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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怎樣免費遊埠？ 
美國的威斯里安大學 ( Wesleyan University ) 是名校，每年新生名額700，入學申請者

來自全球，數達7000人，大都是精英學生，不過該校仍特設「收生部」，派十多名專人穿

州過省到全國各地的著名高中推廣該校，目的要搶收尖子學生，當有發現即免費提供機票

食宿旅費，安排往該校參觀，力邀入學。 

威斯里安的收生標準是：學業成績佳，求知慾強，專注，性格堅毅，課外活動(最少兩

項不類同)達到高水平。美國其他名牌大學的收生要求和搶尖子的手法也很相似；所以有些

高中尖子學生可以免費旅遊全國多間大學。 

家長假如對「哈佛女孩」之類的書有興趣，The Gate-Keepers (「收生大員」) 則更值

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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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沈平教授獲新加坡「青年科學家」獎：  

 沈平校友( 1987，6B )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兼「網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善

長將電腦技術應用於製造業生產。沈校友此次獲獎，我校師生與有榮焉。 

 

「考試」又到了！ 
本校將於2004年 6 月 11 日(中三級提前至 6 月 9 日) 至 24 日舉行下學期考試，時

間表已派給各同學，敬請各家長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及注意以下事項： 

1. 同學應詳閱考試時間表及按時回校應考；無考試則不用回校。 

2. 同學必須在每天８：１０前回校；遲到者，必須先到校務處登記。 

3. 考試期間，凡遇天氣惡劣，同學應留意電台廣播；除非當局或校方有特別通告，所有

考試均按原定之日期及地點舉行。受天氣影響未能如期舉行之考試；校方將另行通知

日期及地點。 

4. 因病缺席考試的同學，須出示醫生證明；因事缺席考試，必須要有充分理由，校方始

考慮予以補考；補考日由校方安排，得分按規定調整。無故缺席者，不安排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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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清旬》交給你的家長！ 
 請同學緊記將每期《清旬》交父母 / 監護人閱覽，並向父母 / 監護人講解《清旬》的

各項內容，以便家長了解學校的要求和各重要事項。 

 篇幅所限，部份活動仍未能於《清旬》中預告，惟所有外出活動，負責老師均會正式

通知各家長，請家長特別關注子女參加活動的時間。本校已將二零零二年九月出版至今的

每期《清旬》上載網頁 http://wsc.hkcampus.net/index2.htm，歡迎社會人士下載以了解本校近

況。 

 

校慶音樂會 CD 即將面世，義賣籌款捐公益金： 
 本校廿五周年校慶音樂會備受好評，現場錄音 CD ( 精美盒裝，附歌詞及朗誦詞 )即將

發行，以每張五元超值價義賣，所有收入捐公益金，以表達本校師生對社會的承擔和關懷。

義賣日期地點稍後公佈。 

 茲將校慶音樂會 CD內容詳列如下，請做好準備，投入熱賣！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廿五周年校慶音樂會 
Po O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Wong Siu Ching Sec. School 

25th Anniversary Concert 
 

1. 校長開場白(節錄)                       [1’05] 
2. 合唱: Orkney Lullaby                    [3’43] 
3. 合唱: Beautiful Rainy Day                [2’27] 
   初級組合唱團A隊 
   (2004年校際音樂節女聲合唱冠軍 
新界區最佳中學初級合唱隊) 

4. 合唱: Joshua Fits the Battle of Jericho       [2’13] 
   初級組合唱團B隊 
   (2004年校際音樂節民謠聖詩合唱亞軍) 
5. 粵語散文獨誦: 山中雜記 (節錄)           [3’43] 
   1C 文綺彤 
   (2003年校際朗誦節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6. 普通話散文獨誦: 燈火（節錄）            [3’02] 
   3A 黃曉晴 

   (2003年校際朗誦節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7. 英詩獨誦: Shining Things                 [2’13] 
   2D 鄧安盈 
   (2003年校際朗誦節英詩獨誦冠軍) 
8. 女聲獨唱: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2’36] 
   4D 謝珈瑤 
   (2004年校際音樂節女聲獨唱亞軍) 

9. 女聲二重唱: Fare thee well, my dearest dear [2’52] 
   3B 鍾慧妍、曾舒蔚 
   (2004年校際音樂節女聲二重唱冠軍) 
10. 合唱: Mango Walk                     [1’21] 
11. 合唱: Gypsy Life                       [2’57] 
   高級組合唱團 
   (2004年校際音樂節混聲合唱冠軍) 
12. 合唱: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2’40] 
   高級組合唱團 
   (2004年校際音樂節民謠聖詩合唱冠軍) 
13. 鋼琴獨奏: Intermezzo, Op.116 No.6  

–Brahms                              [3’30] 
3B 陳雅婷  
(2004年校際音樂節八級鋼琴亞軍) 

14. 鋼琴獨奏: Gavotta Op.32 No.3  
–Prokofieff                            [1’30] 

    2C 鍾敏婷  
(2004年校際音樂節七級鋼琴亞軍) 

15.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校歌               [0’55] 
    千人大合唱 
 

合唱指揮:周玉冰老師  鋼琴伴奏:2A魏安娜 

長笛伴奏:3A黃曉晴   敲擊伴奏:2D陳善怡 

(2004年4月26日荃灣大會堂演奏廳現場錄音) 

 

