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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我是幸運的 
十一月廿二日畢業典禮圓滿成功；英語文集《Echoes in the Wind》的發刊儀式和家

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也順利舉行了。 

有來賓 (外校校長) 說：「合唱團氣勢磅礡，水準上乘。」 

校監說：「管樂團進步明顯，令人欣慰。」 

校董說：「師生喜氣洋洋，溫馨融洽。」 

主禮嘉賓說：「英語文集質量高，在 EMI 也不多見，以 CMI 而言更是空谷足音；所

見學生紀律良好，合唱團訓練有素。李校長必有一班好同事協力拼搏。」果然是教育界

行家，一語中的！ 

本校在進步，許多時聽到多方面對個人的溢美之詞，我的回應都是：「全因為有一班

好老師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學生付出。我，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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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文集《Echoes in the Wind》出版了： 
 由本校師生籌備了一年的大型英文文集《Echoes in the Wind》(《風中的回音》) 已

經印刷完成，十一月廿二日在本校紫荊園進行了發刊儀式。《Echoes in the Wind》是本校

同學自己寫作、自己插圖、自己打字、自己編輯的英文創作結集，全書 176 頁內容包括

評論、詩歌、話劇、短篇小說等。十一月廿一日英文《南華早報》作了顯著的報導。 

 此外，教統局首席教育主任Mr Simon Tham (負責外籍英語教師招聘安排)，對我校

這本學生英文文集極表欣賞，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嘉許本校師生。他說：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Echoes in the Wind. I have dipped into it and was 

impressed by the diversity and creativity of the content, and am heartened to know that your students 

(our students in Hong Kong)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such good work. They are to be congratulated. I 

shall be reading all of them during my lunch breaks.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e budding poets like Matthew Au, Florence Ngan and Catherine 

Lau, to name just a few. Please continue to nurture them.” 
 

 (同學或家長如有興趣，可向校務處領取文集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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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朗誦比賽捷報：九冠、四亞、九季！ 
 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比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本校於比賽中段已取得了極佳的成

績，實屬可喜可賀。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獎項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粵語朗誦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1C 文綺彤 張佩恩老師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1C 張  彤 張佩恩老師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1C 江淑勤 張佩恩老師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C 趙芷蔚 張佩恩老師 

中四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4B 鄧  璐 黃麗萍老師 

普通話朗誦 
中三、四級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3A 黃曉晴 黃子敬老師 

中一、二級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1D 奚夢奇 蔡潔瑩老師 

英文朗誦 

中二級英詩獨誦冠軍 2C 符寶文 周嘉慧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冠軍 2D 梁綺淇 Mrs Cottone 

中二級英詩獨誦冠軍 2D 鄧安盈 莫少瑛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冠軍 3A 黃曉晴 黃鎮江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冠軍 3B 鍾慧妍 廖陳小娟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亞軍 2D 陳善怡 徐笑珍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亞軍 2D 蔡君雅 徐笑珍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亞軍 3B 何詩穎 谷嶺昭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C 黃詠霖 陳惠姿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C 溫家嘉 陳惠姿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E 溫秀雪 莫少瑛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B 陳曉羚 廖陳小娟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B 劉奕孜 廖陳小娟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B 莫韻婷 許善秀老師 

中六、七級英文散文獨誦冠軍 7A 許以霖 Mr Woods 
 

「荃灣區田徑公開賽」創佳績： 
 本校田徑隊於荃灣區田徑公開賽 2003中勇奪多個獎項，成績美滿。獲獎名單如下： 

獎項 學生姓名 

女乙 400 米冠軍 5D 勞嘉雯( 破大會紀錄 ) 

女乙 800 米冠軍 5D 陳佩芬 

女乙 100 米季軍 4B 廖雯珊 

女乙標槍亞軍 4A 劉麗珠 

女乙標槍季軍 5D 陳佩芬 

女丙 4x100 米冠軍 2B 路善希、2C 區穎思、2E 劉家瑤、3C 陳斯瑋

女丙 100 米亞軍 2B 路善希 

女丙跳遠亞軍 2E 劉家瑤 

男丙 400 米亞軍 3C 黃耀永 

男丙 100 米亞軍 3C 蔡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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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研究本校英文科教學經驗： 
 香港大學受教統局委託研究全港中學英語教學的好經驗，旨在找出促成學生英文水

平上升的有效方法及政策，再向其他學校推介。經過第一階段的調查，選出本校為「英

語水平明顯進步學校」之一，現展開第二階段研究。  

 港大教育學院英文系已派員訪問校長，搜集數據，並於十一月廿五至十二月八日到

我校全程錄映羅玉芳老師及莫少瑛老師所有英文課堂教學情況，並將觀察到的好經驗向

教統局報告，以收提升英文教育質素之效。 

這項研究由港大教育學院徐碧美教授及湯建國博士統籌。 

 

校友追蹤：從王少清冠軍跳到全港冠軍 
郭世明校友二十年前在本校就讀，是體育能手，跑跳皆精。她在1985年創下的本校

女子甲組跳高紀錄(1.52m)，至今尚未有後來者打破。 

郭世明校友畢業後考入教育學院，不久成為全港女子跳高冠軍，1992 年巴塞隆拿奧

運，她僅以2cm之微未能入選參賽，視為憾事。 

郭世明校友現為協和中學教師；她於1999年全港教師運動會所創的女子教師B組跳

遠紀錄至今尚未被打破。 

 

