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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有意栽花‧‧‧‧‧‧ 
這半年，我們在校園多種了樹，多栽了花。最近繁花怒放，煞是好看，大家感覺很

好。 

為甚麼要栽花種樹？最明顯的答案當然是為了好看。但是，美觀不是我們最主要的

目的。 

在校園栽種花木，播放古典音樂，擺放藝術作品，目的都是一個：讓同學們提高視

覺敏感、增加美感經驗，讓大家在一個有藝術氣氛，有文化氣息的校園中，接受一種無

形又無孔不入的感性教育。 

花草樹木以及文學藝術的柔性力量，影響深遠，足以提高年人的人文素質和品性

風格。校舍擴建工程快完成了，我們計劃從色彩鋪陳，到盆栽擺設，以至教室佈置，都

要進一步營造校園的文化氛圍，好讓同學們受感染成為有文化修養的市民。 

有意栽花花必發，我們期望，花的校園成為所有王少清畢業生的共同記憶。 
 

 

200 餘人爭 40 個自行收生學位：  
本校以自行支配學額招收 40名中一新生。報名已於上月截止，共有 200多名小六學

生申請。申請者成績良好，甚多屬第一組別水平，其中部份是本校在校生或校友弟妹，

亦有地區知名人士子弟。 

本校將依教統局據申請人成績整理而成的「成績次第排名表」擇優取錄。因學位有

限，致令向隅者極眾，滄海遺珠，情非得已，希望家長諒解。 
  

本校「交通安全隊」優異中再優異： 
本校交通安全隊於2月21日舉行的「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獲得優異獎，

獲選參加3月7日舉行的「香港交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中學組)步操比賽」。參加是次比

賽的32間學校皆為全港分區賽中的冠、亞、季及優異隊伍。本校最後獲得全港第六名，

成績優異。 

交通安全隊隊員何秀玲( 4E )及周潔盈( 4C )因服務紀錄優良，獲頒總監嘉許笛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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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音樂節本校連番報捷：合唱團已奪三個冠軍！ 
 本校初級組及高級組合唱團分別於本屆校際音樂節擊敗眾多強隊，勇奪三個冠軍，

表現獲評判擊節讚賞！ 

 初級組合唱團 A隊於 2月 27日參加「女聲合唱」，以優美而動人的歌聲獲得冠軍，

被評：「You sang with enthusiasm and there was much to both enjoy and admire」。比賽的

亞軍為蕭明中學，季軍為荃灣官立中學。 

高級組合唱團則連下兩城，獲「混聲合唱」及「民謠聖詩」兩組比賽的冠軍。3月 2

日上午，高級組合唱團先奪「混聲合唱」冠軍，被評：「Lively and well-balanced singing with 

a good sense of rhythm. Expressive」。比賽的亞軍為林護中學。 

同日黃昏，高級組合唱團再次出戰，又奪「民謠聖詩」組冠軍，被評：「You sang with 

a full, resonant tone, well supported with breath. A most enjoyable performance」。安柱中學

為是項比賽的季軍。 

 3月 12日，本校將再派出初級組合唱團 B隊參加「民謠聖詩」比賽，現階段所有團

員已積極備戰，期望能再下一城，為本校爭光。 

 此外，本校同學於「獨唱」、「二重唱」及「樂器」比賽都取得了美滿的成績，3B鍾

慧妍、曾舒蔚獲「女子二重唱」冠軍，被評：「This was very pleasing duet singing – very good 

ensemble」。另4D謝珈瑤及蔡穎妮分別獲得「獨唱」亞軍及季軍；3B陳雅婷則以91分

佳績奪得「八級鋼琴演奏」亞軍。 

 

丙組「手球隊」及「籃球隊」攜手殺入學界四強： 
本校丙組手球隊及籃球隊經過連番激戰，攜手殺入學界比賽四強。籃球季軍戰於今

天舉行，對手為呂明才中學；手球決賽則於4月中旬舉行，請同學為我校球員打氣！ 

 

校友追蹤：她們來自 7A 
劉佩芝校友(2002，7A) 現在浸會大學修讀中文，獲南京大學(中國五大名牌大學之一)

收錄為交換生，目前在南京大學學習四個月。 

謝凱婷校友(2002，7A) 現在澳洲名牌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修讀英文，她說「要

讀莎士比亞，又讀語言學，都幾辛苦，不過好開心。」謝校友趁回港渡假回母校向在校

同學分享學英文心得。 

梁詩曼校友(2003，7A) 目前在香港教育學院修讀「英語教學學士」學位，按學院要

求，這幾個星期起每周回母校一天觀摩老師上課，了解學校運作，又協助老師指導學生

學習英語。 

劉淑芬校友(2004，7A) 半年前就讀中六時即自行報考國際英語試( IELTS )，成績達

7.5級，遠高於大學畢業生的平均程度，可喜可賀。 

周子嘉校友(2004，7A) 本校「作家班」中堅份子，屢有創作發表於本港文藝期刊。

她近期的新詩作品〈細路〉，獲刊登於2004年1月號的《秋瑩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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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多籮籮，你又參加咗幾個？ 

 參觀〈南華早報〉廠房： 
2月 26日，中二級約卅位同學由英文科莫少瑛老師率領參觀〈南華早報〉大埔廠房。

該廠導遊員應本校要求以英語(而非慣用的粵語)向我校同學講解南華早報的生產印

製流程。同學們都認真作筆記，因為回校後要向其他同學以英語匯報參觀所見所聞。 

 欣賞「八大箏派名曲」導賞音樂會： 
2月 26日，中二級四十多位同學由音樂科周玉冰老師帶領到荃灣大會堂出席中樂團

演出的「八大箏派名曲」導賞音樂會，同學們投入專注，增加了對箏樂的認識，也

提昇了音樂演奏的鑑賞能力。 

 到太空館參加「宇宙星空全接觸」活動： 
2月 27日上午，中二全級二百多位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到香港太空館參加「宇宙星

