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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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長話：防疫努力要加強，讀書考試要正常！ 

(一) 因非典停了課，師生正努力補回學業損失；防疫措施帶來不便，大家都能正

確對待。我們一起走過抗炎的日子，大家互相扶持，保證沒有一個人掉隊。 

(二) 暑假將於七月廿二日開始。學期末的考試安排也改動了，請留意並保存本期

的公佈。 

(三) 我校獲香港醫學會支持，建立「一校一醫生」計劃。志願醫生為本校免費提

供診病以外的專業支持，包括到校作抗炎講座、協製教材、提昇學生的健康

意識，以及在緊急時指導老師處理突發醫務個案。 

(四) 反對「天橋圍校」簽名運動已引起當局關注。但距離我們的目標尚遠，凡我

師生家長校友仍須努力。 
 

☆☆☆☆☆☆☆☆☆☆☆☆☆☆☆☆☆☆☆☆☆☆☆☆☆☆☆☆☆☆☆☆☆☆☆☆☆☆☆☆☆☆☆☆☆☆☆☆☆☆☆☆☆☆☆☆☆☆☆☆☆☆☆☆☆☆☆☆☆☆☆☆☆☆☆☆ 

 

港大研究本校英文教學效能： 

應教統局邀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挑選一批增值中學作研究對象，希望從中總結出

中學英語教學行之有效的好方法，然後向全港推廣。本校是被選中學校，已將過去多年

我校同學英文科的連續表現交港大研究。 

 

本校公益少年團獲獎： 
本校接獲荃灣區公益少年團通知，我校公益少年團於剛舉行的「親子愛心編織」活動

中奪得了中學組亞軍，實在是可喜可賀！  

 

一年海外體驗，開啟生活視野！ 

 近年多位畢業同學參加「美國文化交流計劃」，到美國作一年海外體驗，開啟生活視

野。大部份同學在一年交流計劃後都獲得良好的升學機會，不少繼續在美國升讀大學，

亦有同學回港直接升讀本地大學。一年的海外生活，與當地家庭居住，入讀當地學校，

有助年青人培養獨立性格，加強英語訓練，並學習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更能為日後升

學妥善安排出路。 

 本年中五畢業同學傅寶華亦將赴美國俄勒岡州落戶一年，祝福傅同學豐盛人生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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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烈文校友再克科學高峰：證實冠狀病毒第一人！ 

 沙士襲港以來，在香港大學醫學院任職教授的潘烈文校友開始了一場不眠不休的持

久戰。本年三，四月期間，港大的科學家們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到沙士病毒呈圓形，但究

竟屬那一系列，仍是個疑團。我校畢業生潘烈文教授則以最創新的技術確定病毒的基因

次序，終於發現新病毒與冠狀病毒的基因特點相吻合，令整個港大微生物學系興奮莫名！

這是世界首次證實沙士病毒是冠狀類病毒，為進攻沙士病毒找到了準確的戰線。 

校友潘烈文是港大冠狀病毒研究小組的四位成員之一；這個小組發現非典型肺炎是

冠狀病毒引起之後，任務就是要以最快速度找出一個防止沙士病毒感染人類的方法。 

 原來病毒是比細菌還要原始的微生物，只是一個基因片段，還不是細胞。沙士病毒

靠侵入人體細胞進行複製，它一定要先黏在細胞表面，與細胞連成一體才能發展。 

 港大的冠狀病毒研究小組與國際微生學權威何大一教授 (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者) 

合作，成功在港大實驗室證明利用一種「抗病多肽」可以阻止病毒黏在細胞表面，保護

細胞不被感染，為治療非典型肺炎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五月十一日，潘烈文校友與何大一教授及港大校長徐立之教授等人出席記者招待

會，向全世界公佈他們的研究成果，並將申請國際專利。 

 僅在半年前，潘烈文校友等港大學者成功破解禽流感令人致死的原因；轟動全球學

術界；這一次又在危難中取得世界最先進科研成果；我王少清師生，敬佩之餘，亦與有

榮焉。 

 潘烈文博士於1984至1991年就讀本校，1991年升讀浸會大學應用生物系，繼於1994

至1996年在中文大學修讀碩士課程，以優異成績獲取獎學金，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獲

博士學位。回港後，他從事病毒學研究工作，現任職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研究助

理教授。 

堂上記筆記的五大理由：  
Reasons to Take Notes in Class   

Some people can remember everything they hear. The rest of us need to take notes! Here 

are five reasons why. 

1.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class is given orally by the teacher. Often, this 

includes information that isn’t covered in the textbook. If you don’t write it down, you 

won’t have it when you need it. 

2. Class notes are your best record of what happens during class, and your best source of 

material for test reviews. 

