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旬》第四十二期                         第一頁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 

 

 

 

◆◆◆◆◆◆◆◆◆◆◆◆◆◆◆◆◆◆◆◆◆◆◆◆◆◆◆◆◆◆◆◆◆◆◆◆◆◆◆◆◆◆◆◆◆◆◆◆◆◆◆◆◆◆◆◆◆◆◆◆◆◆◆◆◆◆◆◆◆◆◆◆◆◆◆◆ 

校長話：手心向下的人 
上世紀中葉：蔣經國先生向台灣的年青人做過一次著名的演講，他說：人類可以很

簡單的分成兩種：一種人手心向上，另一種人手心向下。手心向上的人整天拿自己和別

人比，而且一直和比自己強的人比。這樣，就總覺得自己的聰明才智不如人，自己的樣

貌不如人，別人的家境比自己強，別人的運氣比自己好，老師也比較偏袒別人；結論就

是上天不公平，人間也不公平。上天欠他的，人間也欠他的。於是，他從早到晚都伸出

手，而且是手心向上，向上天要討公道，向人間要討公道。其實，這種手心向上的人真

是可憐，因為他們的心靈是貧乏的，活像乞丐，一天到晚向人伸手。 

相反，手心向下的人就不一樣，早晨一起來，從頭數到腳，他覺得每種東西都是上

天的恩賜，都應當存感恩之心。他又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因為他逃過了許許多多別人所

受的苦難。他的心靈從早晨開始，就作著助人的準備。他的手心是向下的，準備付出自

己所有，給予世界援助，造福人群。 

我們要做一個手心向下的人，不要做一個手心向上的人。( 據郭昆如著《人生哲學》) 

就在我們的周圍，有不少手心向下的同學，默默無言地為大家服務。如果你從來沒

有留意，可以在這一期的《清旬》裡找到他們的名字。 

◆◆◆◆◆◆◆◆◆◆◆◆◆◆◆◆◆◆◆◆◆◆◆◆◆◆◆◆◆◆◆◆◆◆◆◆◆◆◆◆◆◆◆◆◆◆◆◆◆◆◆◆◆◆◆◆◆◆◆◆◆◆◆◆◆◆◆◆◆◆◆◆◆◆◆◆ 
 

四位同學獲選接受「特別資優學生培育」： 
3B黃莉莉、周家祈、4D姚俊勤及張庭筠同學已順利獲選參加由教統局舉辦的「特別

資優學生培育計劃」。 

計劃會因應「特別資優學生」的特徵和需要而籌劃一系列培育支援活動，例如：「卓

越領導才能培訓」、「卓越數學培訓」、「卓越科學培訓」及其他多元化的培訓活動，以培

育在領導才能、數學或科學方面具有極高潛能及傑出表現的學生。此外，計劃亦會為學

生家長及教師提供相關培訓，使「特別資優學生」在家庭及學校均能得到相應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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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球隊精英梁東沅及黃子振獲選代表香港出賽： 
本校手球隊於農曆新年期間參加「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並獲得殿軍。 

另隊員6B梁東沅及4C黃子振更因表現出色，獲選進入「香港學界代表隊」，將代表

香港出戰「港澳埠際賽」。 

 

1E、2B 奪「升學及就業訪問報告比賽」全級大獎： 
為鼓勵同學自我發掘升學及就業資訊，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特別為中一、二

級同學舉行「升學及就業訪問報告比賽」。經點算後，完成最多訪問報告的班別為1E(113

份)及2B(110份)，分別奪得「全級大獎」，全班同學皆獲贈精美實用光碟乙隻；另每班完

成最多訪問報告的同學亦可獲獎，以作鼓勵。 

兩級同學共繳交了 657 份訪問報告，參與踴躍；報告內容亦見詳盡有趣，通過是次

比賽，同學皆獲益良多。 

 

