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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約法七章約法七章約法七章約法七章－－－－學生領袖基本法學生領袖基本法學生領袖基本法學生領袖基本法    
學生會選出來了，這次兩閣競爭，勢均力敵，勝出的一組肩挑重任；另一組同學雖敗猶榮，仍可在

不同崗位服務同學。 

學生會是師長撥給年青人學習自己管理自己的園地；學生會會長之外，本校的學生領袖還包括領袖

生長、社長、學會會長以及班會主席。他們怎樣才可以鍛鍊成才？他們怎樣才算做得好？他們怎樣才會

獲得師生的支持？他們可以搞些甚麼活動？ 

下列各點，請學生領袖們參考：  

（1） 學生領袖不應為求選舉得利，而引進台灣以及本地某些政客的抺黑技倆，妖魔化競選對手。師

長最不希望見到的是同學因競選傷了和氣，影響學習氣氛。 

（2） 學生領袖搞任何活動，首要考慮同學的人身安全。例如，搞定向追蹤要保證不會傷人，搞賣物

會要保證食物不吃壞人。搞糟了，可能有法律責任。 

（3） 學生領袖要管理好財務。紀念品、賣物會以及小賣部等活動的支出、收入必須清楚有據，帳目

要請老師過目簽名作實，要向會員公佈。搞糟了，也會有法律責任。 

（4） 學生領袖爲爭取同學支持而搞福利活動，無可厚非；但有損學校形象的活動，就算能討好大眾，

也萬萬不可嘗試。學校是教化育人的地方，學生領袖應該配合這個方向，使勁地助師長一把力，

提升同學的品味。 

（5） 學生領袖先是學生，再後才是領袖，主要精力仍是讀書學習，其次才是搞活動。因搞活動而誤

了升學，不是成功領袖的所爲。 

（6） 學生領袖爲同學辦活動，要想順利，就要有耐性。勿忘搭通天地線 － 先要爭取師長批准支持，

再要辦手續借用場地，又要宣傳、動員、組織；活動過后，要復原，要鳴謝，每一個環節都要

照顧。因此，搞活動宜量力而為，不要貪大求全。 

（7） 學生領袖可以而且應該反映同學的意見，同時不可忘記，師長是全校同學利益的守護者。學生

領袖不應模仿政客行爲，以工運領袖自居，利用個別事件，挑起同學的情緒與師長對立，造成

三輸局面。 

以上各點，是學生領袖基本法，年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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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天天學，上網做習作 
為了提高同學的語文水平，本校今年繼續安排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參加網上「英文基礎增強課程」(Eng Class)。

同學必須每天登入網頁 www.eng-class.com 完成練習，內容包括閱讀，聆聽及文法部分。 

每位同學每月完成練習總數不得少於不得少於不得少於不得少於 15151515 篇篇篇篇，否則作欠交功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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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特別活動安排 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11 月 14 日 (星 期 六 ) 

第八屆第八屆第八屆第八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學年第一次本學年第一次本學年第一次本學年第一次 「「「「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 」」」」     
本校訂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十五分，在本校禮堂舉行第八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

會」，請家長務必出席。歡迎家長參選，有興趣者請聯絡蕭友光老師，已報名的候選人本月底電話再確認。 

另為使家長了解同學上學期的表現，並加強與老師的聯繫，本校訂於第八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之後，

立即舉行本學年第一次「家長日」。 

屆時中一級班主任會派發測驗成績單並與家長淺談中一學生的適應問題，中三級也會在禮堂進行選科輔導，

所有中一和中三級家長務必出席。中二、中四級班主任則會接見部分已接獲通知的家長。 

請家長先預留時間出席上述活動請家長先預留時間出席上述活動請家長先預留時間出席上述活動請家長先預留時間出席上述活動。。。。    

11 月 28 日 (星 期 六 )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本校訂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正，在禮堂舉行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度畢業典

禮，恭請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首席講師李玉強博士擔任主禮嘉賓。 

屆時除有授憑及頒獎儀式外，還有本校同學的表演，歡迎家長蒞臨觀禮。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升中講座暨校園開放升中講座暨校園開放升中講座暨校園開放升中講座暨校園開放     
同日下午二時在禮堂舉行「升中講座」，由李民標校長主講；並開放校園，由學生為來賓導賞，歡迎各界人士

出席，歡迎到本校「清園」及「空中花園」拍照留念。 

 

