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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點解男仔計數叻過女仔？」 
近年，發達社會普遍出現了一個現象：女生成績直追甚至超過男生，升上大學的女生

已經多過男生了。不過，翻查近兩年本校的中學會考和高考數學科成績，男女同學的合格

率相若，看不出孰優孰劣。但就優良率而言，則明顯是男同學優於女同學，尤其以高考數

學科更為明顯。這種現象，據考評局的資料，原來全港都差不多。 

男女在數學能力上有差異，原因頗多，其中兩點值得注意： 

(一) 生物性的原因：男性天生的「空間判斷能力」優於女性，因此對數學中的幾何題以

及要用圖像解難的題目表現較佳，先天的優勢強化了男生學數的動力，這些範疇的

優勢就愈加明顯了。 

(二) 社會性原因：人類在數以十萬年的演化過程中，男性負責製造器具去狩獵，女性負

責採摘和帶孩子。久而久之，男性較為物件取向(object-oriented)而女性較注重人際取

向(people-oriented)。美國人 Pease 夫婦合著的暢銷書《Why men don’t listen & women 

can’t read maps》，指出男性著眼 things，女性著眼 people，對男女取向的差異有頗多

敘述。 

數學科課內容抽離人際背景而較多物件數量的運算，所以對男同學吸引力較大。 

剖析了現象之後，我請同學們思考以下三點： 

(1) 「性別差異」影響數學表現，但絕不是數學成績優劣的決定性因素。 

(2) 不能以自己是女性為理由不學好數學，有些女同學計數不行，大部份原因是未有用

心，小部份原因是性別差異造成的。男同學不專心，數學也不會比女同學好。 

(3) 選科擇業時，應該考慮性別差異導致的能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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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來函嘉許我校畢業生： 
 我校零一年畢業生馮慧心及零三年畢業生何麗霞成績優異，總平均分達 A級，榮登

浸大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浸會大學日前特來函讚揚，並感謝我校老師的辛勤教

導，令兩位同學能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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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中  

本校兩位資優生獲選隨科大教授進行專題研習： 
 4D姚俊勤及張庭筠同學獲選參加由教育統籌局《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與香

港科技大學合辦的「名師教研計劃」。兩位同學將隨科大不同學系的教授進行小組專題研

習，掌握研習及報告技巧，擴闊知識及視野。 

 姚俊勤同學將隨「理學院副院長及數學系系主任」鄭紹遠教授進行「香港的數學教

科書」專題研習。而張庭筠同學則隨「海岸海洋環境學科副主任」劉啟漢教授進行「天

氣及空氣污染」專題研習。 
 

自修室就在你家的旁邊： 
荃灣區自修室歡迎你── 

1.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家庭支援及資源中心 大河道 60號雅麗珊社區中心 203室 24902320 
2. 石圍角社區會堂 石圍角邨社區會堂 24142448 
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石圍角服務處) 石圍角邨一號停車場大廈 201號 24029609 
4. 浸信宣道會差會石圍角閱讀中心 石圍角邨石荷樓平台 221-223室 24986156 
5. 荃灣公共圖書館學生自修室 西樓角路 38號 4樓 24903891 
6.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麗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青山道 530-590號麗城花園第一期第三座平台 24148283 
7. 明愛荃灣杜區中心圖書館 城門道 9號 A座 2樓 102室 24939156 
8. 香港路德會海濱花園綜合服務中心 海濱花園 15-16座平台 D怡樂徑 2-12號二樓 24060407 
9. 香港青年協會荃景青年空間 荃景園 76-84號荃景花園 10座地下 24983333 
10. 梨木樹社區會堂 梨木樹社區會堂一樓 24279275 
11. 明愛梨木樹言少年綜合服務圖書館 梨木樹邨第 2座 3樓 24259348 
12. 梨木樹浸信會閱覽室 梨木樹邨第一座地下 101-106室 24206636 
1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綠楊新邨 G座平台 24133111 

 

一人一票選出「十大公認失儀行為」：     有獎！ 
在車廂裡或其他公眾地方，當你看見下列的失儀行為，會否感到嘔心和不安呢？請在

下列十五項失儀行為中選出你認為最令人嘔心的十項。 

A. 用手提電話高聲談笑，旁若無人，令人煩厭。 B. 穿睡衣褲及拖鞋出街。 

C. 在車廂裡剪指甲，剪到「啪啪」聲，令人側目。 D. 打呵欠時，沒用手掩口。 

E. 蓬頭垢面，衣袖領口起黑邊。 F. 粗言穢語不斷從口中湧出。 

G. 「Cut‧‧‧‧‧‧too！」連聲，隨地吐痰。 H. 當眾挖鼻孔。 

I. 在公眾地方一邊行，一邊大啖咬生果。 J. 當眾脫鞋，腳放椅上。 

K. 在車廂內吃氣味濃烈的食物，例如榴槤或咖哩

麵，令其他人不舒服。 

L. 用手或衫袖抹鼻涕。 

M. 橫躺椅上或將雙腳、手袋、書包等擺在椅上，霸

佔座位數個。 

N. 情侶當眾親熱，旁若無人。 

O. 食飯「時時雪雪」，聲聞數桌之外。 ☺ 
 

比賽準則：「十大公認失儀行為」將由全校同學投票選出，結果將在下期《清旬》公 

佈，選中的同學有機會獲獎。 

 參加辦法：請將已填妥的選票於3月23日前，投入地下接待處「清旬收集箱」內。 

----------------------------------------------------------------------------------------------------------------------- 

