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學習能力 

1. 假期補課 

老師為協助同學在學業上爭取美滿成績，特為高班同學在假期補課，增加學習時

數，提升同學學習的能力。 

於聖誕假期，中四級中文科、物理科、化學科、數學科及地理科共補課 27 小時；

中五級電腦科、物理科、化學科、地理科、會計科、附加數學科及英文科共補課 65 小

時；中六級地理科及會計科共補課 12 小時；中七級純數科、經濟科、物理科、化學科、

英文科及數學與統計科共補課 61.5 小時。 

於春節假期，中四級英文科及物理科共補課 11 小時；中五級英文科、會計科、電

腦科、經濟科、地理科、物理科、化學科及附加數學科共補課 123 小時；中六級經濟

科補課 7小時；中七級電腦科、中文科、中史科、會計科及數學與統計科共補課 28小時。 

2. 第五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為提高學生語文能力，本校老師每年均為同學提供參加大型朗誦比賽的機會，讓

學生能實踐所學。本年各科朗誦比賽成績美滿︰ 
英文科 

6B 丘梅怡獲亞軍、1A 陳愛璉獲季軍，另外共 29 位同學獲頒優良証書；24 位同學

獲良好証書。 

中文科 

1G 孔紜苑獲詩詞獨誦冠軍、1A 陳愛璉獲詩詞獨誦亞軍、4B 何麗瑩獲即席專題演講

亞軍、4C 葉麗瑩、6B 何凱琳、郭舜馨及 7B 麥曦文均獲即席專題演講季軍，另於詩詞

獨誦中，獲優良証書的同學共 11 位；1位同學獲良好証書；於即席專題演講中，共 14

位同學獲頒優良証書；另有 2位同學在該組別中獲頒良好証書。 

普通話科 

於普通話朗誦比賽中，共 3位同學獲頒優良証書；另有 2 位同學獲頒發良好証書。 

3. 推動閱讀 

為了提升語文能力，建立校園閱讀文化，本校舉辦了全校性的閱讀獎勵計劃，參

加學生超過五百名。此外，圖書館舉辦了「班際借書龍虎榜」比賽，以鼓勵學生多閱

讀課外書籍，上學期分別由 1C 及 1A 奪得冠、亞軍，得獎班別的學生的平均借書量超

過 26 本。圖書館亦積極為學生推介新書，每星期的新書展覽都吸引不少學生到來參閱。

每次展覽後，超過七成的新書都被學生借閱。另外，每逢星期二、四都為學生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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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報堂及閱書課，希望藉此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4. 提升語文能力 

英文科 

本校初中英文科成績被評為有顯著進步的學校之一，因此在 03 年 12 月，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的 Dr.K.K.Tong 教授到本校進行一個名為“Good Practices of English 

Teachers in HK”的研究，研究包括觀課及訪問校長、科主任，研究尚在進行中。 

為提高中四同學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及信心，並推動他們多使用英文，中四同學需完

成一個名為“Tourist Hunt”的專題報告，同學以英語在太平山頂、尖沙咀及赤柱訪問

外籍遊客對香港之印象。 

另外為提高本校中一同學的英語能力，英文科於星期一及四放學後舉辦「英文拔尖

班」，第二期之 30 個名額，由同學第一學期之英文成績排名而定，名額分配為 1A12 個、

1B11 個、1D6 個、1E1 個。 

英文出版學會出版的第一學期校報“Creative Post”已於 1 月出版，經過英文出

版學會的小記者一番努力，訪問了老師的旅遊經歷及本校體育學會之成員，更加插由同

學設計的填字遊戲，成果令人滿意。 

中文科 

為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及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於 12 月本校有 40 名學生參加了