空全接觸」活動。同學透過參觀展品，回顧人類探索宇宙的艱苦歷程，以及了解至

今所取得的豐富成果。此外，同學又可利用太陽望遠鏡所投射的即時影像，觀測太

陽的表面特徵。由於部分展品可讓同學親自操作，同學可寓學習於娛樂。 

 欣賞「社際戲劇比賽」： 
2月 27日下午，全校同學齊集禮堂，欣賞「社際戲劇比賽」。四社社員所構思的劇本

出色、演員演技精湛、舞台音響及佈置亦花盡心思，獲評判資深話劇工作者鄭苑萍

小姐及黃偉文老師高度評價。四社演出的劇目分別為：《魔女的疑惑》(敏社)、《曏齎》

(時社)、《F/M Revolution》(敬社)、《武松笑傳》(遜社)。最後，遜社憑《武松笑傳》

一劇連奪四個大獎，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獎項 得獎者 劇目 

最佳劇本 遜社 《武松笑傳》 

最佳導演 遜社﹝俞淵升、胡舜普﹞ 《武松笑傳》 

最佳男演員 敬社﹝王智生 (西博士)﹞ 《F/M Revolution》 

最佳女演員 遜社﹝梁淑如 (潘金蓮)﹞ 《武松笑傳》 

最佳舞台效果 敏社 《魔女的疑惑》 

最佳整體演出 遜社 《武松笑傳》 
 

 參與「普通話周」活動： 
3月1日至3月5日為本校每年一度的「普通話周」。同學可透過參與有趣的攤位遊

戲、點唱或電影欣賞等環節，引發對普通話的興趣。 

 出席「公開考試須知」及「會考英文科應試技巧」講座： 
3月8日第一及第九節，全體中五同學齊集禮堂，出席由李民標校長、陳紹基副校長

及英文科陳敏華老師分別主持的「公開考試須知」及「會考英文科應試技巧」講座；

同學皆表示獲益良多。 

 欣賞城市當代舞蹈團「午間舞蹈欣賞」節目： 
3月9日下午，中四全級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到荃灣大會堂欣賞由城市當代舞蹈演出的

「午間舞蹈欣賞」節目。城市當代舞蹈團透過活潑生動的示範、講解及表演，讓同

學了解當代舞蹈的特點，並學習欣賞表演藝術的方法。期間亦加入互動環節，引導

同學嘗試透過肢體表達不同的意念，藉以增加他們的文化修養及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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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獎學金接受你申請： 
$25000 Rotary Club Scholarships: Open for Application  

The Rotary Club of Wanchai is very generously making awards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 

by students of our school to go on an all-paid-for, three-week language study vacation in 

England this summer. The total cash value of each award will be around HK$25,000. Contact 

your English teach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Selection criteria are: 

1. Applicants should be among the top 10 % in form position. 

2. Conduct: Grade A. 

3. Good record of service and leadership. 

4. Financial Needs: Applicants would otherwise be unable to undertake such vacation 

without the Award. 

5. Recommended by at least five teachers. 

6. Able and willing to serve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7. Be 17 years old or under. 

Teachers please make the information known to all students and encourage potential 

candidates to apply.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sit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conducted by Directors of the Wanchai Rotary Club. 
 

「家長對我校觀感」問卷調查(2004 年 2 月)結果： 
 二月十五日「家長日」本校發出問卷，調查家長對學校觀感，統計結果如下列。本

校將參考家長意見，對各項工作進行適當的配合和調整。 

    問                  題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學生學習 1 我的子女自動自覺地學習。 50.59% 34.90% 14.51%

  2 我的子女對學習有濃厚的興趣。 31.89% 53.54% 14.57%

  3 我的子女對學習甚有自信。 36.76% 47.04% 16.21%

  4 我的子女經常與同學互相討論，交流學習心得。 42.13% 40.55% 17.32%

  5 我的子女認真地完成課業。 62.35% 28.24% 9.41%

學生閱讀習慣 6 我的子女喜愛閱讀。 44.71% 33.73% 21.57%

  7 我的子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 41.73% 35.04% 23.23%

  8 我的子女經常上網瀏覽資訊。 48.80% 39.20% 12.00%

  9 我的子女經常借閱書籍返家閱讀。 40.24% 35.46% 24.30%

  10 我的子女喜歡參加學校的閱讀活動，例如說故事比賽、閱讀獎勵計劃等。 23.41% 38.49% 38.10%

家校合作 11 我有足夠渠道向學校表達意見。 40.94% 46.46% 12.60%

  12 學校樂意聽取家長的意見。 54.15% 39.92% 5.93%

  13 
學校透過不同渠道，例如家長通告、家教會、學校網頁等，讓我知道學

校的重要活動和最新發展。 
70.08% 25.20% 4.72%

  14 家教會能促進家長與學校的溝通。 61.02% 33.07% 5.91%

  15 學校時常邀請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44.49% 47.64% 7.87%

  16 我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 20.95% 57.71% 21.34%

  17 我與學校的關係良好。 50.40% 46.43% 3.17%

學校文化 18 本校學生尊敬教師。 73.23% 25.20% 1.57%

  19 教師關懷我的子女。 61.35% 34.26% 4.38%

  20 我的子女與同學相處融洽。 79.92% 18.11% 1.97%

  21 我的子女喜歡參與學校的活動。 56.86% 36.08% 7.06%

  22 我的子女以作為本校一份子感到驕傲。 62.35% 32.94% 4.71%

  23 我樂意讓子女在本校就讀。 84.31% 13.73% 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