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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研究結果有理？無理？ 
「國際經合組織」研究了 41 個歐、美、亞國家的 28 萬中學生的表現。本港學

生數學名列第一，科學也排在前列，不過，對學校的歸屬感卻是倒數第三，而香港

學校間的差距甚大，學生水平差異高出國際平均甚多，這兩者相信是有因果關係的。 

研究發現，家長的職業和教育背景，並非影響學生成績的重要因素；學校學習

氣氛才是關鍵；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與成績有莫大的關係。 

原來學校氣氛，教師及學生士氣影響學生表現舉足輕重。成績優異的學校，教

師士氣高，工作積極，他們重視學生的成績，亦以學校為榮，同時，學生的歸屬感

較高，亦會較重視學習，享受學校生活，又較全力以赴，學生的行為問題較少。 

你覺得這個研究結果有道理嗎？ 

★★★★★★★★★★★★★★★★★★★★★★★★★★★★★★★★★★★★★★★★★★★★★★★★★★★★★★★★★★★★★★★★★ 

「食物」專題研習比賽奪冠！ 
本校同學參加了由荃灣區議會及食環署合辦的「“食物安全知多Ｄ”食物安全專題研

究比賽」，就食物安全事宜進行研究，製作報告及於本月12日(星期日)假荃灣沙咀道球場舉

辦一個攤位，向市民宣傳食物安全訊息。本校參賽隊伍表現出色，奪得冠軍，獲獎錦旗一

面，銀盃一座及書券八百元。 

參賽同學八位，由陳紹基副校長指導，隊長為梁皓貽，副隊長為馮偉富，隊員有陳婷

婷，章寶虹，黃宜姝，李陽滋，呂藹恩，陳瑞興。 

各同學通過研習及參賽增加了知識，提升了組識能力，還奪得殊榮，可說是收獲豐富。 

 

鄧耀雄律師出任校監：  
本校辦學團體寶安商會理事會周年選舉日前舉行，選出資深校董鄧耀雄律師為寶安商

會主席兼王少清中學校監。原校監趙志鴻先生及其他校董全部留任校董會成員。 

鄧律師擔任本校校董超過廿年，熟悉本校發展，又具優質教育理念，本校仝仁期望在

鄧校監領導下繼續取得好成績。 

 

姐妹校友來函：  
校友林芬芳(現從事會計工作)和林蓮芳(現職中學教師)校慶回歸後再寫信祝母校老師

安康：「喜見母校外貌美觀，校譽良好，相信母校必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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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並「誦」：校際朗誦比賽捷報！  
 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比賽已經圓滿結束，本校共取得「七冠、九亞、十二季」，成績驕

人，實在是可喜可賀！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獎項  參賽同學  指導老師  
粵語朗誦：四冠、四亞、六季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1A 何   源  謝穗芬老師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1D 廖曉彤  張佩恩老師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1C 馮   期  黃麗萍老師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1D 梁慧雲  張佩恩老師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2D 趙芷蔚  張佩恩老師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2C 陳英傑  程兆麒老師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2D 文綺彤  程兆麒老師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2D 楊蔓筠  張佩恩老師  
中三級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3D 黃詠霖  黃子敬老師  
中三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3D 劉燕翹  黃子敬老師  
中四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4A 李嘉利  張佩貞老師  
中三、四級粵語二人對話朗誦季軍 4C 羅少敏、4E 張雅萍  張佩恩老師  
中三、四級粵語二人對話朗誦季軍 4C 鍾慧妍、4D 曾舒蔚 張佩恩老師  
中三、四級粵語詩文集誦亞軍  4B  黃振鋒老師、張佩恩老師

普通話朗誦：一季  
中一、二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1E 張家穎  黃子敬老師  