「全港學生國民教育作文比賽」，當中選出三人參加大公報主辦的校際比賽。於 2 月 5

日中文科與編寫學會合辦元宵燈謎競猜，共 300 名同學參加，反應熱烈，20 位同學得獎。

2 月 10 日為本校中六、七同學的即席專題演講比賽，共 8 位同學參加，冠軍由 7B 曾寶

兒奪得、亞軍 7B 黃淑玲。 

普通話科 

第二次的壁報由中二級同學負責，是次壁報的重點在韻母的分辨，此乃一公開活

動，讓全校同學參與的一個有獎遊戲，該活動仍在進行中。在 1月 14 日的早會以普通

話廣播的形式向全校同學作了一次廣播。  

5. 運用資訊科技學習的進展 

        隨着本校資訊科技教學的使用及發展，本校於 1 月設置內聯網平台，供學生及教

職員學與教之用。該平台有多方面的角色，一方面推動本校的資訊科技學習文化，一

方面提供一個師生突破時空界限的溝通渠道；可通過本校的電郵及討論區交換心聲、

心得及意見。另一方面亦可為網上學與教提供了條件。於本校內聯網的平台，學生將

可閱覽各科的教材及內容，做功課及測驗；亦可利用電郵及學科討論區向老師發問及

跟同學交流心得。換言之，教與學走向不受時空限制；如遇特別事故 (如 SARS) 學校

須停課，也不會完全停止學生的學習。 

第一學期成績(2003-04) 

    第一學期成績已有結果，恭喜下列同學獲得優異成績︰ 

全級 中一級  全級 中二級 全級 中三級 

第一名 1D 羅詠詩  第一名 2B 饒念念 第一名 3A 李雪儀

第二名 1A 鍾淑怡  第二名 2B 佘詠熙 第二名 3C 謝展鵬

第三名 1A 陳愛璉  第三名 2C 馮詩儂 第三名 3E 盧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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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 4A 4B 4C 4D 全班 5A 5B 5C 5D 

第一名 胡詩亘 何麗瑩 呂超鴻 何振威 第一名 容凱滔 盧曉敏 陸崇熙 郭莉勤

品德培育︰服務社會，關心社群 

1. 關心獨居長者---園藝學會會員於 11 月中開始栽種洋鳯仙幼苗，長成後的盆栽交予義務

工作小組，由該組員於農曆新年前(1 月 18 日)送給共 12 戶獨居長者。 

2. 關心病人---為鼓勵同學在新春的時間不忘關心有需要的人，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一月

考試後舉辦了「一人一咭」活動，鼓勵學生創作賀年咭送給患病的老人家，結果學生反

應十分熱烈，共有 110 位同學參加，完成賀咭共 381 張，賀咭已於年假前送到耆康會柴

灣長者地區中心轉交港島區 4 間醫院的病友。 

3. 關注清潔---本學期共有 13 班同學自願在課後清潔自己的課室，同心協力創造清潔健康

的學習環境。 

4. 推動公民教育---中三及中四先鋒小組共 15 人於 12 月 6 日到梁李秀娛小學上午校為小

三同學舉辦性教育週會，提升小學生的性知識及對性侵犯的警覺性。從學校老師的評語

及學生問卷回應顯示，先鋒小組同學表現相當出色，這是多次會議及認真綵排的成果。 

5. 齊齊為公益---公益少年團於 2 月中舉行慈善花卉義賣，由公益少年團製作精美乾書簽

作義賣，所得收益將撥捐公益金。另外，原定於 2 月 7日舉行的慈善清潔運動，因天雨

關係改於 2月 28 日於柏架山道燒烤場舉行，共 50 位同學參加。 

6. 保護環境---本校為了加強同學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地理學會每年舉辦名為「廢紙回

收」的活動，並設有一套獎賞計劃。該項活動自推行以來受各班的支持，並得到熱烈回

應。本學年上學期所收集得的總磅數有 5002 磅。初級組冠軍和亞軍分別是 2E (398 磅)

