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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香港教育—豈能妄自菲薄 恕我直言，若果將王少清中學跟國際學校比高下，除了英文科（以及家庭平均入息），其他方面，包括學業、活動、行為，我們的學生不會輸。 事實勝於雄辯，下列三組資料、數字，說明香港教育界不宜妄自菲薄。 （一） 現為牛津大學校監的香港末任港督彭定康最近說，香港是彈丸小地，卻有三所大學躋身於世界頭 50 名之列，比法國的只有二所，德國的零所，更為驕人！ （二） 西方（英、美、澳）報業大王梅鐸( Rupert Murdoch ) 2008 年 11 月 24 日慨嘆，美國、英國、澳洲及西歐的基礎教育質素太差，要求太低，造就不了人才，建議該等國家向芬蘭及亞洲的（中、韓、星）標準看齊。 （三） PISA 放榜，芬蘭世界第一、香港世界第二。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起及統籌的一項研究，測試 15 歲中學生「科學」、「閱讀」和「數學」三方面的基礎能力，每三年進行一次。以整體質素來說，香港學生於三個評估範疇每次均表現良好，持續排名首十名以內。 最近的一次評估在 2006 年進行（PISA 2006），有來自 57 個國家或地區、超過 14,000間學校的 400,000 多名學生參與，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韓國、瑞典、瑞士、芬蘭、法國、德國、英國、美國、香港。 香港在「科學」排名第二、而在「數學」和「閱讀」均排名第三，位屬世界最前列，見下表。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科學」世界排名「科學」世界排名「科學」世界排名「科學」世界排名 「閱讀」世界排名「閱讀」世界排名「閱讀」世界排名「閱讀」世界排名 「數學」世界排名「數學」世界排名「數學」世界排名「數學」世界排名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 3 3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6 15 10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14 17 25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35 ？？？？？？？？ 36 

 「科學」、「閱讀」和「數學」三科評估，香港平均成績排名世界第二，以微小差距緊貼排名第一的芬蘭。 本校的 15 歲中學生，參加全港性核心科目的基礎能力測試，排位屬於全港最前列。香港教育不宜妄自菲薄，王少清學生更不宜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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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馬拉松馬拉松馬拉松馬拉松  8  8  8  8 位老師齊慶功位老師齊慶功位老師齊慶功位老師齊慶功    

2009年 2月 8日香港國際馬拉松，本校共有 8位老師參賽，破了歷年紀錄，各人成績甚佳，可喜可賀。完成全馬（42km）的有盧適之、袁力康、何釗志；完成半馬（21km）的有程兆麒、吳國強；完成十公里賽的是三位女老師：金瓏瓏、謝穗芬、張佩貞。本校師生爲 8位老師健兒鼓掌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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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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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火星文」驅逐「火星文」驅逐「火星文」驅逐「火星文」   師生有責任師生有責任師生有責任師生有責任  

中一寫作獎勵計劃：寫規範中文，戒絕火星文！中一寫作獎勵計劃：寫規範中文，戒絕火星文！中一寫作獎勵計劃：寫規範中文，戒絕火星文！中一寫作獎勵計劃：寫規範中文，戒絕火星文！     為鼓勵同學養成良好的寫作習慣，本校中一級中文科於下學期設立「寫作獎勵計劃」，所有中一同學必須參加，同學的寫作表現將直接影響中文科考試卷一寫作的分數，其他詳情如下： 
評分標準及等級：評分標準及等級：評分標準及等級：評分標準及等級：     1 在下學期中文考試卷一加一至五分加一至五分加一至五分加一至五分：達到字數要求（五千字）；再按文筆詞彩及文章內容評分，最高可加五分。 2 在下學期中文考試卷一減一至五分減一至五分減一至五分減一至五分：不達字數要求，每欠五百字扣一分，最多扣五分。 3 如發現有抄襲或任何欺騙成份，不給分不給分不給分不給分，並按校規「欠交功課」及「欺騙師長」處理。 4 優異獎：多名，全級凡寫作達一萬字或以上者，再由中文科老師共同評定其寫作質素，以詞彩華詞彩華詞彩華詞彩華茂茂茂茂，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者為佳。優異獎各得獎品一份。 5 中一小作家：一名，詞彩華茂詞彩華茂詞彩華茂詞彩華茂，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外，能見運用不同寫作技巧運用不同寫作技巧運用不同寫作技巧運用不同寫作技巧，嘗試寫作不同文章體裁不同文章體裁不同文章體裁不同文章體裁，能有個人見解有個人見解有個人見解有個人見解者為勝。榮登「中一小作家」的同學將獲頒發獎狀和獎品。 
6 寫作內容：所有老師安排的寫作或問答題的字數均計算在內；另加自由寫作。自由寫作必須包括記敍文、抒情文、描寫文（寫人或寫景）及說明文；另外可自由書寫各類文體，如日記，小說，書評，影評，新聞評論等。 

