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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人多勢「危」  
英文有諺語「There is safety in numbers」，意指人多勢眾有保險，可以互相保護，出了事也有眾人分

擔；人數多令參與其中者覺得有安全感。 

這句英文諺語的確能反映一般群眾心理。但福兮禍所倚，也正是這種群眾心理，往往令到「人多

勢眾」走向反面，變成「人多勢危」！ 

此話何說？ 

我們不時遇上這樣的場合：大群學生在公共地方等候聚集，因為人多，以為都是自己人在自己的

天地，於是放下克制，肆無忌憚地高談闊論，甚或大聲喧叫，將公共安寧粉碎，令周圍的其他公共場

地使用者反感，最後遭受有關機構「面斥不雅」，學校被投訴，或被「唱衰」。 

人說「There is safety in numbers」，我要向同學們強調「There is danger in numbers」，人多而不自覺，

危險就會出現。 

3月13日，黑色星期五的晚上，戲劇比賽成功舉行之後，有身穿校服的本校同學數十人，在本區

某火鍋店筵開四桌，慶功聚舊，部份人情緒高漲，觥籌交錯，放浪形骸，學生形象盡失之餘，不絕的

聲浪更惹起其他食客以至店東的不滿與惡評，正是中了「人多勢眾」的陷阱。消息傳來，令人不安。

輸！輸！輸！多可惜啊。 

經一事，長一智；相信我同學皆能以此為鑑，在自己人多時不忘尊重他人的存在，注意自己的形

象。 

 

女乙籃球隊蟬聯學界冠軍！  
3月25日下午，荃離區學界籃球比賽，本校女子乙組籃球隊與林百欣中學爭奪

冠軍。結果，本校以30：10大勝，再度蟬聯冠軍，成績彪炳！能夠在十三支參賽隊

伍中奪標，實屬難得。恭賀各隊員及感謝到場打氣和支持的同學。參賽隊員為：4B

麥靖璍，4B鄭欣嵐，4C黃妙兒，4D張淑婷，4D周芷熲，3A劉曉彤，3C林紀均，

3E巫曦妍。 

 

圖書展銷會歡迎參觀  
原訂二月舉行的「樂文書店」圖書展銷會延期至四月七及八日舉行，地點為三樓圖書

館自修室。所有精選港台圖書即場以折扣價銷售，歡迎師生參觀。書展期間自修室全日暫

停開放，請自修的同學移步往五樓自修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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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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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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度「數學獎」一覽 

(1) 第十一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應考學生人數為 1238，本校 2E 黃

子浩獲二等獎，2D施偉杰獲三等獎。 

(2) 第八屆「培正數學邀請賽」，已經圓滿舉行，全港共有二百多間中學派出代表參加。

本校6B梁偉豪奪得銀獎(排名為全港第6─15名)，4D周智弘奪銅獎(排名為全港第16─30名)，

4E朱鴻城奪優異獎(排名為全港第31─50名)。 

今年獎項減少逾半，仍有3位同學晉身決賽，並奪得獎項，表現良好，值得嘉許！ 

(3) 200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本校共囊括六個獎項：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優良獎 

4E 鄭博文 4D 周智弘 4E 鄧卓熹 
4D 陳煒昌 

4E 朱鴻城 
4D 蔡泳達 

 

獲得金、銀、銅獎的同學，將獲邀參加「華夏盃」決賽，請同學替我校代表打氣！ 

 

「樂施會」感謝師生捐出滅貧利是  
為幫助中國的窮人改善生活，獲得基本所需，本校響應「樂施會」呼

籲，鼓勵同學把新年利是錢放進由樂施會提供的「樂施滅貧利是封」內。

經統計後，本校共有 117 人參與，捐款總數為港幣$3,344.1，「樂施會」特

此向各捐款人致謝。 

 