和 3A (278 磅)。而高級組冠軍和亞軍分別是7A(583 磅)和 6A(567 磅)。恭喜各得獎的班別。 

輔導及支援工作 

1. 乘風航---1B 及 3G 班於 12 月 18 日參加乘風航，希望透過是次歷奇活動提高學生抗逆

力、自信心及團體合作精神。活動完結後，同學都表示成功挑戰自己，在面對困難時

亦學懂勇敢面對。 

2. 多元智能挑戰營(民安隊)---1F 班於 12 月 2 日至 5 日參加為期四日三夜的民安隊挑戰

營，透過紀律訓練提高同學自律精神及團隊精神。在經過嚴格訓練後，同學的自律及

服從性都大大提升。 

3. 多元智能挑戰營(消防訓練學校)---3A、3B、3C 及 3F 班共 38 名同學於 1月 12 至 17 日

到八鄉消防訓練學校接受訓練，內容包括步操、紀律訓練、體能訓練，藉此提升學生

的自我形象、抗逆力及合群精神。透過這次訓練，同學們獲得深刻難忘的體驗，明白

做人做事若要成功，在過程中必須付出及反思求改進。 

4. 廢村之旅---農村文化是建立香港的其中一項特色，但隨著香港的都市化，農村特色漸

漸被淡忘，以致被大眾忽視。為加強學生對本港文化的認識，1 月份 1A、1C、1D 班及

2B 班舉行廢村之旅，該活動輔以香港本土農村文化為題材，利用農村的環境及生態面

貌，向全體學生展示農村對生態的影響，及本土的原居民如何為生活而努力改善環境。

當日活動包括村落、傳統建築、信仰、風水、交通、地理及生態考察和思考訓練習作，

希望讓學生更愛護大自然及加強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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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E 班班制輔導活動---於 1 月 8 日由學校社工舉行，目的是增進同學間的認識及加強團

結精神。 

6. 升學及職業輔導活動---為了讓學生對升學途徑有更多認識，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分別於1

月17日及2月7日舉行參觀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及中國廚藝學院活動，共26位同學參加。 

第十二屆陸運會 

2003 年 12 月 11 日及 19 日，本校在小西灣運動場舉行第十二屆陸運會，當天天氣清涼，可

是運動員的熱情沒有因此而減低，相反他們還在比賽中全力以赴，不單發揮出高尚的體育

精神，更有十五項比賽成績打破大會紀錄，為有史以來最多的一屆。除此之外，我們亦多

謝黃伯鏗校董、梁松聲校董、招天欣校監及家長教師會副主席李曼華女仕撥冗蒞臨支持，

更為我們頒發獎座，今年各隊的總分也很接近，最後由灰隊奪得男女子全場冠軍及總冠軍，

而黃隊則贏得啦啦隊冠軍的榮銜。 

十五項比賽成績打破大會紀錄 

項目 運動員姓名 項目 運動員姓名 

男子甲組 1500 米 7A 劉德龍 男子丙組 800 米 2F 楊志榮 

男子甲組跳遠 6B 葉天賜 女子乙組推鉛球 4D 蘇詠勤 

男子甲組跳高 6B 孫珊瑋 男子甲組擲鐵餅 5B 施俊杰 

男子乙組推鉛球 4D 羅榮業 男子甲組擲鐵餅 5C 陳嘉麒 

女子乙組擲鐵餅 4A 李靜 女子乙組跳高 4B 周俊媚 

女子乙組跳遠 3B 李嘉敏 女子乙組跳高 4A 徐惠珍 

女子乙組跳遠 4A 陳苡葶 女子乙組跳高 3A 黃紫媚 

  男子甲組 4×400 米 灰隊(3 分 49.35 秒)

各隊總分        各隊運動員出席率 

 紅隊 灰隊 黃隊 緣隊   紅隊 灰隊 黃隊 緣隊 

第一日 483 832 692 610  出賽人次

第二日 325 449 433 395  百分率 
95.2 95.8 95.6 96.6 

總分 808 1281 1125 1005       

全方位學習，盡顯潛能 

學校不但重視課堂上的學習，亦鼓勵同學走出課室，放眼社會，參加各類型校內及校外活動。 

1. 田徑學會---7A 劉德龍於 1月 4日舉行之香港大路之王長跑賽中奪得亞軍。2E 勞証顯於

2月 8日舉行的香港渣打馬拉松賽之十公里長跑賽青年組奪得亞軍。另外，7A 劉德龍將

於 2月代表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往印度參加 “Asian Cross Country Championship”比賽。 

2. 紅、灰、黃、綠隊---於 12 月分別舉辦隊際高級組籃球賽的初賽和決賽，結果黃隊表現

出色，取得隊際高級組籃球冠軍。 

3. 灰隊---為加強同學對隊的歸屬感，在 1 月 28 至 30 日灰隊於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辦宿

營，共 48 位中一至中六同學參加，各隊員在活動期間表現投入，亦與不同班的同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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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增進了感情。 