7 截稿日期：六月十日（星期三） 
 

「火星文」燎原「火星文」燎原「火星文」燎原「火星文」燎原        即食驅逐傳統即食驅逐傳統即食驅逐傳統即食驅逐傳統           原載《經濟日報》原載《經濟日報》原載《經濟日報》原載《經濟日報》    與同事午飯聚餐，席間同事甲向我們訴苦，說不明白其兒子的另類語言。 第四代香港人，雖然被日本漫畫及本地漫畫的口語化字詞荼毒，仍能用完整句子表意。再下一代的，泛指刻下的中學生，多以半符號半英文半數字的簡短句子表意，同事甲曾厲斥其子表達能力欠佳，語意不明，一整句談話內容欠缺主語謂語，只得動詞。    
寫作求速成寫作求速成寫作求速成寫作求速成        文字變符號字母文字變符號字母文字變符號字母文字變符號字母    我搭腔說，這是火星文年代。由 ICQ 演變到 MSN 的年代，年輕人更不需依賴句子去表達心中所想，只須透過圖像(icon)，或一堆以標點符號組成的表情符號，上兩代人無法理解為何冒號加一個大楷英文字母 D 等於一個大笑臉。上兩代人更無法理解以數字諧音代入以中文字為主的句子，例如：「喎系例如：「喎系例如：「喎系例如：「喎系 5555 系巧令」你根本無法拆解系巧令」你根本無法拆解系巧令」你根本無法拆解系巧令」你根本無法拆解(decode)(decode)(decode)(decode)為為為為————「我係唔係好靚。」又例如：「十卜」原來解「我係唔係好靚。」又例如：「十卜」原來解「我係唔係好靚。」又例如：「十卜」原來解「我係唔係好靚。」又例如：「十卜」原來解英語的英語的英語的英語的 supportsupportsupportsupport。。。。    筆者唸小學時，中文老師強調說話時不能中英夾雜，但目前為止的初中生，不止把兩種語言夾雜使用，他們更進化到把數字及倉頡原碼運用，成為最便利的新一代共同語言。這種火星文的崛起，相信跟我們的即食文化有關，在香港，甚麼也要快，要快人一步，連溝通模式也一樣。這，到底是一件好事嗎？ 

