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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通往大學之路校長話：通往大學之路校長話：通往大學之路校長話：通往大學之路        輕裝早發輕裝早發輕裝早發輕裝早發    本校中一同學進入王少清的第一天，我和他們一起高喊過這句話：「這一站是王少清，下一站是大學。」新高中學制明年九月就開始了，我們 F.1、F.2、F.3 的同學，絕大多數會在本校修讀六年，然後參加中學會考，報升大學。通往大學之路，是要講求策略的。怎樣才可以增加入讀大學的機會呢？答案是「輕裝」、「早發」。 
「輕裝」「輕裝」「輕裝」「輕裝」 要考進本港各大學，新高中學生都要完成三項工程： 1. 修讀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修讀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修讀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修讀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4444 科都必須合格。科都必須合格。科都必須合格。科都必須合格。    2.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400400400400 小時的其他學習經歷（小時的其他學習經歷（小時的其他學習經歷（小時的其他學習經歷（OLEOLEOLEOLE）活動，無須考試，但必須通過評核認證。）活動，無須考試，但必須通過評核認證。）活動，無須考試，但必須通過評核認證。）活動，無須考試，但必須通過評核認證。    

3.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0000 至至至至 4444 科其他科目（視乎心儀入讀院系而增減；兩選修科足以附合所有院校學系的科其他科目（視乎心儀入讀院系而增減；兩選修科足以附合所有院校學系的科其他科目（視乎心儀入讀院系而增減；兩選修科足以附合所有院校學系的科其他科目（視乎心儀入讀院系而增減；兩選修科足以附合所有院校學系的入學要求）。入學要求）。入學要求）。入學要求）。 我們建議同學們修讀兩科選修科，即 4+2X。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合格，已達到入大學的最低標準；再加兩個選修科，足以符合差不多所有院校各學系的要求。這就是所謂「輕裝」，相信是全港絕大多數考生的選擇，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基本安排。 在香港，考大學競爭非常激烈，只有 18﹪同年齡的人有機會入大學。每一選修科要花 250 課時，多修一科就表示要從其他科目中平均削減數以十計的課時，容易造成兩頭不到岸的局面，並不化算。 除課時之外，還有溫習、完成作業的時間，選修科目愈多，各科之間互相擠壓愈尖銳。大學收生，有些只計4 科，有些計 5 科，頂多計 6 科。既然 4 科已可入大學，而且 4+2X 已達所有最熱門院系的要求，爲何不集中力量把這六科成績提昇，以爭取更佳的入學機會？為何不讓老師有更充裕的時間幫助學生鞏固知識，以有利競爭？    當然，成績極超卓的一小部分人，應付 4+3X 或至 4+4X 未嘗不可，但那是錦上添花之舉，忽視了實際競爭策略的需要。對於大多數同學而言，選讀太多科目，會令自己疲於奔命，無暇兼顧各科，結果成績平平，非智者所為。僅僅合格的成績競爭作用是不大的，因為分數不高，大學入不了，目標就達不到。 我們不要忘記，所有新高中學生，除了要應付科目考試，還必須在三年內完成 400 小時的其他學習經歷（OLE）活動，才能報讀大學。這 400 小時是１科選修科課時 250 小時的一倍半有多啊！讀 4+2X 六科，實際是要完成七科的課程，不適宜再自我加添不必要的負擔。 所以說，修讀 4＋2X 加完成 OLE 是最明智的、最有保障的選擇，也是本校提供的新高中課程安排；這一項安排的目標和學生的利益是一致的。 另外，我校會安排數十名數學（及英文）優秀的同學加修艱深的「數學延展課程」，做法是擠壓該組學生的語文正規課時，以騰出課時教授延展數學；同學要權衡自己是否適宜選報該組。額外選修的「數學延展課程」不是一獨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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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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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發」「早發」「早發」「早發」 「早發」是另一項明智而又有保障的選擇。 新高中與舊高中的最大分別，在於決定成敗、分出高下的關鍵主戰場是「中、英、數、通」4 科必修科，選修科只是第二戰場。主戰場失利，第二戰場打得如何精彩，也是注定要失敗，入不了大學的。 掌握通識在於主動閱讀書報，積累社會常識；考好通識則要靠良好的寫作水平；「語文基礎好，通識最著數」，語文上去了，通識也就不成問題了。 所以本校強調在從中一開始打好中、英、數三科的基礎，要質量俱佳，要明顯高於全港平均水平。中、英、數三科的基礎打好了，選修科 2X 才可以學得好。所謂「早起的鳥兒才有蟲吃」，新高中準備工作要從初中開始做。我校是一所升學型中學，不會設置類似職業培訓的應用學科。 這個攻讀新高中課程的方向是明確的，戰略也是簡單的，通往大學之路，靠你輕裝早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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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測驗全級首上學期測驗全級首上學期測驗全級首上學期測驗全級首 20 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    

