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旬》第一七九期                             第一頁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 

  

 

 

 

 

 
 

 

校長話：我期待著 2012年放榜日 
本年高考放榜，本校90﹪考生獲大學錄取入學，比全港平均高出一倍。 

本年中學會考放榜，我校成績更令人振奮，優良率已追近不少優質英中，請看以下兩表： 

2009年中學會考英文科優良率(A-C)比較  2009年中學會考各科平均優良率(A-C)比較

學       校 英文(A-C) 比率 學          校  各科(A-C) 比率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51.9% 聖馬可中學＊ 50﹪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48.0%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48.2%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46.0% 沙田蘇浙公學＊ 48.2% 

聖言中學＊ 43.1% 聖言中學＊ 48.0% 

沙田蘇浙公學＊ 40.7%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46% 

全港日校平均 19.6%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44.6% 

有*者為英文中學（資料來源 ─ 《星島日報》6-8-2009）全港日校平均 約27% 

 有*者為英文中學（資料來源 ─ 《星島日報》6-8-2009）

我校已躋身最高級別的競爭平台；在高考和會考舊制餘下的兩、三年，我校的成績可以在高端鞏固。 

本年九月，第一屆新高中課程開始了。新學制成敗的標誌，當然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相信最多人的關注的是，

在新高中學制下，每一間中學的大學入學率。 

2009年的公開考試放榜帶來的興奮尚存，我們已迅速把目光轉移到2012年的第一屆新高中會考，亦即新的大

學入學試。2012年這一次的公開考試成績，將對本校同仁的士氣以及社會人士的觀感，產生深遠的影響。 

對此，我們如履薄冰，不敢輕敵。剖析了新制度的遊戲規則，審視了自己的基礎實力，我們早作精心部署，有

信心打勝2012這一仗。我的理據有五點： 

（1） 我們的新高中教學團隊進取、務實，心懷學生褔祉，與學生榮辱與共，並肩作戰。這是最根本的信

心保證。 

（2） 我們的同學水平有參差，但基本質素良好；他們的成績雖非頂級，但明顯超出全港平均有餘。升上

了中四，同學們會更趨成熟穩重，尖子亦開始湧現；他們將以英中學生為對手，進行高端競爭。 

（3） 本校鼓勵「輕裝早發」的智取戰略─集中課時於必修科目，減少拖低成績的非必要的選擇，免去不

必要的負擔。老師有更充裕的課時幫助學生鞏固知識，師生能用精力於關鍵點子上，質量自然會超

前。 

（4） 本校善用資源，擴建班房，增加設備，本年中四開始，採用小班教學。一般中學每班40人，老師負

擔較重。本校則將新高中5班分成6組上課，每組約30人，教師可以安排更多、更深入的習作，同

學可得到更細緻的照顧，使學業基礎更為穩固。 

（5） 以用中文應考通識，保證良好成績。本校以英文教授各科，亦以英文應考各科。但我們深徹明白必

修科「通識教育」的特點，若以英文應考，弊多於利，危多於機。本校加強中文寫作訓練，中文科

與通識科將產生良好的協同效應，所以考通識必用中文。在這一科發揮中文作答的最佳效能，相對

於以英文考通識的學生，我校同學處於極有利的位置。 

有這五大條件，我期待著2012年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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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中學會考成績又再飛躍 
本校 2009 年度  全港日校 2009 年度  

科目  
平均合格率  優良率  平均合格率  優良率  

中國語文  96 .9% 24 .6% 74 .6% 13 .5% 
英文  99 .5% 46 .0% 69 .1% 19 .6% 
附加數  93 .6% 57 .7% 87 .2  % 38 .4% 
生物  89 .4% 45 .9% 83 .5  % 33 .5% 
化學  95 .9% 45 .5% 82 .0  % 32 .1% 

中國文學  69 .2% 19 .2% 76 .3  % 21 .4% 
中國歷史  98 .6% 42 .9% 69 .5  % 18 .3% 
電腦  100% 61 .1% 71 .5  % 23 .9% 
經濟  90 .7% 34 .9% 75 .5  % 24 .0% 
地理  87 .3% 34 .9% 77  .0% 22 .6% 

世界歷史  96 .4% 39 .3% 78 .0  % 25 .4% 
數學  97 .9% 63 .6% 75 .6  % 30 .6% 
物理  92 .7% 47 .2% 79 .0  % 30 .1% 
會計  94 .9% 38 .0% 74 .6  % 23 .6% 

 

（1） 本校成績再有突破，各科平均合格率保持高企於95%；整体優良率明顯上升至48.2%，為歷年最佳。 

（2） 英文科成績爆炸性上升，合格率為99.5%，高出全港平均（69.1%）超過30%；英文科優良率46%，為全港平均（19.6%）

的兩倍半，為本校歷史上最佳成績。 

（3） 6 位同學取得英文 5*（A）級，比率為全港 2.5 倍，亦為本校歷史上最高數字。梁慧雲與王碧瑜同學在中、英文皆考獲

5*級。 

（4） 中六學額全由本校學生填滿，理科最低收19分，文科最低收14分。為數不少優秀學生要往他校升中六。  

（5） 考獲最佳六科24分或以上的同學共22人： 

5D梁柏康：28分 5D張齡傑：28分 5D方梓全：27分 5D馮靜儀：27分 5D陳香如：27分 

5D林博文：27分 5D梁子軒：27分 5E曾煒樂：26分 5D倪祖立：26分 5D林智濠：26分 

5D林梓濠：26分 5B曾麗雯：25分 5D孫翠明：25分 5E嚴舒婷：25分 5D尹偉良：25分 

5A鄺慧萍：24分 5C連加謙：24分 5E呂均浩：24分 5E易詠恩：24分 5E潘昭宜：24分 

5E馮  期：24分 5E方豪毅：24分    

 