物理科利用 IT 教學，網上挑戰夠刺激： 
 物理科與某大出版社合作為本校中三及中五級同學提供「網上物理戰場」，學生在

MMLC 對著電腦答 MC 題，每次半小時答題三十條，練速度又練準確度，即答即知個人

結果及全班排名，勝負立見，緊張刺激！同學反應正面積極。 

 

中六級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04」：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安排中六級同學於2月19日下午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04」，此博覽會的參展團體來自不同的商業組織、政府部門、半官方機構、專業學會以

及本地及海外的教育和培訓機構等。中六同學可直接從各參展團體取得最新的教育、培

訓及就業資料，以作未來升學及就業計劃的參考。 

 

校友追蹤 ─ 醫生系列： 
 據不完全統計，多位校友已完成醫科訓練，分別於公立醫院或私人診所為市民服務，

計有： 

林龍如醫生     劉榮幹醫生     黃慶昌醫生 

陳嘉敏醫生     姜振北醫生     何耀華醫生 

孫澤雲醫生     邵瑞昌醫生     羅麗華醫生 

 另外，目前有兩位校友正在醫學院受訓，她們是蕭桂儀( 中大醫學院 )和余黃莉( 港

大醫學院 )。 

( 歡迎提供其他醫生校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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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英文有渠道 ─ 每日睇《南華早報》：  
1. 為鼓勵讀報學英文，本校每星期為同學訂閱《南華早報》1300多份。 

2. 本年1月2日本校中三同學鍾慧姸、曾舒蔚和中四同學黃騰騰獲邀到《南華早報》

編輯部參觀，開拓視野。 

3. 2 月 26 日下午莫少瑛老師率領 27 位同學前往《南華早報》的大埔廠房，參觀該報

紙印製全過程。 

4. 3月24日 ( 3：30 - 4：30 pm )《南華早報》編輯部將會派員到本校禮堂向中六和中

四演講「如何運用《南華早報》學英文」。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上榜嗎？ 
他們並不是朗誦冠軍，又不是音樂比賽冠軍，也不是田徑比賽和球類比賽的冠軍。 

他們從不標榜自己的表現。他們是一群默默在我們身邊發揮著樂於助人精神的「無

名英雄」。 

感謝他們，我們很多同學的失物可以尋回。 

 感謝他們，我們許多的服務活動得以完成。 

 他們是「手心向下的人」。 

 他們是： 

7B 錡金文 ( 獲最熱心服務獎 ) 

拾遺不昧好人榜  

7 A 吳 志 遠 、 王 曦 、 6 A 劉 倩 怡 、 黃 頌 文 、 6 B 林 浩 、 王 智 生 、 葉 煥 浩 、 彭 定 邦 、

5A 古志傑、5B 何達明、4C 陳銘賢、3B 盧志誠、范家暐、3D 林奇賢、3E 王愛弟、2A 鄧卓謙、

林強、2B 李幗希、羅子呈、2C 朱鴻展、嚴定匡、2D 麥雪英、陳凱棋、陳淑貞、

2E 黃麗冰、溫秀雪、楊殷碩、1A 陳燕笑、1B 梁栢煒、王恆創、王蘊兒、陳基豪、1B 江雪梅、

1C 古遠龍、黃建勳、關曉彤、顏兆軒、1D 江家瑩、1E 林嘉敏、李洛儀、林浚豪、林龍威

 

中七同學上戰場，全校同學支持你！ 
 中七模擬考試(Mock Exam)已於 2月 19日正式展開，至 3月 2日結束。之後中七同

學將會同赴「戰場」，應付「高級程度會考」(A-level)；惟同學並非孤身作戰，因背後有

全校同學的支持、鼓勵。我們並已約定明天相會，在大學！ 

 

潘烈文校友忠告：雞蛋雞肉勿生吃 
本校校友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助理教授潘烈文表示，確有研究顯示在冷凍雞肉亦發