報章內容報章內容報章內容報章內容        勿只剩下圖片與說明勿只剩下圖片與說明勿只剩下圖片與說明勿只剩下圖片與說明    於我這個古老石山而言，當然不是。假若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只剩下即食、快捷和便利，舊文於我這個古老石山而言，當然不是。假若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只剩下即食、快捷和便利，舊文於我這個古老石山而言，當然不是。假若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只剩下即食、快捷和便利，舊文於我這個古老石山而言，當然不是。假若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只剩下即食、快捷和便利，舊文化便會被衝擊，甚至消失。化便會被衝擊，甚至消失。化便會被衝擊，甚至消失。化便會被衝擊，甚至消失。前人常鼓勵莘莘學子多讀報，學習寫作，當報章口語化、題材雜誌化，我不敢肯定後人仍有能力寫好中文，這並不關乎學制是母語教學或非母語教學，而是一整個社會的氛圍，根本就不鼓勵傳統寫作。 走過大街小巷的書店，打書釘的港人多圍在暢銷書籍那一台，或自助旅遊的另一台。令人側目的是，我曾發現一本「小說」，只是節錄二人的 msn對話做內容，讀這樣的「小說」，真的有所裨益？真令人感到汗顏。難怪網上不少編輯對新晉記者有所批評，要替爛稿來個徹底整容。到底若干年後，報章會否只餘下圖片及照片說明那二句完整句子？                            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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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電新發展中國核電新發展中國核電新發展中國核電新發展        中六同學親眼見中六同學親眼見中六同學親眼見中六同學親眼見    2009 年 1 月 16 日，30 多位中六理科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到深圳參觀大亞灣核電廠。以下是科學學會正、副主席參觀後的感想：  6B6B6B6B 楊康澄楊康澄楊康澄楊康澄    （（（（科學學會主席科學學會主席科學學會主席科學學會主席）））） 是次參觀大亞灣核電廠，機會實在是十分難得！平日我們在課本中所提及的核能發電，終於能活現在自己的眼前。參觀過核電廠，並透過職員的講解，我們對核電廠的認識實在加深了不少。一些平日老師解答不了的問題也得到了答案。當認識到祖國監控核能發電的高水平技術，我們對核能發電應該充滿信心，也更應為中國人擁有並能有效操控這高科技而感到無比的驕傲。 我覺得這類形的課外活動不但有教育意義，而且更能加強我們的國民意識；相信對將來要應付新高中通識科的同學有一定的幫助。在下學期，科學學會將致力舉辦更多與科學有關的多元化活動，令同學能走出課室，把課堂上所學到的學科知識學以致用，屆時希望同學都能夠踴躍參與！ 6B6B6B6B 潘昱潘昱潘昱潘昱    （（（（科學學會副主席科學學會副主席科學學會副主席科學學會副主席）））） 近日，我們獲得一次難得的機會，參觀了位於深圳市的大亞灣核電廠，對核能發電有更深入的認識。 是次參觀詳細介紹了核電廠的日常運作，從發電原理以至廢料處理都逐一講解，我們在課本上所學的知識得以鞏固。而其中的答問環節，更為我們解答了不少長存心中的疑問，實在獲益非淺。過去我們只能透過書中插圖看到的各種核電廠內部設備，在展廳中以實物模型的形式一一呈現大家眼前，教人眼界大開。原來學習，並非只局限於課堂！ 跟不少人一樣，我總認為核能發電是個相當高危的項目，更可能隨時洩漏幅射，但經過這次參觀，我對其安全問題已經大大改觀。 隨著全球對電力的需求日增，傳統的石化燃料將不足以應付所需，而核能就成為其中一種具效益又環保的替代能源。中國正計劃於未來數年大力發展核能，興建多間核電廠，對此，我相信它們也將和大亞灣核電廠一樣，發展得如此成功及安全。就讓世人對中國刮目相看！ 
 

同學穿便服，籌款為公益同學穿便服，籌款為公益同學穿便服，籌款為公益同學穿便服，籌款為公益  學生會於 2 月 5 日舉辦便服日，共有 650 名同學參加，籌得陸仟叄佰捌拾伍元陸角($6,385.60)善款，已交「香港公益金」。學生會特別在此感謝各同學熱心公益，踴躍參與！ 

 

師生捐血增六成師生捐血增六成師生捐血增六成師生捐血增六成        紅十字會表歡迎紅十字會表歡迎紅十字會表歡迎紅十字會表歡迎    二月十七日(星期二)，香港紅十字會流動捐血隊到校，約六十位教職員及同學自願捐血，捐血人數比去年的三十多人增加六成，有明顯的回升！紅十字會負責人予以好評，並代病人向本校師生致謝。捐血者芳名如下： 教職員教職員教職員教職員    李民標校長、陳紹基副校長、何釗志副校長、袁力康老 師、周詠麟老 師、黃美芝社工 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    4C   陳鴻業  羅振誠  嚴正開  陳  品  邱志傑  陳曉露  香趣佳  何森汝君 4D   陳振海  石瑋霖 5A   陳希朗  曾華琛  古達文  梁榮燊 5B   李旨晴  梁思欣  陳德誠  曾穎聰  温秀怡  余智瑛  黃少麗  陳敏詩  嚴嘉烜  林鳳英  梁婉琪 5C   陳穎兒  梁凱淋 5D   蔣逸凱  林梓軒  莫家偉  冼潁詩  李儉敏  林映虹 5E   陳希文  陳浩清  王宗琪  謝  輝  袁嘉欣  羅智超  吳思慧  呂均浩  鍾浩賢  梁智皓 6A   翁嘉 6B   何靜琪  林珊晴  楊康澄  容朗祺  陳家俊  顏兆軒 7A   黎善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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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Students Talkback 
Selection of views expressed by 4E students in their articles printed in the Talkback section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TR’s notification system?                             13/12/08 