我認為十大最令人嘔心的失儀行為是：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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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合唱團 ──   

    本校初級組合唱團A隊參加校際音樂節，奪「女聲合唱」冠軍後，再於3月10日戰

勝其他七個組別的冠軍，包括林護、曾肇添及迦密柏雨等強隊，奪「藝術會杯」及「TVB

大獎」，並將在「音樂節優勝者音樂會」上表演( 4月3日下午二時半屯門大會堂 )。香港

電台將會錄映整個音樂會的過程及於3月23日到我校拍攝本校合唱團的練習情況，然後

於網上作公開播放。 

    冠軍隊合唱團名單為： 

1A 曾舒薏、潘萍萍、1B 江雪梅、梁家瑜、曹凱羚、楊曉藍、葉芷欣、1C 莊綽姿、謝潤宜、周祖兒、

葉穎思、關曉彤、1D 余盈慧、尹寶兒、潘昱、余佩琼、廖曉君、金燕、奚夢奇、徐嫚婷、1E 李洛儀、

吳嘉欣、黃耶麗、麥詠欣、梁蔚彤、2A 房麗鈴、李詠怡、張營翠、莊洛倩、魏安娜、2B 張楚宜、李幗希、

2C 蕭小玲、黃詠霖、梁嘉敏、李慧琪、沈嘉敏、符寶文、陳艷誼、鍾敏婷、許穎欣、温家嘉、曾慧寧、

王裕笙、2D 陳善怡、李美玉、陳凱棋、蔡君雅、陳淑貞、林潤霞、2E 周夏韻、黃麗冰、徐嘉敏、鍾惠宜、

黃樂宜、鄭洭淇、3B 曾舒蔚、劉奕孜、鍾慧姸、4A 葉頌恩、4D 蔡穎妮 
 

    另初級組合唱團 B 隊於 3 月 12 日舉行的「民謠聖詩」比賽獲得亞軍，被評：「Very 

positive. Excellent diction. We enjoyed your performance」；2C鍾敏婷及2A魏安娜亦分別

奪得七級及八級鋼琴演奏的亞軍及季軍，實屬可喜可賀！ 

    第五十六屆校際音樂節成績大榜： 

學生姓名/組別 項目/參賽歌曲 獎項 評語 
初級組合唱團 A隊 女聲合唱 

-Orkney Lullaby 
-Beautiful Rainy Day 

冠軍 
(新界 
總冠軍)

You sang with enthusiasm and there
was much to both enjoy and admire.

高級組合唱團 混聲合唱 
-Mango Walk 
-Gypsy Life 

冠軍 Lively and well-balanced singing
with a good sense of rhythm.
Expressive. 

高級組合唱團 民謠聖詩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冠軍 You sang with a full, resonant tone,
well supported with breath. A most
enjoyable performance. 

初級組合唱團 B隊 民謠聖詩 
-Joshua Fits the Battle of Jericho 

亞軍 Very positive. Excellent diction. We
enjoyed your performance. 

3B鍾慧妍、曾舒蔚 女子二重唱 
-Fare thee well, my dearest dear 

冠軍 This was very pleasing duet
singing – very good ensemble. 

4D謝珈瑤 獨唱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亞軍 An attractive performance. 

4D蔡穎妮 獨唱 
-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季軍 Very promising qualities. 

3B陳雅婷 八級鋼琴演奏 
-Intermezzo, Op.116 No.6 

亞軍 Secure playing, which conveyed an
awareness and enjoyment. 

2C鍾敏婷 七級鋼琴演奏 
-Gavotta Op.32 No.3 

亞軍 Excellent balance and articulation.

2A魏安娜 八級鋼琴演奏 
-No.1 from Suite Op.14 

季軍 A good, clear account of the work. 

 

二十五周年校慶音樂會： 
本校為慶祝創校廿五周年，將於四月廿六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假荃灣大會

堂演奏廳舉行音樂會，由學生表演在校際比賽中獲勝的演唱、樂器及朗誦項目，並將錄製

成 CD 及 VCD 以永留記念；歡迎家長及友校老師蒞臨指導。如欲索取入場券，請向校務

處關小姐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