獎同學表現優異，灣仔扶輪社將繼續獎勵本校同學赴英進修英

語。 

The Rotary Club of Wanchai is very generously making awards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 by students of 

our school to go on an all-paid-for, three-week language study vacation in England this summer. The total 

cash value of each award will be around HK$30,000. Contact your English teach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Selection criteria are: 

1. Applicants should be among the top 10 % in Form position. 

2. Conduct: A. 

3. Good record of service and leadership. 

4. Financial needs: Applicants would otherwise be unable to undertake such vacation without the Award.

5. Recommended by at least five teachers. 

6. Able and willing to serve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7. Be 17 years old or under. 

Teachers please make the information known to all students and encourage potential candidates to apply.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sit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conducted by Directors of the Wanchai 

Rotary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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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清旬》的出版日期為3月10日，敬請各位留意！ 

學生申請翻新的電腦  
有需要的學生可申請翻新的電腦。申請的學生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家中沒有桌上電腦 / 筆記簿型電腦 

及 

2.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 

3. 獲高中學費減免計劃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資助；或 

4. 獲校長或註冊社工推薦的有特別需要的家庭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將負責把捐贈的舊電腦翻新及安排運送往受惠家庭。有關申請表格

及申請程序詳情，請瀏覽計劃網址http://www.pc-recycle.hk。 

 

教仔五大錯誤                     （心暖心輔導中心提供資料） 
這一代父母投放較多資源在孩子身上，但出現不少謬誤，效果適得其反。 

謬誤1  凡事都讚賞 
動輒就予孩子稱讚和獎賞，有時會弄巧成拙。係又讚唔係又讚，孩子的抗逆能力不升

反降。因此，家長稱讚孩子時，要留意他所稱許的行爲是否屬實，所讚的是否有根有據。 

謬誤2  凡事都要識 
家長往往會替孩子報讀大量興趣班，希望及早爲孩子締造優勢，爲未來鋪路！家長應

考慮，孩子所學的對他的未來是否真的有用。還是出於家長的補償心理？在爲孩子選擇這

些興趣班時，宜從孩子的個性特點、個人能力出發，凡事量力而爲。 

謬誤3  凡事巧安排 
部分家長太著緊孩子，或怕他浪費時間，事無大小亦爲孩子妥為安排。把兒子的日程

填得密麻麻的，丁點兒私人空間也沒有；兒子就彷彿一個傀儡，完全沒有權利選擇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若家長凡事都妥為安排，孩子便難以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謬誤4  凡事都尊重 
有些家長採取民主的教養方法，即使對年幼的孩子，也事事先向他徵詢意見。但同時

又經常投訴孩子難教、揀飲擇食。在尊重孩子的同時，應讓孩子明白要人家尊重你，自己

同樣需要尊重別人。要是不加以教導，任其隨意發展，便難以在孩子的成長階段培養出忍

耐、自我克制等重要個性，會令孩子早晚成為一個任性的人。 

謬誤5  凡事以孩子為先 
家長凡事均以孩子的事爲優先，不獨會影響夫妻感情，更嚴重的是，孩子不知不覺之

中汲取了父母輕視祖父母及其他親友關係的身教；待孩子長大，同樣不懂尊重父母及親友

的需要。父母親最重要的是爲孩子提供一個適合的成長環境，而不是替代孩子長大；不如

就放手讓孩子自然的成長吧！                                       （原載《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