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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目標何在？ 
本校的教育目標是幫助學生盡量發展學業上及其他方面的潛質，使他們成為既關注

社會、具備知識技能、處事態度成熟，又追求積極人生的公民，從而肩負起對家庭、社

會、國家和世界的責任。 

(一) 幫助學生建立健康、正面的自我形象，引導學生自愛自重自信，肯定自我價

值； 

(二) 幫助學生培養一套正確的道德觀念和尊重法治精神； 

(三) 培養學生待人接物的正確態度； 

(四) 培養學生孝順父母和飲水思源的情操：加強他們對學校、社會和民族的歸屬

感； 

(五) 灌輸學生立身處世的基本知識，培養自學能力和求知精神，使他們終身學習； 

(六) 培養學生邏輯思考和應付壓力的能力； 

(七) 協助學生掌握計算能力和掌握「兩文三語」，即是既可以書寫順暢的中英文，

又可以操流利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八) 提高學生注重健康的意識，幫助他們發展良好的體魄和培養合作精神； 

(九) 發展學生的創作力和審美能力，並培養他們欣賞藝術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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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羽毛球隊勇奪「一冠、一亞、兩季、一殿」佳績：  
本校羽毛球隊於 2003 至 2004 年度校際羽毛球比賽取得了美滿的成績，女子甲組擊

敗眾多強隊，勇奪冠軍，隊員包括：5C張珮雯、5D勞嘉雯、陳佩芬、5E陳婷婷及6B楊

婉怡。其他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男子丙組 亞軍 1B 梁栢煒、譚祖文、1E 梁煒光、2B 蔡皓光、2E 梁以謙 

男子乙組 季軍 2E 黃弘山、3D 譚維傑、黃浩霆、4D 姚俊勤、張錦衡、4E 鄧洛軒 

女子丙組 季軍 1A 陳燕笑、2B 路善希、2C 區穎思、2D 周怡雅、2E 陳嘉茵、黃可欣 

女子乙組 殿軍 3A 何卓倫、3C 張雅萍、3D 林鳳妍、4D 鄧詠心、張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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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手球隊「六年不敗」：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分會舉辦的男子手球比賽，本校已連下兩城，取

得男甲及男乙冠軍，兩組的手球健將分別是： 

男甲 

3A 吳逸彬、3C 林小弼、3E 魏振庭、4A 陳昌義、4C 黃子振、李善恆、5A 解發、張祖山、

5D 陳健樂、邱進業、5E 江承聰、盧兆熙、6A 邱智超、6B 梁東沅 

 

男乙 

3A 王加偉、張俊龍、3B 嚴國良、吳峻翔、3C 蔡浩然、黃耀永、3D 林一峰、黃晨勇、

林輝、蔡輝龍、3E 林洪、鄧子渝、4D 何浩文、李駿彥、4E 張裕龍 
      

雖然男丙比賽尚未舉行，但本校已有足夠分數第五度蟬聯荃灣及離島區總冠軍，

完成「六連霸」的賽前目標。 

現階段男丙手球隊已加緊訓練，期望本年再奪「大滿冠」(男甲乙丙皆冠軍)佳績。 

 

1E 奪得「英語」校內定向冠軍！ 
七位完成了領袖訓練的中三級小領袖於去年12月15日，為中一級同學舉辦了一個

以英語進行的校內定向活動，每班的代表都表現出色；而經過這次活動之後，中一同學

對英文的興趣和信心，以及對學校的歸屬感都大大增加。 

經計算後 ( 將預賽的平均分加比賽當日的分數 )，比賽的結果如下： 

名次 班別 總分 班代表 

冠軍 1E 146.5 分 林嘉敏、杜杏媚、周廣榮、葉潤寧、容朗祺 

亞軍 1A 135 分 陳家傑、朱展鑫、朱華強、洪思聰、梁偉豪 

季軍 1B 134.5 分 蔡韻詩、陳家傑、陳基豪、陳高旭、溫浩樑 

 