First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中 一 級中 一 級中 一 級中 一 級     中 二 級中 二 級中 二 級中 二 級     中 三 級中 三 級中 三 級中 三 級     中 四 級中 四 級中 四 級中 四 級     中 六 級中 六 級中 六 級中 六 級  
1 葉  青 林嘉兒 張潁詩 朱鴻城 李晉逸 
2 朱鴻財 黃子浩 梁懿澄 鄭博文 潘  昱 
3 盧逸晴 郭豫聲 林麗欣 袁嘉彩 謝潤宜 
4 鍾子東 張曉筠 蔡嘉璇 蔡美婷 顏兆軒 
5 林倩冰 郁美美 何輝輝 何麗珠 梁世傑 
6 鄭浩天 姚賴嫦 任梓諾 黃敏宜 林珊晴 
7 鄭嘉杰 何梓欣 陳家雯 李建鴻 陳偉洛 
8 陳誦升 鍾子健 管  彬 陳蕙瑜 莊綽姿 
9 林慧婷 蔡燿聰 鄭兆霖 司徒健 楊康澄 

10 何兆煒 李文俊 胡珮慧 周智弘 周祖兒 
11 馮芷珊 朱俊杰 梁惠敏 李銘揚 ☺  
12 陳易希 黃麗欣 蘇蘇 張 張  ☺  
13 秦琬婷 何嘉浚 陳浩銘 梁浩強 ☺  
14 翁小藍 柯培偉 吳凱琪 陳文芳 ☺  
15 吳芷晴 蕭潔靈 楊凌舒 黃婉婷 ☺  
16 唐紀恒 梁紀童 洪樂文 陳  品 ☺  
17 吳品儀 林向平 王嘉韻 陳逸恆 ☺  
18 廖紫恩 馮緯彤 葉志輝 潘  君 ☺  
19 劉錦泉 何祖銘 陳達蓮 文詠賢 ☺  
20 林敬朗 陳燕萍 胡秀豪 梁樂然 ☺  

 

閱讀成績表須知閱讀成績表須知閱讀成績表須知閱讀成績表須知  (1) 中一至中三全級名次或全級科目名次，位於最低 10%者，不作顯示。( *中三全級名次，位於 170之後者，不作顯示。) (2) 中四至中七全級名次或全級科目名次，位於最低 50%者，不作顯示。( *中六、中七全級名次及班名次，均不作顯示。)  
四個中三的少年「全港四個中三的少年「全港四個中三的少年「全港四個中三的少年「全港 3D動畫創作賽」奪獎動畫創作賽」奪獎動畫創作賽」奪獎動畫創作賽」奪獎 3E 余明駿、3D 余國安、3D 池林偉及 3E 謝浩天，於暑假期間參加了由創新科技署及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合辦的「2008 香港青少年 3D 動畫創作大賽」。經大會初步評審之後，本校隊伍順利晉身初中組決賽的最後五強，再經十一月初的面試，本校最終於十一月十五日於維園舉行的頒獎典禮中獲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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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  日期：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二時至下午四時十五分 目的：1. 聯繫全體中一家長 ( 整體討論中一適應問題、派發測驗成績表、教師與家長面談 ) 2. 聯繫部份中二、中三及中四的學生家長 ( 班主任特別邀約 ) 活動時間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2:30 – 

3:40 

501-3 1. 主科 (中英數) 學習情況匯報 

2. 家校合作 

中英數科任老師、

訓導和輔導組老師 

所有中一學生家長 

派發成績表 所有中一學生家長 3:40 – 

4:15 
課室 

中一班主任與個別家長面談 

班主任、 

英文科老師 部分家長 

(已接獲「約見通知書」者) 

2:30 - 

3:30 
課室 中二至中四 

班主任與個別家長面談 

班主任 中二至中四班主任約見部

分學生家長  
6A have a Big Say in SCMP Email 

If you sometimes read the “Emails to the Editor” in the City section of the SCMP 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the number of emails from Tsuen Wan is increasing. If you look more closely you will see the names of students from 

WSC at the bottom of these letters! Students from 6A have so far this year had TEN letters published!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The letters are displayed on the wall at the back of their room. Go and take a look! Our goal is 

for everyone in the class to have a letter published by Christmas...so keep an eye out for them!         Mr Knill  
專家到校與家長笑談管教「化骨龍」之道專家到校與家長笑談管教「化骨龍」之道專家到校與家長笑談管教「化骨龍」之道專家到校與家長笑談管教「化骨龍」之道  在不同成長階段，家長在管教子女上都會遇到不同問題，而學校在處理學生問題上也可能引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矛盾。上學期學年已經過了一半，各位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有感到徬徨、束手無策嗎？ 本校輔導組今年再次邀得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陳廷三博士舉辦「管教寬嚴與推動子女學習」講座。陳博士擅以風趣的表達方式帶出親子之道，促進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減少隔膜；加強家校合作，幫助子女健康成長。難得陳博士在百忙中抽空到本校舉辦講座，屆時中一級班主任、科任老師、輔導組老師等均會出席是次講座，請各位中一家長務必抽空出席。講座的安排如下： 日期：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內容：(1) 陳廷三博士主講：管教寛嚴與推動子女學習   