英文朗誦：三冠、五亞、六季  
中二級英詩獨誦亞軍  2D 趙梓峰  莫少瑛老師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D 翁嘉　  許善秀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冠軍  3D 黃詠霖  周嘉慧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亞軍  3D 符寶文  周嘉慧老師  
中三級英詩獨誦季軍  3E 梁綺淇  周嘉慧老師  
中四級英詩獨誦冠軍  4D 曾舒蔚  廖陳小娟老師  
中四級莎士比亞台詞獨白亞軍  4C 鍾慧妍  Mr Woods 
中四級英詩獨誦季軍  4B 何詩穎  吳國強老師  
中五級莎士比亞台詞獨白冠軍  5E 黃騰騰  Mr Woods 
中五級莎士比亞台詞獨白季軍  5D 林婷婷  Mr Woods 
中六級閱讀心得評講亞軍  6A 伍家駿  Ms Yu 
中六級英詩獨誦亞軍  6B 陳珮宜    Mr Woods 
中六級莎士比亞台詞獨白季軍  6A 伍家駿  Ms Yu 
中六級閱報評講季軍  6A 伍家駿  Ms Yu 
 

中一至中三考卷時間延長 15 分鐘： 
本學年上學期考試，中一至中三中國語文科試卷一考試時間由原來的 1 小時增加至 1

小時15分，因此，中一級1月6日(星期四)的考試完結時間會是11時15分、中二級1月5

日(星期三)的考試完結時間同樣為11時15分、中三級1月11日(星期二)第一節的完卷時間

會是2時45分。上述改動敬希家長垂注。 

 

「廿五周年校慶壁報設計比賽」結果： 
經過李民標校長、陳紹基副校長、何釗志副校長及視覺藝術科高永權老師的細心評分，

各級得獎班別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  1B 1C 1A 
中二  2E 2B 2D 
中三  3D 3A 3E 
中四  4B 4A 4D 
中五  5A 5C 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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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離區校際田徑錦標賽」創佳績： 
 本校田徑隊於「校際田徑錦標賽」中勇奪約二十個獎項，成績美滿；得獎名單如下： 

獎 項 參 賽 同 學  

男甲 4x100米接力亞軍 5C李善恆 周鑛基 5B鍾子慶 4D魏振庭 
男甲 4x400米接力季軍 7A楊明俊 7B林浩 5B劉寶麟 5D何浩文 4D林小弼 
男乙 100米季軍   3C馮展恆 
男乙 400米季軍 4C黃耀永 
男乙 800米亞軍 4C黃耀永 
男乙 4x100米接力冠軍  3C馮展恆 3A馮柏裕 連澤鑫 3C駱俊傑 4C蔡浩然 
男乙 4x400米接力季軍 4C黃耀永 3A鄒樂恆 黃弘山 3E林強俤 4B許永豪 4C張立康 
男乙鉛球亞軍 4A林輝 
男乙標槍亞軍 4D林洪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男丙跳高季軍 2C陳高旭 
女甲 4x400米亞軍 5D勞嘉雯 5B陳倩儀 陳宇君 6B陳佩芬 
女甲鉛球冠軍 5B陳宇君 
女甲標槍亞軍 5A劉麗珠 
女乙 400米亞軍 3A陳嘉茵 
女乙 4x400米接力亞軍  4C李敏賢 3B鄒慧玲 3A陳嘉茵 3B魏安娜 3B黃可欣 
女子乙組團體殿軍    
女丙 4x100米接力亞軍 2C陳安華 2A吳嘉欣 2D黃嘉欣 2B葉莉瑩 
女丙標槍季軍 2E陳秀玲 

 

廿五周年校慶紀念章：  
為慶祝廿五周年校慶，凡體藝、服務、學業表現良好的同學都會獲紀念章一枚，事宜

由陳建榮老師統籌，分批進行，以免重覆。請各組負責老師將推薦名單交陳建榮老師。 

 

「敬師周」活動總結： 
(一) 「優秀老師選舉」結果： 

最勤勞老師：  尹國棟老師   最以身作則老師：何娉嫚老師 

最具耐性老師：朱啟章老師      最講解生動老師：陳傑康老師 

最親切老師：  莫少瑛老師   最受歡迎老師：  莫少瑛老師 

(二 )「師生羽毛球賽」結果：  
冠軍：黃世雄老師 5D姚俊勤  亞軍：李民標校長   4E林鳳妍 

季軍：何釗志副校長  5D張錦衡  殿軍：盧適之老師   3A周怡雅 

(三) 「桃李滿門留言板」致全校老師語錄： 

 