校友追蹤 ─ 教師系列： 
 據不完全統計，數十位校友正在全港各大、中、小學任教，計有： 

潘烈文教授(醫學，香港大學)                   張斐怡教授(生化，理工大學) 

林璇蓉老師(中文，聖伯多祿中學)               張翠珊老師(生物，德貞女子中學) 

顏美狄老師(英文，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耿玉琪老師(生物，寶覺女子中學) 

范小鳳老師(英文，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林蓮芳老師(地理，大雄中學) 

陳鴻昌老師(數理，伊利莎伯舊生會中學)      許玉虎老師(體育，李兆基中學)  

趙懷信老師(數理，救恩書院)                  郭世明老師(體育，協和中學) 

黎穎茵老師(溫浩根小學)                      余美好老師(天佑小學) 

舒敬老師(石鐘山小學)  

當然還有在母校任教的陳建榮老師和陳傑康老師！ 

( 歡迎提供其他校友老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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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堂班」擴展至中一級： 
本校於上年度開始設立「留堂班」，成效頗高，所以本校將於 2 月 17 日（星期二）

起將「留堂班」擴展至中一級。同學須於第一節上課前繳交功課，欠交功課的同學除了

按校規處罰外，還須於即日放學後留堂，補做功課或其他作業。 

本校老師盡可能於早上以電話通知需要留堂學生的家長，並將有關事項記錄在學生

手冊內。因事未能即日留堂的同學須提交家長信解釋，並與老師聯絡安排補留日期。 

「留堂班」的時間如下： 

循環周一日 (Day I)：下午四時三十分至五時 

循環周二至六日 (Day II-VI)：下午四時至四時五十分 

遲到學生無合理解釋一律扣一分。 

 

數一數：你讀對多少個？ 
日常錯讀字： 

 

 
( 以上資料取材自「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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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旬一字：“detention”(留堂)的幾種搭配： 
1. A student will receive after-school detention if he fails to hand in homework. 

( 學生如果欠交功課便要留堂。) 

2. I can’t go with you because I have to serve detention after school today. 

( 我不能和你一起走，因為放學後我要留堂。)  

3. The boy is so naughty that he has been given detention / sent to the detention class by 

almost every teacher in the school!  

( 這孩子太頑皮，幾乎被學校每一位老師罰過留堂。) 

 

家長涼荼鋪─抗疫英雄沈祖堯教授談：「我的家庭生活和教子心得」 
 沈祖堯教授於 1983年在香港大學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

任。沈教授的太太是一位婦產科醫生，他們有兩名分別在本地學校就讀小二及小五的女

兒。以下是沈祖堯教授的家庭生活及教子心得： 

(一) 小朋友對父母的要求其實不多，只要父母肯花時間專心陪伴他們，他們就已

經很滿足及快樂。 

(二) 「我和太太都十分喜歡看書，女兒在家中常常看見我們在閱讀，不知不覺間

亦被我們感染，愛上閱讀。不過我覺得最大的動力還是她們從書本中獲得知

識的成功感。」 

(三) 家長不可給予子女太大的壓力，學習的目的並非為求名次，而是追求學問。 

(四) 「我鼓勵女兒參加比賽，讓她們嘗試成功，但更重要的是學習如何面對失敗，

因為人生總有失敗和挫折，我要從小鍛鍊她們面對困難時，有不屈不撓的毅

力。」 

(五) 「生命無常，我很希望年輕的學生們能愛惜自己的身體，好好珍惜與家人相

處的機會，把握時機與家人建立關係。」 

(六) 我鼓勵年輕人學習多付出，少批評。 

(七) 家長是孩子的老師，所以以身作則是十分重要的。 

 

鄭丹瑞出題，你答中有獎！  
 

取英文 26 個字母 A 至 Z，假如 A 是 1 分，B 為 2 分，C 為 3 分，如此類推……則 Z

為 26 分。 

問：「知識」、「勤力」、「態度」，何者值 100 分？ 
 

 請將你的答案及個人資料填入下表，並於 2 月 5 日或之前投入地下接待處「清旬收

集箱」內，即有機會獲獎。 

--------------------------------------------------------------------------------------------------------------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值 100 分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