Cheng Cheuk-hei 

Three trains came to a halt during the December 8 incident because of damage to a power cable. 

Why were passengers not notified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and advised to use the Island Line to Tiu Keng Leng, 

or take buses and taxis instead? Clearly this was due to the MTR Corp’s inadequate notification system. 

The MTR Corp must be more decisive, especially during such a=busy periods when there are so many passengers. 

Should the full smoking ban be delayed? 

Katrina Yuen                                                                               15/12/08 

As someone who is a victim of second-hand smoking, I do no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ny delay in the smoking ban.  

Apart from the health concerns for smokers and people exposed to second-hand smoke, we should also be thinking 

about the tourist industry. Smoke-free bars will leave tourists with a good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Ng Sze-nga                                                                         16/12/08 

I am aware bar owners have cited problems － they are experiencing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I am not convinced that extending the grace period will necessarily be good for business. 

I admit we are facing tough times, but that is no reason to put people’s health at risk. 

 

LiChi                                                                                      6/12/08 

Some smokers say they light up because they ar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at work and it helps relieve some of the 

stress. However, they must be aware that they are harming themselves physically. 

They should realize that non smokers are also at risk from the effects of second-hand smoke. 

Fung Wing-tung                                                                              2/1/09 

You see a lot of Hong Kong people smoking on the street beside rubbish bins now that they can no longer smoke in 

indoor public places. I see this as a social problem that has to be solved. 

I think the sight of so many people standing around a rubbish bin smoking creates a bad impression for tourists. I 

also feel that with these people congregating outside to smoke cannot help our poor air quality. 

Li Ka-kei                                                                                    2/1/09 

It is necessary to ban smoking in public areas, not just because it affects the health of people who are not smoking, 

but also because it is not good for the image of Hong Kong. 

This problem will persist if the government delays the ban. The sooner the full ban is implemented, the sooner 

smokers will learn to adapt.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willing to help those smokers who want to give up.                    

Nicole Chan                                                                               28/12/08 

I am against any delays to the full smoking ban, because the partial ban has not been effective. 

I do not believe bar owners will suffer from the ban. Where food is served, the smoke-free environment will attract 

more diners and even smokers will be willing to refrain from lighting up. Therefore, business will not be adversely 

affected. Legislation will also help smokers kick the habit. 

What changes would you like to see at ATV?                                            27/12/08 

Pokman Cheng 

I hope to see changes to ATV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needed. 

First, I think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advertisements should be reduced as much as possible. These days, these 

kinds of adverts almost make me feel I am watching a mainland channel. Second, I think ATV should make more shows 

other than food programmes. Every night, , you see the same people discussing food at different places. I cannot believe 

that all viewers love this kind of show. Finally, I think ATV could buy more popular overseas dramas and films. This may 

change the viewing habits of some people. It might also attract more local advertising, thus reducing ATV’s reliance on 

mainland advertisements. 

Disney dismay                                                                             9/2/09 

Stephen Leung 

The decision by Hong Kong Disneyland to increase admission fees has shocked many Hong Kong people  

The company's decision is very unwise since it may further adversely affect Hong Kong's tourism industry and put 

the theme park's future at great risk. Hong Kong Disneyland is known for being relatively small. Such a big increase in 

admission prices will surely lead to fewer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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