「你有犯規嗎？」  ──  守時守紀比賽下半年結果公佈：  
 為了鼓勵同學培養守時及守紀的精神，本校訓導處特別舉行了「守時及守紀比賽」，獲

得最佳成績的班級將於本學年終結時獲獎；直至 5月 21日訓導處的紀錄如下： 

 最少遲到紀錄的班別 最少扣分紀錄的班別 

中一級 1C   1C 

中二級 2C   2C 

中三級 3B  3B 

中四級 4E 4B 
 

 希望各同學能向以上的班別學習，準時回校及遵守校規。 

 

作家班導師袁兆昌作品獲選為「最受中學生歡迎圖書」：  
本校作家班導師袁兆昌先生作品《超凡學生》成為本年度最受中學生歡迎的圖書，此 

書以輕鬆的筆觸諷刺香港的教育制度，值得向同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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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教我如何教好他/她？ 
本校收到很多家長查詢以下問題的解決良方： 

(1) 我的子女欠積極，不負責任，我怎麼辦？ 

(2) 我的子女沉迷電腦遊戲、網上留言、電話、漫畫、小說等，引致睡眠不足，欠功課，

欠書，常被扣分，有何良策？ 

(3) 我的子女無心向學，又無學習動機，我很苦惱，請教我辦法。 

(4) 我和子女有不同意見，又怕激怒子女，又怕壓力令子女做傻事，我很無奈，怎麼辦？ 

(5) 我的子女經常出街，「打機」又「唱K」，有何良策？ 

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如有任何解決以上問題的好方法，歡迎向《清旬》編輯部提供， 

來稿一經刊登，將致送小禮物答謝。 

 

你會被老師提名為「卓越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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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上」及「有良好

服務紀錄」的同學參選；而符合以上參加條件的同學，只要取得三位老師的簽名亦可自薦

參加。參加者須經由校長領導之遴選委員會面試，並自撰文述抱負，讀感受，最後經由全

體老師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得獎結果將於七月公佈。 

 

恭賀數學科鄭美玲老師公子入選港隊：  

 本校數學科鄭美玲老師公子曾民浩於「二○○四年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獲「一

等獎」，並入選成為八位港隊隊員之一，將於八月上旬代表香港出戰「第五屆青少年數學國

際城市邀請賽」。本校在此祝願曾民浩同學凱旋而歸，為香港爭光。 

 
本校管樂團兩次表演，歡迎家長到場欣賞：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次表演 6 月 7 日(一) 下午 1 時至 1 時 30 分 本校有蓋操場 

第二次表演 6 月 27 日(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 天水圍嘉湖銀座商場 

 

中文辯論比賽：  
    本校中文科每年都會舉辦「中文辯論比賽」，由中四及中六各班進行比賽。現在比賽已

進入複賽階段，4E、6B、6A及4C力壓其他對手，順利晉身複賽。複賽的賽程如下： 

比賽班別 日期 時間 地點 辯題 

4E VS 6B 5月28日 下午4時正 本校308室 政府應增加老人福利 

6A VS 4C 6月3日(暫定) 下午4時正 本校308室 男女同校教育比單性 

學校教育更勝一籌 
 

 歡迎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到場觀戰及打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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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語法十大錯誤 (下)： 
上期我們指出了英文語法的五大錯誤，今期再續。 

(六 ) Yours 誤 作 Your  

英文格式之一是信末簽名之前，總有Yours sincerely，Yours faithfully之類的字眼。可

惜很多學生忽略了這個「小事情」，把「Yours」誤作「Your」的，大不乏人。 

(七 ) promote 的 被 動 式 誤 用 作 主 動 式  

學生在文章或會話中經常提及「升班」這件事，可惜竟忘記了自己能否升班最後是由

老師決定的，學生本身是屬於被動之身。所以I promoted to Form Five last year是錯句，因為

promoted 要用被動式，應該改為I was promoted to Form Five last year。那末promote 甚時

候可以用 active voice 呢？描述老闆提升職員級別時，promote 就要用主動式：The boss 

promoted Tom to be the department head。 

(八 ) 誤 以 must 代 wi l l  

must和will都是很簡單的字，卻是令閱卷老師頭痛的兩個字。The harbour must become 

very dirty because people throw rubbish into it這一句就錯在must這一個字，應該用will才對。

must 是「一定要」，will 是「一定會」。有時真奇怪為甚高年級的同學還搞不清這兩個概

念。 

(九 ) 簡 單 句 子 放 兩 個 動 詞  

英文文法有規定，簡單句子裡只能夠有一個動詞。There is 和There are 就成了初學者

觸犯這條規定的「凶器」。試看這句：There were ten pupils studied in the library，錯在有There 

were 和studied 兩個動詞並列在一個簡單句子裡。改正的方法有二：去There were，或者

把studied 改為 studying (studying 在這裡起了形容詞的作用，不再是動詞了)。 

(十 ) 搞 錯 dangerous， di f f icu l t 等 字 的 形 容 對 象  

「The old woman is dangerous to cross the road here」和「I am difficult to learn English」兩

句中的形容詞dangerous和difficult 都搞錯了形容對象。dangerous 的形容對象不是old woman

而是to cross the road；同樣地，difficult 的形容對象不是 I而是to learn English。上述兩句應

該改為It is dangerous for the old woman to cross the road here 和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learn 

English。類似的形容詞還有easy，hard，convenient，troublesome，safe，等。 

 

專家敬送「親子小貼士」：  
由本校家長教師會及輔導組合辦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家長講座已圓滿結束，出席的

家長共有一百五十人。期間，講者衛生署臨床心理學家翁敏儀小姐及本校校友何玉慧小姐

(衛生署社工)就講題向家長送贈「親子小貼士」： 

多欣賞，少批評  
冷靜對事，平等對話  
先聆聽，後討論  

設身處地，體諒子女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