中一、二級「升學及就業訪問報告比賽」：  
為鼓勵同學自我發掘升學及就業資訊，本校升學及就讀輔導組特別為中一及中二級

同學舉行「升學及就業訪問報告比賽」。同學須訪問最少一位親友，了解其升學或就業情

況，並完成報告交班主任，截止日期為十二月十二日。每班完成最多訪問報告的三位同

學將會獲得「個人大獎」；另頒發「全級大獎」予完成最多訪問報告的班別，請各同學踴

躍參加！ 
 

「性教育」活動周： 
 本校生活教育科、輔導組與家計會合作舉行「性教育周」，目的是向全校同學灌輸正

確的性知識，活動的安排如下： 

(I) 大型主題活動 
日期 時間 活動 對象 地點 負責老師/同學 
1/12 (Day 5) 2:20–3: 40 青少年與避孕 5B, 5D, 5E 禮堂 吳姑娘 
3/12 (Day 1) 3:00–4:30 色情文化 F.4 禮堂 吳姑娘 
4/12 (Day 2) 10:45–12:05 性騷擾 F.6 & F.7 禮堂 吳姑娘 
4/12 (Day 2) 2:20–3:40 青少年與避孕 5A, 5C 禮堂 張老師、周老師 
 

(II) 小型主題活動 
日期 時間 活動 對象 地點 負責老師/同學 
1/12 (Day 5) 12:45–1:30 攤位遊戲 全校 紫荊園 同行閣 
1/12 (Day 5) 4:00–5:30 電腦光碟《最佳情人》 全校 MMLC 同行閣 
2/12 (Day 6) 12:45–1:30 「心思思、我想知」午間廣播 中一 禮堂 蔡老師、張老師、高老師

2/12 (Day 6) 4:00–5:30 電腦光碟《解毒媒體》 全校 MMLC 同行閣 
3/12 (Day 1) 12:45–1:30 「心思思、我想知」午間廣播 中三 禮堂 許老師、謝老師 
4/12 (Day 2) 12:45–1:30 「心思思、我想知」午間廣播 中二 禮堂 趙老師 
4/12 (Day 2) 4:00– 5:00 電影欣賞《情色「友」惑》 全校 流動圖書館車同行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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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樂飄飄處處聞—One Two 唱歌學英文！ 
音樂科周玉冰老師和附加英語科陳惠姿老師組識中一和中二所有同學欣賞著名電影

《The Sound Of Music》，然後教唱教讀各首名曲。同學要唱，要背還要默！而且是今年校

內音樂比賽中一、二級指定參賽歌曲！ 

香港大學法律系主任陳文敏教授特別推薦中學生唱《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插曲。他

說：「《仙樂飄飄處處聞》是百看不厭的經典之作，電影中的插曲均旋律優美，悅耳動聽。

廣受小朋友歡迎的有Do-re-mi、My Favourite Things、The Lonely Goatherd等，有極富家國

情懷的 Edelweiss、寫少女芳心的 I’m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還有勵志的 I Have 

Confidence in Me、Climb Every Mountain等。除了歌曲悅耳外，歌詞更是優雅動人，記得

當年念書時，這些歌曲便是學英文的上佳材料。」 

 

推廣閱讀風氣，書展反應熱烈： 
 本校圖書館特別安排巧思圖書公司，於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本校舉行書展，師

生反應熱烈，出乎書商意料之外，共售出書籍約三佰本，令書商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對此

表示衷心的感謝。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在中文科謝穗芬老師的悉心指導下，2C黃詠霖、陳素婷、6B余彩鳳及梁庭銓四位同

學，將於 12 月 7 日代表本校到陳樹渠紀念中學參加「全港青年演講比賽」。現階段他們

已積極備戰，期望能創出佳績，為本校爭光；請各同學為我校代表打氣！ 

 

「作家班」活動一覽： 
 本校「作家班」在黃麗萍老師及名作家周淑屏小姐的帶領下，將進行一連串「人物

專訪」活動，藉此搜集寫作素材及學習撰寫人物專訪的技巧，各項活動的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訪問對象 地點 

11月29日(星期六) 上午10時至12時 溫暖人間出版社 灣仔 

12月 4日(星期四) 下午4時正至5時30分 高級消防隊長胡麗芳小姐 本校 

12月13日(星期六) 下午1時30分至4時正 著名作家曾繁光醫生 本校 
 

 首兩項活動為「作家班」而設，而訪問曾繁光醫生的活動則歡迎全校同學參加，有

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12月8日前向C房黃麗萍老師報名。 

 

What kills more? 誰殺人更多？有答案了！ 
 上期《清旬》問題： 

What kills more people each year than AIDS, alcohol abuse, car accidents, murders, suicides, illegal 

drugs, and fires combined? 

什麼東西每年殺人比愛滋、酗酒、車禍、謀殺、自殺、毒品和火災的總和更多？  
 

答案(以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莉Hilary Clinton提供的為準)是 tobacco use / smoking / 

吸煙。答中者為 2C溫家嘉、4A張升文、4E溫家樂及 5C黎浩謙，請於 12月 3日前向校

務處關小姐領取紀念品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