戲劇比賽得獎名單  
3 月 13 日(星期五)，全體同學上午照常上課，下午到禮堂出席「社際戲劇比賽」，欣賞四社代表演

出不同主題的話劇，爭奪各個大獎。結果，敬社成為大贏家，共奪得四項大獎，成績優異！各得獎名

單詳列如下： 

獎項 得獎者 

最佳劇本 5A吳宇軒、6B林珊晴：《婚、愛情》(敏社) 

最佳導演 6A張玉珊、6B徐展珩 (敬社) 

最佳男演員 4D鄒永鴻 (敬社) 

最佳女演員 4C林穎芯 (時社) 

最佳舞台效果 《黑玫瑰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敬社 

最佳整體演出 《黑玫瑰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敬社 

 

凝聚家庭正能量，抵禦金融危機來勢洶洶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造成的經濟破壞不容輕視。社會彌漫悲觀、焦慮和不安的

氣氛，社會各階層均承受沉重壓力，以中產家庭較為明顯，有人因投資失利而感到

焦慮，有人因失業減薪而感到徬徨，有人因面對挑戰而感到不安。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特別製作了一教育小冊子，分為家長篇和子女篇，說明就算處

身逆境，只要個人具備正面樂觀的價值觀，「樂於承責，主動溝通」，就一定可以

轉危為機。有關詳情請瀏覽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fin_cri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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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中三級測驗日下午觀看英語電影  
中二： 4月1日 (星期三)，中二全級同學須於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齊集課室，欣賞根據英文

讀本攝製的電影《Matilda》。 

中三： 4月2日 (星期四)，中三全級同學須於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齊集課室，欣賞英語電影

《Mamma Mia》。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四月及六月舉行  
系統評估的緣起  
全港性系統評估為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發布的教育改革報告書中提出的改革措施之一。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設立目的  
 為政府及學校管理當局提供全港學校在中英數三科的水平的資料，以便政府為有需要的學校

提供支援，及監察教育政策執行的成效。 

 其功能是了解各學校在中英數三科是否達致基本水平，促使學校結合評估數據與學校發展的

需要，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劃。  

學校的參與 
所有中三級學生必須參與系統評估。評估分為兩部分，在不同時段進行。第一部分為中國語文和

英國語文科的說話評估。考評局以隨機抽樣方式每班抽取約 10 位同學參加，評估將於 4 月 22 日下午

舉行。第二部分為中國語文（包括視聽資訊）、英國語文及數學的紙筆評估，全港中三級學生均須在原

校參與。評估日期為6月23日和24日。目前老師已開始加強有關評估之課業，讓同學作好準備。 

評估報告 
考評局將根據評估表現為學校提供報告。學校可從報告中了解學校在三科中不同技能/範疇的整體

表現。報告中將列出學校及全港能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的百分率，以供學校參考。 

上述報告是學校層面的報告，旨在幫助學校改善學與教，故不會為學校評級，亦不會以任何形式

向外界公布。考評局指示，學校只宜將報告向學校管理層及教師交代，並應慎重地處理該等報告資料。 

 

「家福會」刊物又見中一同學作品  
新一期《家福Teen地之寫我深情系列二 ─ 親情是⋯⋯》已經出版，每班將

獲派一份。本校1D姚菀霖、1D林煒瑩的作品更被選中刊登，他們各可得$50書券

一張。歡迎各位到http://www.hkfws.org.hk/sswnews，點擊「今期主題」，然後瀏覽。 

下一期的《家福 Teen 地》的主題是「寫我深情系列三 ─ 友情」。誠邀同學

以「朋友給你最珍貴的禮物」為題投稿。同學可拍照 ( 親自拍攝並含簡單描述 ) ，或撰寫一篇不多於

200 字的文章。照片或文章請用「校名__姓名__班別__題目」格式存檔，再電郵至

hkfws_newsletter@yahoo.com.hk。以硬照投稿者，可直接把作品交給社工。作品一經刊登，同學將得到

禮物作獎勵，希望同學踴躍參加。截止收稿日期為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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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 ─ 中五同學早會話別吐心聲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 