4. 學生會---於 12 月 22 日晚上，老師和近 180 位同學提早慶祝普天同慶的聖誕節。當晚

氣氛熱烈，同學們載歌載舞，表演竹舞及連步舞，Bingo 及數次大抽獎，將氣氛推向高

潮，同學們滿載而歸，最後揭盅的絲帶情人更捧走全場大獎。而聖誕舞會亦於晚上九時

半在同學們依依不捨下完結。為讓同學可感謝老師的照顧和教導，於 1月 6日舉辦敬師

日。為增加同學和老師表達對學校意見的渠道，自 12 月開始每隔兩個月舉辦一次民主

牆。2月 17 至 20 日為文化週，主題為香港的過去與現在，讓同學對香港有更深認識，

從衣、食、住、行四方面介紹香港，售賣香港特色小食。 

5. 經濟科---於 2003 年 12 月 23 日，共 38 名中五、六學生參觀中電南丫島電廠，讓學生

參觀電廠設施，了解中電成為壟斷者之原因及中電致力環保的措施。 

6. 美術科---1 月 14 日，中四美術科同學參觀北角視覺藝術中心中學美術展覽，透過觀賞

別人作品，提升學生創作力。2月 7 日，中四美術科同學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第

十八屆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透過認識亞洲當代藝術發展面貌，擴濶學生的眼界。本校

中二及中三同學的七件美術作品入選香港中小學視覺藝術創作展 2004 優異獎，名單如

下︰2A 鄭漫娜、張小婷、3A 李雪儀、3B 陳家希、梁翠婷、3D 施烱鉉、蔡衛聽。可到本

校網頁欣賞學生作品。 

7. 數學科---經過了接近三個月的訓練，已經選出了 4 位中四同學及 5 位中三同學分別參

加香港數學競賽及全港青少年數學精英賽，比賽亦已分別在一月中及二月上旬進行，同

學投入比賽，全力以赴。成績如何，容後通知。此外，為鞏固中一、二同學的數學基礎，

中一、二數學補習(第二期)將於 2月尾開始，由中四數學成績較佳的同學負責替兩位中

一或中二同學於放學後補習。 

8. 數理週---由科學學會及數學科合辦，一年一度的數理週在 2 月 9日 13 日舉行，鼓勵同

學動腦筋思考。數理週內容豐富，包括︰攤位遊戲、水火箭製作班、班際水火箭比賽、

中一班際科學問答比賽及偵探遊戲。「水火箭比賽」結果由 2G「四合會」隊勝出，距離

為 62 米。另外，由於禽流感在本港鄰近地區傳播，港府決定關閉米埔，因此原定於 2

月 16 日的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活動被迫取消。 

9. 音樂科---本校管樂班有 15 位同學參加 12 月份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樂器級試而獲取証書

成績，名單如下︰3A 鄭偉浩(小號三級)証書、4C 譚衍欣(小號五級)証書、4D 石寶雯(小

號五級)証書、4C 鄭汝潤(小號五級)証書、5C 余海鈴(小號五級)証書、5C 彭楚軒(長號

四級)優異証書、5C 鄭寶儀(長號四級)証書、3A 吳芷忻(長笛四級)証書、4A 馮蓓芝(長

笛四級)証書、2A 李凱迪(長笛三級)優異証書、2C 劉翠儀(長笛三級)証書、7A 梁韋莉(敲

擊五級)証書、4B 陳銘堅(敲擊三級)証書、4D 馮慶龍(中音號五級)証書、4D 江紹安(中

音號五級)証書。另外亦有 4位同學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樂理証書︰4C 譚衍欣、

4D 石寶雯、5C 鄭寶儀及彭楚軒(良好証書)。 

10.地理科---於 2 月 16 日將會舉行大埔新市鎮考察，共 40 名中四地理科同學參加。於 2

月 21 日舉行觀賞中華白海豚及大澳考察活動，共 33 名中四及中六地理科學生參加，藉

此擴濶學生的眼界，並學習將上課所學的地理概念運用於解釋自然及人文現象，並提升

學生環保意識，鼓勵學生愛護大自然。 

11.中史科---2 月 21 日中史學會有 12 位中六同學參加屏山文物徑之導賞訓練，以備 3 月

20 日中三級參觀屏山文物徑時協助老師作講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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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先鋒小組---中二級先鋒小組於 11 月 26 日為中一全級同學籌辦了一個名為「紅灰瘋狂

