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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你的掌上明珠  
學好語文，就要掌握聽、講、讀、寫四種技巧。四者之中，何者最難學得好？

我認為是寫作；中、英文皆然。 

這幾年我校中、英文科老師花大氣力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英文科的「英語自由寫」是一種日記或周記或感式的文字習作；同學年寫數

千字或上萬字的大不乏人。同學堅持了數年，語文流暢度大增，語法錯誤不斷減少。 

中文科除了佈置周記和作文之外，還組織同學投稿報章，以及成立了新時代的

文社─「作家班」。 

不少同學勤寫日記和周記，又堅持寫後校對，寫作成績進步明顯。但也有同學

害怕寫作，逃避作文，因而過不了語文關。 

好的作文，內容要充實成熟，意念要新穎脫俗，文字應用要合乎語法規範。對

一般同學而言，這個要求實在相當高。 

寫作能力是皇冠上的明珠！有志的同學要緊緊盯住它；把它摘下來！讓它成為

自己掌上的明珠。 
 

 

考試季節又到了： 

本校將於2005年 6 月 17 至 29 日舉行期終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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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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蔚獲個人急救比賽冠軍： 

6B李曉蔚同學參加聖約翰救傷隊全港個人急救比賽，表現優異，獲高級組冠軍，奪冠

軍獎杯乙座，成績令人鼓舞。 

 

圖書館代你訂購 Harry Potter 第六冊：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 ( hardcover )將於本年七月出版，紫羅蘭書局代

理。同學如欲訂購，請於 6月1日至6日 到圖書館報名，並繳交現金 $135 (原價約200元)。

圖書將於暑期 7 月 17 日至 20 日送到本校，同學可選擇到學校或書局取書，請留意日後通

告取書日期。同學如有疑問請往圖書館查詢。 

 

《從巴羅克到二十世紀》——王少清學生鋼琴演奏會： 
「王少清學生鋼琴演奏會」將於六月十日(星期五)十二時四十五分假本校禮堂舉行。演

奏曲目分別來自不同音樂時期的作曲家的作品，而且全部由擁有八級鋼琴証書以上的同學

演奏，當日將派發場刊作詳盡介紹。 

*中一中二級同學必須出席，並於十二時四十五分於有蓋操場集合。 

**中三或以上同學可自由參加。 

***歡迎各家長及老師到場欣賞。 

 

怎樣可以考好試？  
 第一當然要知道考試範圍，而且要預早準備。 

 

 第二要在考試前溫習以前學過的東西─定要完全明白，打好基礎。 
 

 第三要做一些類似的練習。      
 

 第四要多運用所學的東西到生活裏去，這樣會容易記憶，即是活學活用。 
 

 最重要「平 時 要 多 發 問 」！ 

 

警方忠告同學：「你若疏忽，就有損失」 

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案主任張淑蘭致函本校提及有關校園保安的問題，信件內容節錄如

下： 

學生疏忽保管個人財物引起警方關注，在泳池更衣室、運動場、戶外球場、學校或公

共圖書館等地點發生了多宗偷竊案。失物主要有銀包、現金、手提電話及隨身聽等。上

述案件的發生，皆因事主在進行運動或溫習時，將個人背包隨便擺放，沒有看管或鎖好，

令竊賊有機可乘，迅速偷走財物。 

本組提醒學生小心保管個人財物；無論在任何時間，都隨身攜帶貴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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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班「兵分兩路」出席文學講座： 

上期《清旬》報導了3E李玲同學憑新詩《海》在浸會大學主辦的第三屆大學文學獎「少

年作家獎」中獲得「少年作家」榮譽，五月二十一日，李玲連同作家班的部分同學就出席

了在浸會大學舉行的頒獎典禮暨第三屆獅子山詩歌朗誦會，欣賞香港優秀的詩人，例如王

良和、吳美筠、盧偉力、洛楓、陳德錦等朗誦其代表作，享受了一個文學的下午。 

此外，作家班另一路大軍則於同日出席了「第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頒獎典禮及

「親子作家座談會」，分享作家阿濃、曾繁光、袁兆昌、馬翠蘿及麥曉帆的寫作心得。 

 