3. Writing things down reinforces what you hear and helps you to remember. 

4. Taking notes makes you a more active listener. You’re less likely to doze off. 

5. Note-taking skills are critical for success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You may think you 

don’t need them now, but you’ll definitely need them later. Now is the time to lear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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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十名精英榜 ( Second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 
 

名次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六級 

1 朱鴻展 黃莉莉 陳  濠 鍾智維 劉淑芬 

2 趙汶樺 陳曉羚 余翠敏 陳佩芬 呂紅香 

3 鄧梓琪 陳綺婷 鍾美儀 溫婥姿 鄭  琳 

4 嚴定匡 林倩君 陳珮玲 左偉力 周汝和 

5 陳艷誼 莫韻婷 張庭筠 卓達儀 黃珺婷 

6 王裕笙 梁善婷 何秀玲 袁凱欣 王  曦 

7 陳素婷 何鎧棋 姚俊勤 吳思慧 謝佳莉 

8 文海媚、曾慧寧 沈秋雁 張明珠 吳錫麟 林振華 

9 ☺ 劉奕孜 黃騰騰 伍家駿 許駿婉 

10 梁綺淇 陳芳萍 周潔盈 甄為盈 劉頴丹 

11 郭天健 黃珮琳 何浩文 李志彬 ☺  
12 黃尹嬋 黎李歡 黃艷玲 林清文 ☺  
13 黃詠霖 勞異珮 鄧詠心 陳珮宜 ☺  
14 徐婉華 林冠峰 李家華 關棨勻 ☺  
15 黃珮瑜、區穎思 黃諺姿 李慧櫻 熊志豪 ☺  
16 ☺ 黃寶陞 黃菱怡 陳健菁 ☺  
17 蕭小玲 冼嘉雯 袁淑華 馮偉富 ☺  
18 何永汭 劉慧妍 梁玉珍 呂藹恩 ☺  
19 梁正南 魏振庭 葉德莉 任凱雯 ☺  
20 李咏珊 范家暐 黃斯麗 章寶虹 ☺  

 

你可能已被提名為「卓越學生」： 

 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每年都舉辦「卓越學生」獎勵計劃，目的是獎勵在成績、

操行及服務三方面有優秀表現的同學。 

每班班主任會提名一位「上學期考試全班十名以內」、「操行達B+以上」及「有良好

服務紀錄」的同學參選，得獎結果將於七月公佈。 

無懼非典，「朋輩調解員」繼續關心你！   

 雖然沙士襲港，但各「朋輩調解員」依然會跟同學並肩作戰，讓同學置身於一個和

平的校園中。在本月九日，我校的「朋輩調解員」就參加了一個聯校分享會，並承諾將

和平共處的訊息宣揚到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而自本月十九日開始，十一位「朋輩調解員」會在午飯時間輪流在「榕軒」當值，

希望可以多跟中一同學傾談及分享。當值時間表如下： 

星期一 陳  健、吳志遠、黃智偉 星期四 劉敏傑、曾志強 

星期二 劉淑芬、王  勤 星期五 蘇秀春、劉潔慈 

星期三 鄭瑩瑩、余智雯 ☺ 
 

 請記著「朋輩調解計劃」的新口號：「儘管沙士很可怕，朋輩調解無阻隔。每日當值

無花假，繼續服務你我他。」 

 

「子女談情說愛，我怎麼辦？」講座最後召集： 

 由本校家長教師會主辦的「子女談情說愛，我怎麼辦？」講座，將於五月三十日假

本校舉行，現尚餘少量名額，如有興趣參加但仍未報名的家長，請於五月廿六日前致電

24906302向嚴麗意老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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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末考試及暑假安排： 
 

一、 因應非典型肺炎影響下校曆修訂如下： 
 

 

4/6 端午節. 

(9/6-19/6中三級期終考試) 

*13/6 中三級學科測驗 

(23/6-4/7 各級期終考試) 

 

1/7 HKSAR 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 

18/7 散學禮 

21/7 本校生註冊 

22/7-31/8 暑假 

 

二、 中三級考試期間及試後之特別安排如下： 

 六月十三日上午 8:30 至下午 3:00 帶備耳筒回校參加中英數三科之香港學科測

驗。 

 所有中三級同學均須參加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七日之升中四預備課程。此課

程由本校老師教授，費用全免，上課時間表另外派發。 

 六月二十五日(三)上午8:30回校到禮堂核對考試答卷。 

 六月二十七日(五)上午9:00回校到禮堂核對成績單。 

 六月三十日(一)上午9:00回校到禮堂填寫及遞交選科表格。 

 七月四日(五)上午選科結果公佈。 
 

三、 其他各級的試後活動容後公佈。 
 

中二級同學參觀上水「大夫第」及「麟峰文公祠」： 
本校中史科將與旅遊科合作，帶領中二級同學於本月廿三日 (星期五)，到上水的「大

夫第」及「麟峰文公祠」參觀，研習有關香港歷史古蹟的課題。 

期間，修讀旅遊科的中四同學將成為導賞員，向中二級的同學講解有關「大夫第」

及「麟峰文公祠」的重要資料，而任教旅遊科的老師則會在旁評分。 

 其他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 / 地點   下午一時 / 本校有蓋操場 

解散時間 / 地點   約下午五時 / 本校 

來  回  車  費   十元 ( 餘款由校方津貼 )  

備          註   請各班男班長向同學收取車費，並於五月廿一日前將款項交中史科老師。
 

英語「罵戰」，天天新款→歡迎參觀！ 
 為了提升同學的英語說話技巧，本校英文科主任吳國強老師經常帶領同學到校外參

與「英語辯論工作坊」，而於本月廿一日下午，2C及4E兩班同學亦將會在吳老師及英文

科莫少瑛老師的帶領下，與其他學校的代表互相切磋。 

此外，自本月十九日開始，每天午飯時間 (12:35-1:30pm) 於本校金工室都會舉行「午

間英語辯論工作坊」，由各級的同學組隊對壘，唇槍舌劍，歡迎各家長到場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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