 
  

老師播下的種子在我們心中茁壯，使我們能堅強成長。
 

多請你們耐心的教導，令我們獲益不少！    
 

Without you, we cannot be REAL stud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謝你對我們的悉心教導及栽培！

你們的苦心， 

我們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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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中、英、數──有什麼法寶？ 
以下是三位資深老師撰文與中一同學分享學好中、英、數的心得： 

中文科謝穗芬老師： 

中文課本如何讀？ 

中文也要認真讀，文章內容要記熟； 

各項資料要多記，習題不做犯大忌！ 

「讀寫聽說」如何學？ 

寫作技巧要歷練，語言思維要鍛鍊； 

上課聆聽要專心，課外閱讀要用心。 

考試如何拿高分？ 

溫習起碼十小時，早作安排莫推遲； 

答題詳細條理清，時間運用要精明。 

    至於中文科各卷的考試範圍，老師已經另發溫習綱要給各位同學。同學們只要你能突破「等候

指示」的小學生心態，讀書不再是因為父母緊張，老師要求，而是你自發地為自己而求學，你一定

能想到更多學習方法。做個積極主動的中學生！ 

英文科羅玉芳老師： 

學好英文最基本的學習態度是主動、認真，多思考及盡力做到最好。有部份同學在做作業時，

只是抱著「得過且過」及「敷衍了事」的態度，不求甚解，胡亂地寫下答案便算了。表面看來是完

成了作業，但實際上是浪費了時間，一無所得。除了上課要留心之外，在課後做作業時，若遇上不

明白的詞彙，同學們應主動推敲，後再查字典，並加上註譯，再填寫合適的答案。 

完成作業後，同學們還可以做甚麼呢？有些同學在課後會重溫課文，但較少同學會重溫已完成

的練習，其實這是十分重要的。若果你明白自己錯在那裏，便能夠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除此之外，

大部份同學亦忽略了「朗讀」(reading aloud)的重要性。若果同學能堅持每天朗讀15至20分鐘，不

但會增強說英語時的信心，還對串字(spelling)和文法的運用，例如前置詞(preposition)等有莫大的幫

助。 

學好語文是一個漫長的旅程。除了課本外，還要「多聽、多講、多讀、多寫」。學校在初中階

段推行的英語廣泛閱讀計劃」(ERS)，便是提供大量的英文課外書，讓同學可以「多讀」。此外，同

學訂閱的英文報紙，也是最佳的材料。現在資訊發達，電視台及電台的英語新聞報導也提供了「多

聽」的機會，若家長能和一同收聽則是另一段「親子時間」呢！同學也可以「多寫」，寫給老師(free 

writing)或給同學。除了在課堂「多講」英語，也可以和同學在課餘練習。 

總括來說，把握每一機會，持之以恆，同學們便踏上成功之路了。緊記：practice makes perfect！

數學科鄭美玲老師： 

中學的數學科，是必修科目，一般課題不太深奧，分類甚仔細。學生只須按老師訂下的進度，

逐一學習，認真解難；並按老師的吩咐，做足功課，絕不馬虎了事，學習上的問題便會減至最少。

一般數學課堂是老師先講課，輔以例題，使同學容易理解，然後讓同學在課堂上做練習，以鞏

固所學。再佈置作業，促使同學能在家中繼續研習。如同學在家中遇到難題，可先行記下，待回到

學校，向同學或老師詢問。 

逐一學習，認真解難：上課不應聽了便算，要把老師剛教的立即做練習，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一定要求問，直至完全明白，成績才會進步。 

做足功課，絕不馬虎：同學遇到較容易的題目時，應認真地完成，不可掉以輕心，應嘗試多

了解題目的意念，甚至記下甚麼類型的題目，應用甚麼方法作答；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難題時，可

向同學或師長請教。不可以「容易的，不願做；難的，不會做」，這樣的話，數學怎會學得好。 

數學也要溫習：每天的功課，一般會是同一類的題目，作為每天重溫，是足夠的；但每個週末，

也應重溫過去一星期所學的，讓自己能在不同的課題中，找出恰當的解難方法。這樣，數學才學得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