今天是我們中五同學的最後一個上課日，我的心裡難免有點失落！因為我們班再沒有機會可以一起上課，這令我不禁回

想起上課時和老師有講有笑的片段，音樂日同學們齊心練歌，老師說過的金句等。這一切都令人懷念，更會成為我在王少清

的美好回憶。 

我特別想和中四的同學說，你們是最後一屆的會考生，而機會就只得一次，如果還沒有發力的同學就一定要盡快發力，

你們要讀書了！如果再遲的話，你們到下年才發覺什麼都不懂，到時一定後悔莫及。你們可以嘗試減少不必要的娛樂時間，

不要白白浪費光陰。從今天開始，你們就花多點時間讀書，好好迎接重要的會考吧！多謝！                  5D 林智濠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 

今天是我們中五學生最後一天上學。過了今天，我們大家就要各奔前程，下次能夠坐在同一課室內，又會是何年何月何

日呢？ 

在中四、中五兩年，我們讀書之餘，好像同時用回憶袋在蒐集回憶。現在，有人袋中的回憶多些，有人少些。在我的回

憶袋中，有全班40多人的笑容，有老師的諄諄訓誨。 

記得在陸運會，我們全班一起看班際接力。在健兒衝線的時候，我們全班都跳了起來！又記得音樂日我們全班一起在台

上唱歌，我完全想像不到，原來全班40多人的心都可以變成一條心。唱完歌之後，我站在台上真是覺得很捨不得。在課室裡，

我們大家都會聚在一起，討論《神探伽俐略》的物理問題，討論電視劇的卧底角色，又會討論怎樣去寫完手頭上一疊疊的紀

念冊⋯⋯ 

這兩年，我過了很多緊張、忙碌，但又很開心的日子！今天一個測驗，明天一個匯報，後天又一個閱讀報告。回到家中，

要做功課、又要溫習，有些勤力的同學，每天都睡不過6個小時！ 

還有不足一個月的時間，我們便要上試場，面對我們人生第一個重要的考試─會考。我們的努力，是否能取得成果便要

看這次！希望我們大家在餘下的一個月，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在這裡，我衷心祝福大家前程錦繡！ 

最後一天上學，相信大家都感觸良多。我希望能在這裡感激每一位老師對我們的悉心栽培，有你們做後盾，我們一定會

愈戰愈強！多謝！                                                                                   5D 伍凱媚 

 

4E Students Talkback  II 
Selection of views expressed by 4E students in their articles printed in the Talkback 

section of th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hould the government do more to curb the use of antibiotics?      Nicole Chan    4/2/09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increase in cases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in Hong Kong and, related to that, 
the misuse of antibiotics. Clearly it is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misuse.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prescribed antibiotics they do not finish the whole course, as they think they are cured. They may even take more than one antibiotic at 
one time, thinking that this will effect a cure in a shorter period of time. The government must do more to promote the proper use of 
antibiotics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find ways to cope with drug-resistant diseases. 
 
We can all help to protect planet                   Jason Chu   10/2/09 
We are all aware of the problems posed by global warming but keep destroying our environment. Individually, we cannot make that 
great a difference, but HK citizen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ougher laws must be enacted to punish people 
who are found guilty of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ry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having tree-planting schemes. More measures must be implemented to curb exhaust emissions if we want 
to see the blue skies return to Hong Kong.  
 
Feedback of ‘Sex under 16 OK, say students in survey’        Nicole Chan   27/2/09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bout teenagers' views on sex. I find it unacceptable that teenagers are so open about sex 
nowaday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more than 16% of them said it was acceptable to have sex with someone who was not their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and about 7% said it was acceptable to exchange sex for money. These figures clearly show that sex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s not adequate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do something to improve it. Given the influence from the media and the online 
dating trend, some young people may develop the wrong concept towards sex and love. This leads to some teenagers having under-age 
sex.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is also important. Sometimes teens who have sex while under the 
age of 16 do so because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parental love and care. Parents should not feel embarrassed to talk about sex in front 
of their childre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y help their children develop the right concepts about s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