33 位同學競逐本年度「卓越學生」： 
以下共有 33位同學被老師提名或自薦參與「卓越學生」選舉，究竟他們之中誰能通過

面試，贏得校長及老師的支持，當選本年度的「卓越學生」呢？ 

上學期考試名次 學生姓名 班別 

全班 全級 

操行 服務紀錄 

莫家偉 1A 5  62 A- 班長 

馮靜儀 1A 1   3 B+  

嚴舒婷 1B 3   9 A- 班長 

嚴嘉烜 1B 6  27 B+ 班長 

張  婷 1B 1  5 A- 報紙組長 

劉曉恩 1C 1   6 A-  

梁慧雲 1D 4  9 B+ 班會主席、I T Prefect 

王穎欣 2B 1  20 A- 班長、圖書館管理員 

莊綽姿 2D 1  1 A 女童軍副隊長、I T Prefect 

周祖兒 2D 2  2 A 班長 

李雅妍 2D 3  3 B+ 交通安全隊、班會主席 

謝潤宜 2D 4  4 A- 交通安全隊 

文綺彤 2D 5  5 A 交通安全隊 

陳淑貞 3A 4  50 A 班長 

馬綺君 3B 2  19 A- 班會文書 

蔡迎迎 3C 1  12 B+ 班長 

黃詠霖 3D 13  15 A 領袖生 

陳艷誼 3D 11  13 B+ 班長 

陳素婷 3D 3 3 B+ 領袖生、英文學會、英語小老師、合唱團

李美玉 3E 1  25 A- 圖書館管理員 

方金平 4A 2  45 A 文史學會主席、作家班主席 

郭清霞 4B 1  7 A- 朋輩調解員 

曾舒蔚 4D 5  13 A- I T Prefect、班會財政、音樂學會 

勞異珮 4E 3  8 A- 領袖生組長 

陳曉羚 4E 2  4 A- 中文組組長、班會康樂 

盧志誠 4E 4  14 A 領袖生組長、聖約翰救傷隊 

莫韻婷 4E 10  24 A- 領袖生組長 

黃加秋 6A 8 - A- 領袖生長、文史學會及歷史學會幹事 

彭武林 6A 2 - A- 領袖生、圖書館管理員 

陳佩芬 6B 10 - B+ 羽毛球隊隊長 

左偉力 6B 2 - B+ 學生會會長 

林清文 6B 4 - A 副領袖生長 

黃欣琪 6B 3 - A 副領袖生長、女童軍主席、朋輩調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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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大聚餐」食後感： 

第七十二期《清旬》報導了寶安商會理事會要於4月22日做一件廿五年未做過的事：

免費招待全體師生吃一頓豐富的午餐，藉以慶祝本校今年「大豐收」。以下是部分同學對「千

人大聚餐」的感想： 

 

 今天對於全校的師生來說，是個特別的日子，因為我校的辦學團體寶安商會為了向全校的師生

表示欣賞和祝賀，請全體師生吃一頓豐富的午餐。這是我讀書以來第一次全校師生一起吃午飯，

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當然，我十分享受這一次的活動。在陽光下，我們享用了很多食物，

而且每一位同學都吃得津津有味，大家有說有笑。這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下午呢！                        

中一 陳香如 
 

 今年最令人難忘的莫過於全校師生聚餐了。我感到最開心的是全校同學有機會一起吃飯，這是

很難得的，相信這一定是王少清二十五年以來破天荒的一次大聚餐。到聚會完畢時，一部分同

學嚷著：「很曬啊！」，並且叫苦連天，一部分同學熱烈鼓掌(因為第六堂變成了自修堂)，兩者交

織成一首美妙的樂章。                                                    中一 王玲玲 

 

 今天我們全校一起在露天環境下享用「千人宴」，我相信這是個難得一見的奇景。每班共有十盤

美食，其中我最喜歡是甜品馬豆糕和健康食品鮮果沙律。雖然熱得汗流浹背，但我的內心卻很

涼快，因為全校聚首一堂，像一家人吃「團年飯」呢！在吃飯時，同學都站在樹蔭下，這令我

感到我校就像一棵大樹般保護我們，而且教導我們，就像母親一樣，所以我一定會努力讀書來

報答她。                                                                中一 朱穗欣 

 

 我校為了慶賀今年取得的美滿成績，免費請全校師生吃一頓午餐。每級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享

用午餐，而我級被分配到紫荊園用膳。雖然大家都被猛烈的陽光曬得面紅耳赤，但當我們看到

美味的食物，再加上同學們有說有笑，很快便忘記了猛烈的陽光。用餐後，校長請了一位特別

嘉賓來講話，我們便聯群結隊走到操場去，原來這位特別嘉賓是我校的校監。校監稱讚我們是

很優秀的學生，令我們感到很自豪呢！                                      中一 易詠恩 
 

Who says there is no free lunch?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have had a string of victories in the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this year. The Principal and the school Supervisor were very happy and they decided to 
give us a free lunch in the playground last Friday. I could see many people standing on 
the footbridge behind our school, watching us enjoying our food. After lunch, the 
Supervisor and the Principal made a speech. The supervisor cancelled the first lesson 
after lunch and all students cheered. That was happy news for us all!  

By Cheung Ka Yee F.1 
 

 On Friday, our school gave us a free lunch.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ll of us,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d lunch together in school. Our school Supervisor said that we had done 
well. We got good results in many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The students’ behaviour was 
good and the inspectors from EMB gave us full mark for our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Supervisor gave us a free lunch as a present. That was great.      By Ngan Ka Lok F.2 

 
 Today is special because I had a “free lunch” at school. The EMB inspectors have given 
our students’ performance a high appraisal. Therefore our school Supervisor generously 
paid for our lunch. The boys ate like wolves and they nearly cleared all the food.  

By Ip Ching Kwan F.1 

 
 Last Friday was a special day because the school Supervisor offered a free lunch to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More than a thousand of us had our lunch together at the 
school playground. It was a spectacular view.                     By Tsang Lai Man 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