(2) 本校老師主講：家長如何協助子女應付上學期考試 對象：本校中一家長，也歡迎中二和中三級家長出席 

����------------------------------------------------------------------------------------------------------------------------------------------------------------------------------------------------------------------------------------------------回回回回            條條條條--------------------------------------------------------------------------------------------------------------------------------------------------------------------------------------------------------------------------------------------------------------------    請中一各班女班長收齊回條，並於請中一各班女班長收齊回條，並於請中一各班女班長收齊回條，並於請中一各班女班長收齊回條，並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前轉交前轉交前轉交前轉交蔡潔瑩老師蔡潔瑩老師蔡潔瑩老師蔡潔瑩老師；無論出席與否，都必須交回條。；無論出席與否，都必須交回條。；無論出席與否，都必須交回條。；無論出席與否，都必須交回條。    中二和中三級家長如有興趣出席是次講座，請填寫回條並於中二和中三級家長如有興趣出席是次講座，請填寫回條並於中二和中三級家長如有興趣出席是次講座，請填寫回條並於中二和中三級家長如有興趣出席是次講座，請填寫回條並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前交予前交予前交予前交予蔡潔瑩老師蔡潔瑩老師蔡潔瑩老師蔡潔瑩老師。。。。     學 生 姓 名 、 班 別 ( 學 號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F 1 _ _ _ _  (    )   家 長 姓 名 及 簽 署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本 人 將 會 出 席 講 座  □   本 人 沒 空 出 席 講 座  □  (  請 在 空 格 內 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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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part of  the English Society… 
The song dedication this year will start next Thursday. Unlike the previous years, every F2 and F3 and F4 

student can try being the DJ and play their own love songs. The timetable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board of the 

English Society. Each class needs to submit their choices. Each DJ should attend on time and any student 

interested can come along and give them support. 

    Also, the Open Day will be held on 22/11/08 (Sat) in the afternoon and the English Society has prepared an 

English tour for the guests. If you want a special tour of WSC this will be a good choice for you to not only learn 

more about our school but also hear how well we can speak in English! 

 

F.2 Students See the World through Cinquain Poems 

中二級學生創作英文五行詩中二級學生創作英文五行詩中二級學生創作英文五行詩中二級學生創作英文五行詩     －－－－     妙看人生百態妙看人生百態妙看人生百態妙看人生百態     
Adelaide Crapsey, born in New York in 1878, created a new form of verse known as cinquain poems. They 

come in several formats. The most common cinquain pattern looks like this: Line 1: A noun；Line 2: Two 

adjectives；Line 3: Three -ing words；Line 4: A phrase；Line 5: Another word for the noun. The following cinquain 

poems, all written by our F.2 students, have been recited by the writers themselves to an audience of over 400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 two recent Morning Assemblies. Printed here with minor alterations. 

Life 
Laughter, tears 

Soaring, turning, plunging 

Like a roller-coaster ride 

Unpredictable 

Lam Heung Ping (2E)

Festival 
Amazing, meaningful 

Playing, visiting, eating 

We all love it 

Celebration 

     Choy Tsz Ching (2B)

Tang-yuan 
Round, sweet 

Much filling and sliding 

Reunion with family 

Happiness 

Wong Siu Ying (2A) 

Food 
Steamed, fried 

Sweet, sour, savoury 

Through my digestive system 

Excretion 

Iu Pui Kin (2E)

Love 
Formless, colourless 

Blindness, toleration, warmth 

Everyone needs it 

Magic 

Chung Kai Sau (2A)

Motorcycles 
Engines roar 

Speeding, turning, overtaking 

Two wheelers on roads 

 Goodbye 

Sze Pui Lun (2E)

Superwoman 
Kind, funny 

Workaholic, shopaholic, non-alcoholic 

Can’t live without her 

Mother 

Ng Yee Tung (2C)

Teletubbies 
Silly, babyish 

Amusing, learning, listening 

Kindergarten children like watching it 

Laughter 

Lam Wing Si (2B)

Bolt 

Dark, tall 

Running, jumping, cheering 

Smash world records 

Lightning 

Pang Cheuk Wai (2E)

Patients 

Painful, miserable 

Trembling, bleeding, dying 

Waiting for the Saviour 

Wretched 

Kwok Tsz Ching (2E)

Eagle 
Big, swift 

Flying, hovering, hunting 

Explore above the mountain 

Power 

Tung Pak Yin (2B)

Sea 
Big and deep 

Everyone loves it 

The mother of everything 

Ocean 

Hiu Pui Ting (2D)

Mongkok 
Hot, busy 

Buying, shopping, eating 

Visitors and shoppers’ paradise 

Business 

Chan Yick Lam (2C)

French Fries 
Golden, hot 

Chewing, tasting, swallowing 

Fools eat too much 

Fast food 

Tsoi Wai Hung (2B)

Summer 
Hot, humid 

Swimming, windsurfing, canoeing 

Everybody enjoys it 

Holiday 

Lam Chak Yan (2A)

Night 
Quiet, comfortable 

Strolling, singing, sleeping 

Recollections of the past  

Peace 

Leung Oi Yee (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