大激鬥」的週會，讓中一同學通過多項遊戲去認識學校及校規。比賽競爭激烈，結果由

1B 取得冠軍、1D 得亞軍。中三先鋒小組於 12 月舉辦了「六項全能之靈」，以測試中二

同學對聖誕起源的認識，冠亞軍分別由 2A 及 2B 奪得，而「六項全能之德」--課室清潔

比賽仍在進行中，各中二同學仍須努力。 

13.撒母耳團契---於聖誔前夕，本會邀請了迴聲谷傷健福音協會為全校同學舉行了一個福

音聚會。頌讚詩歌後，一位坐輪椅的弟兄分享了他如何在極端不幸的人生中遇到神，從

而改變他的命運，過程令人感動。還有盲了眼的關弟兄作福音短講，當日約有 50 多位

同學決志及表示對宗教有追尋的興趣。 

14.攝影學會---一年一度的陸運會為攝影學會會員提供練習運動攝影的難得機會，參與拍

攝的十多位會員均表示是次拍攝趣味性高，拍攝成果可見於校網。此外，黑房仍繼續外

借，給會員機會親手翻晒懷舊照片。 

15.舞蹈學會---於 12 月舉行 Hip Hop 基本技巧班，共 15 名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同學表

現投入有舞蹈天份；另由 12 月至 2 月逢週五舉行現代舞表演訓練班，預備暑假公開表

演，共 20 名中一至中六同學參加，不少同學拍子感強，具潛質。 

16.戲劇學會---今年戲劇學會繼續參加學校戲劇節粵語及普通話組比賽，並於 2 月 3 日及

2 月 18 日分別在中二及中三週會預演，及於 2 月 4 日及 2 月 20 日正式比賽。另外，2

月尾也會再舉辦舞台武術訓練班及招募下學期「推廣衞生話劇」表演台前幕後人員。 

17.羽毛球學會---於二月份舉行羽毛球女子雙打比賽，日期為 2 月 9日(初賽)，2 月 11 日

(決賽)，共 64 人參加，冠軍由 3C 羅子慧及 3E 王家雯奪得。 

18.籃球學會---本校男子丙組籃球隊於 2 月份參加香港學界籃球比賽，目的是提升同學的

籃球技術及交流，參加同學以中一、二為主，共 13 人。 

19.足球學會---舉辦了高級組(中四至中七)班際足球比賽，參加隊伍競爭激烈，同學落力

打氣，氣氛熱烈，最後由 4A 班勇奪冠軍、4B 班得亞軍。另外，經過了接近三個月的訓

練後，已選取了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校際 C組足球比賽，比賽將於 2月中開始。 

20.公益少年團---本會將於 2月 28 日參加由東區公益少年團總會舉辦的堆沙比賽，以「團

結互愛」為主題，藉此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 

21.紅十字會---本會會員於陸運會主持開幕及閉幕之步操及升旗儀式。另於 12 月 20 日共

25 位會員參加紅十字會大會操。 

校舍設備改善工程 

1. 總務組 2004 年 1 月初將全校飲水機的濾水器更換新型號。包括由地下至六樓的走廊、

三樓教員室及地下校務處等地點的濾水器。該濾水芯的效能比以往的更能過濾飲用水

中的雜質。走廊飲水機除濾芯更換新產品外，更加設紫外光燈殺菌。此舉務求令校園

有更清潔的飲用水質，學生老師身體更健康。 

2. 本校校舍改建工程於 12 月至 1 月期間，已完成前電梯槽雛形，現正進行外牆修飾。另

外，新翼七層高大樓已平頂，內部設施亦加緊建設中，望工程能如期完成。新翼大樓

將會新增多個課室、語言室、電腦室、多用途室及學生活動室等，屆時可解決浮動班

的問題，並為學生提供優良的校舍及設備。 

                                                                                                                               
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道三十一號   電話︰2576-4852   傳真︰2882-4540   網址︰www.lhymss.edu.hk  電郵︰info@lhymss.edu.hk   P.6


		info@lhymss.edu.hk
	2004-02-23T16:46:45+0800
	Lingnan Hang Yee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