現禽流感病毒，但病毒只屬少量。他並指禽流感病毒只要高溫亦會失去感染力，故雞肉

甚至雞蛋和雞血，只要徹底煮熟便可安全食用，但如市民要食用雞刺身等生肉，便要自

行衡量風險。 

他並提醒市民處理雞肉時亦不可掉以輕心，須將生肉和熟食分開存放，並將其包好，

避免血水沾到其他食物，處理生肉後亦必須洗手。(見 2月 1日《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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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音樂節，本校參賽人數破紀錄！ 

本校今年共派出一百多位同學參加「03-04 校際音樂節」，現階段各參賽同學已積極

備戰，期望能奪取佳績，為本校爭光。參賽同學名單詳列如下： 

合唱團 
合唱團組別 級別 項目類別 比賽日期/地點/時間 伴奏 

初級合唱團 A 隊 F.1-2 女聲合唱 27/2 Tuen Mun Town Hall 9：15 am 魏安娜

初級合唱團Ｂ隊 F.1-2 民謠聖詩 12/3 Tuen Mun Town Hall 2：15 pm 魏安娜

高級合唱團 F.2-6 混聲合唱 2/3 Tsuen Wan Town Hall 10：40 am 陳雅婷

高級合唱團 F.2-6 民謠聖詩 2/3 Tsuen Wan Town Hall 6：50 pm 陳雅婷
 

獨唱/二重唱 
2D 張燕萍 2C 黃詠霖 3A 黃曉晴 2C 符寶文 

2D 蔡君雅 3D 陳嘉欣 4A 葉頌恩 4D 張庭筠 

4D 蔡穎妮 4D 謝珈瑤 3B 鍾靜雯 3B 鍾慧妍 

3B 曾舒蔚 4C 余翠敏 4D 劉振豪 6B 余彩鳳 

5C 曾舒薇 3A 何卓倫、3C 黃諺姿 3B 曾舒蔚、3B 鍾慧妍 2C 符寶文、2D 陳善怡

3A 黃婷、3A 施瑞琼 1D 江家瑩、1D 劉欣瑜 4A 葉頌恩、4D 蔡穎妮 ☺ 
 

樂器比賽 
姓名 參賽項目 姓名 參賽項目 

2C 余嘉豪 中級圓號、四級鋼琴 2A 許詠琪 三級鋼琴 

1D 余盈慧 初級柳葉琴 1D 盧書研 四級鋼琴 

3B 陳曉羚 鋼琴奏鳴曲 2A 魏安娜 八級鋼琴 

2D 陳凱棋 四級鋼琴 2C 沈嘉敏 六級鋼琴 

2C 鍾敏婷 七級鋼琴 ☺ ☺ 
 

每旬一字 ─「地理」和「幾何」本是一家親：geometry 
Geography 是「地理」；geology是「地質學」；可知 ‘geo’指「土地」。 

Geometry是「幾何學」，名字含有 ‘geo’在內，是不是也和「土地」有關？正是！ 

原來古埃及尼羅河因泛濫而地界湮沒，每年都要重新丈量農田，這種丈量土地的原

理發展成為學問，稱為 geometry：‘geo’=「earth」，‘metry’=  measure。 

漸漸 geometry發展成為數學的一個重要部份。明朝時，義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向徐光

啟介紹西學，徐氏把 geometry譯為「幾何」，沿用至今。 

所以說「地理」和「幾何」是親兄弟！Miss 謝和廖 Sir如此融洽，原因在此乎？ 

 

「家長教師會燒烤晚會」氣氛熱鬧： 
 家長教師會於 2月 13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燒烤晚會，共有六十多位家長「一家大細」

出席。當晚除了有美味的食物之外，更有獎品豐富的「猜燈謎」遊戲，家長、校長、老

師及同學打成一片，氣氛融洽、熱鬧！ 

 

下期《清旬》的出版日期為 3 月 10 日，敬請各位留意！ 
 《清旬》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出版，因本月並無三十日，所以下期《清旬》的

出版日期將為三月十日，敬請各位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