11 月有客人到訪 ─ 你的接待任務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事 項事 項事 項事 項  來 校 人 數來 校 人 數來 校 人 數來 校 人 數  你 的 任 務你 的 任 務你 的 任 務你 的 任 務  

11 月 4 日(三) 

上午 10:00-1:00 
荃灣各小學教師進修會議 本區小學教師 200 人 遇上小學老師，請向他們問好。 

11 月 20 日(五) 

下午 3:00-5:00 
伍季明（下午校）觀察本校 小六學生 120 人 伍季明(下午校)校友導遊。 

11 月 28 日(六) 

下午 2:00-5:00 
升中講座暨校園開放 小學生家長 700-1000 人 合唱團表演，中四同學導遊。 

 

英語早會每周三次英語早會每周三次英語早會每周三次英語早會每周三次，，，，同學入同學入同學入同學入 HallHallHallHall 記得準時記得準時記得準時記得準時！！！！    
09090909----10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chedule10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chedule10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chedule10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chedule    

本校所有學生，每天早上在操場參加 10 分鐘集會。為提高同學的英語水平，以逐步過渡到更大面積

的英語教學，本校安排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英語早會），以全英語舉行。中一及中二每周兩次，中

三及中四每周一次，其他日子則如常參加在操場舉行的全校早會。 

本學年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英語早會）的安排如下： 

F.F.F.F.    1111    &&&&    2222：：：：    逢 Day III 及 Day VI  羅玉芳老師負責統籌 

F.F.F.F.    3333    &&&&    4444：：：：    逢 Day V      吳國強老師負責統籌 

各部門（學會/學生會/社長……）如要在 Day III、V 及 VI 通知有關班級同學活動安排，請往禮堂以英語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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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教育活動  ─  師生同賞電影《建國大業》  
為加強同學對新中國成立的認識，提高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本校將安排師生分別於 10 月 15 及 16 日，欣

賞電影《建國大業》。電影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及寰亞電影有限公司等聯合出品，集結內地及本港最頂尖導演及

演員攝製。故事內容橫跨不同時期，從抗日戰爭結束至確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過程至新中國成立；同時

描述中國共產黨與當時各黨派在漫長的革命裡，如何結下深厚情誼。 

活動具體的安排如下： 

場次(一) 場次(二) 

日期：10 月 15 日(星期四) 日期：10 月 16 日(星期五) 

班別：中二、中三、中六 班別：中一、中四、 

中五甲、乙兩班、中七甲班 (修讀中史科同學) 
 

放映時間： 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二十分中午十二時二十分中午十二時二十分中午十二時二十分 ((((比平日的午膳比平日的午膳比平日的午膳比平日的午膳時間遲約時間遲約時間遲約時間遲約 15151515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集合及點名時間： 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集合及點名地點： 學校有蓋操場 

午膳時間： 影片播放完後，同學可自行解散前往午膳，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下午一時三十分前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回校上課。 

費用： 每位同學需繳交港幣二十元正，餘額由校方津貼。 

( 請各班主任指導班會財政收取費用，並於 10 月 12 日交予周詠麟老師。) 

其他： 如同學已經觀看電影《建國大業》及於家長同意下不出席活動(需向班主任遞交家 

長信)，當天第三至第五節將被安排到圖書館溫習。 

 

電影欣賞前活動安排電影欣賞前活動安排電影欣賞前活動安排電影欣賞前活動安排    

1. 認識時代背景：製作展板讓同學了解 1945 年抗日戰爭後國家所面對的困境。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2. 認識主線人物：製作展板讓同學認識戲中主線演員及角色( 毛澤東、蔣介石、宋美齡與宋慶齡等 )。 

3. 提出思考問題：預設探究性問題，讓同學於欣賞電影時作出批判性的思考。 

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 

1. 中一及中二級   工作紙─新中國的成立 ( 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製作 ) 

2. 中三，中五及中七級  中史科活動 ( 由中史科組推行 ) 

3. 中四級    中文科語文活動 ( 撰寫影評 ) 

 

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及科目的評估方式  
(一) 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按上課時數比例，各學科在總平均分中所佔的比重有別，茲以中一、

二級為例，詳列如下供參考：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 

英文 中文 數學 科學 附加 

英文 

中史 地理 電腦 普通話 通識 設計與

科技或

家政 

視覺 

藝術 

音樂 體育 

4.25 3.75 3.5 2.25 1.25 1.25 1.25 1 1 1 1 1 1 1 
 

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 

英文 中文 數學 科學 附加 

英文 

中史 附加 

英文

(2) 

地理 電腦 普通話 通識 設計與

科技或 

家政 

視覺 

藝術 

音樂 體育 

4.25 3.75 3.5 2.25 1.25 1.25 1.25 1.25 1 1 1 1 1 1 1 
  

(二) 評估方式：除了期中測驗和學期考試外，各學科皆對同學的學習進行「持續性評估」。評估方式包括課

堂提問、觀察、學生作業、專題研習、實驗考核和小測等。 

各科不同的評估方式於學年成績所佔的比重各有不同，一般而言，「持續性評估」佔 10%，期中測驗佔 20%，

學期考試佔 70%。此外，初中視覺藝術科、設計與科技科和家政科等皆沒有期中測驗和學期考試。老師以持續評

估方式，透過課堂習作和專題研習等活動評估同學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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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30 周年校慶攝影比賽 
本校創立於 1979 年，為配合創校三十周年，學生會將聯同攝影學會舉辦以「校園點滴」

為主題的攝影比賽，獎品豐富，冠軍獎金高達 $300。 

參賽照片必須能反映校內、校外進行的學習或群體生活。參賽同學可於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期間，拍下學校活動每個值得紀念的一刻，然後將有關照片傳送到電郵地址：「30anniversaryofwsc@gmail.com」。照

片檔案須註明班別及姓名，格式為：「陳大文_F4A_01(相片編號)」、「張小文_F2C_03」。如有疑問，可以聯絡 6A 廖

碧琪同學或黃偉文老師。 

此外，為響應校慶攝影比賽以及提高參賽作品的素質，本會將舉辦攝影研習班及一連串專題攝影比賽，入選

相片也可直接參加 30 周年校慶攝影比賽，凡初選入圍相片將可獲得紀念品乙份。參賽作品越多，得獎機會越大，

同學們請踴躍參加！ 

 

攝影學會主辦「攝影研習班」正式開鑼  
攝影學會於 10 至 11 月舉辦「攝影研習班」，課程內容包括風景攝影，人物攝影，抓拍及相片後期處理，由劉

偉鎮校友教授。劉校友畢業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創意媒體高級文憑，並曾於婚紗攝影公司任職。 

經初步統計，「攝影研習班」的報名人數已超過四十人，反應熱烈，但礙於名額有限，本會現已截止報名，多

謝同學的支持！攝影學會將會陸續推出各項精彩的活動，有興趣成為會員的同學，可以聯絡 6A 廖碧琪同學或黃偉

文老師。 

 

「新高中學制及科目簡介」家長講座  
 

日期、時間 06.11.2009 ( 星期五 ) ，下午 7 時至 9 時 

地點 趙聿修紀念中學 ( 新界元朗體育路七號 )  

主題 介紹新高中學制及科目 

內容 1. 新高中學制及課程概覽  2 新高中評估制度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3. 僱主分享 4. 問答時間 

報名方法 依教育局「家長講座網頁」http://www.edb.gov.hk/parentstalks 方法報名 ( 講座編號：0909 ) 

開始報名日期 09.10.2009 ( 星期五 ) 家長必須自行報名，並列印由教育局發出的確認覆函及攜帶出席，先到先得，額滿

即止；獲安排出席的家長，將會收到確認電郵或傳真。 

 

中四級注意：新高中成績表有新安排  
在新學制下，由於各同學有不同的選修科目組合，所以本校將更改過往以總成績排列班內及級名次的方式，

詳情如下： 

1. 保留公佈同學的個別學科成績名次； 

2. 取消總成績，各班和全級的成績名次，只以四個核心科目(中、英、數、通)按相同比例計算。 

以上安排將於上學期期中測驗開始實施，請各位家長及同學留意。 

 

中四級購買英語聆聽教材事宜  

為提高同學的英語聆聽能力，本校安排中四級同學訂購補充練習，並已向「海暉書店」取得折扣優惠。請同學

在 10 月 14 日(星期三)至 10 月 18 日（星期日）期間，帶備手冊或學生証到「海暉書店」購買，10 月 19 日（星期一）

必須準備委當。 

書名 出版公司 作者 定價 優惠價 

ELECT NEW SENIOR SECONDARY— 

Listening Skills Book Part 1 
Longman 

Consultant：Chris Gray 

Jane Short • Paula Siddle 
＄90.0 ＄79.0 

 

註：家長可以到其他書局購買補充練習，惟個別購買所取得之優惠未必跟學校價錢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