迎接全面轉英  增聘 NET teacher 多名 
為迎新明年全面轉英語教學，本校已聘用了六位NET級（外籍英語教師，或同水平）英語教師，他們是： 

（1） Mr Mark Knill，紐西蘭人，Auckland University畢業，4年前來港加入本校，之前在紐國教中學英文。 

（2） Mr Nicholas Healey，英國人，Wolverhampton 大學畢業，4年前來港加入本校，之前在荷蘭教大學英文。 

（3） Miss Christine Lawas，菲律賓裔，不懂中文。在本地國際學校畢業，在港大修畢英語教學學位。去年加入本校。 

（4） Mr Rocky Lo，華裔，少年時期開始在英國升讀中學、大學及研究院，回港修畢港大英語教學文憑，已服務本校5年。 

（5） Ms Li Sin Yin，華裔，少年時期開始在英國升讀中學、大學及研究院，回港修畢港大英語教學文憑，本學期加入本校。 

（6） Miss Ng Si Wing，華裔，不諳中文。在加拿大成長，並在當地接受大、中、小學教育。畢業於著名的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語戲劇系。本年全職加入本校爲英語戲劇課Dramatic English教師。 

 

中三王昭霆於「全港武術賽」勇奪三個冠軍！ 
中三級王昭霆同學於「全港青少年武術分齡賽」，勇奪南拳冠軍，棍術冠軍，以及個人全能冠軍，成績優異，值得嘉許！ 

 

中三、四同學注意，全年「通識講座」10 次 
1. 中三、四通識講座，全年10次；中三、中四兩級同學至少出席其中8次。 

2. 講座逢週六上午9:30 – 11:00在禮堂舉行，日期如下： 

19/9/09星期六 26/9/09星期六 17/10/09星期六 31/10/09星期六 7/11/09星期六 

21/11/09星期六 5/12/09星期六 12/12/09星期六 19/12/09星期六 16/1/10星期六 
 

3. 請家長、同學盡量配合，避免於上述時段，安排其他活動。 

4. 請剪下此通告，貼到手冊內作備忘。請同學穿整齊校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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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試考生注意：豁免會考及高考考試費申請辦法 
申請資格：學生資助辦事處會發出「資格證明書」(粉紅色)予符合參與資助計劃資格的學生。中五及中七同學的資助幅度如獲

學生資助辦事處評為「全額資助」及「資格證明書」上列出的資助生效日期是2009年10月22日（即報考截止日期）或以前可

申請豁免考試費。 

申請程序：符合申請豁免考試費資格的中五及中七同學，請將「資格證明書」影印第一頁一份，交校務處陳小姐辦理申請。 

 

學生攜帶「手電」回校新安排 
為配合實際需要，校方決定由本學年起同學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無須再另行申請。唯校方仍不鼓勵同學攜帶，原因有二：一、

同學在校期間，遇有緊急事故，家長可致電校方聯絡；二、貴重物品容易失竊。校方在此勸喻家長切勿讓同學帶回價錢昂貴的

手電，攜帶電話的同學亦應明白要自行承擔失竊的風險。此外，上述舉措只為方便同學放學後與家長聯絡，故校方仍維持嚴禁

同學於校內展示或使用手電。同學應確保其所攜帶的電話在校期間應處於關閉狀態(不能是震動模式)，否則將有可能受到處分。 

 

冬季校服新措施 
本校將於本學年推出新設計的「風衣型外套」，以取代傳統的絨質校褸。中一級的同學必須購買；中二至中四各級校方建議

購買，唯同學仍可選擇以現有絨質校褸禦寒。上述四個級別同學今年起如遇上嚴寒天氣(天文台公佈當天氣溫在攝氏 12 度或以

下)，校方將不再容許穿著校服以外的其他禦寒衣物。中五級或以上的同學，可自由選擇購買新推出的「風衣型外套」，沒有選

購的同學如遇上嚴寒天氣，可按照現行規定穿上深藍或黑色厚外套保暖。本校制定服飾的準則以齊一樸素為主，而新的「風衣

型外套」已較現有的校褸或冷衫更具保暖功能。外套的其中一個供應商特色校服公司將於9月22日到校，同學可選擇即場訂購，

或自行到校外其他供應商按校方要求的式樣購買。 

 

We represented Somalia in Canton MUNA 
by Ngan Siu Hin 顏兆軒 

今年八月，我校9位同學獲學校贊助北上廣州，參加今年的學界國際盛事「模擬聯合國2009」活動。參加活動的中學生，

來自不同的國家五十多間中學，分別扮演四十多個國家的代表，遵照聯合國周年大會的模式，用英語就不同的國際議題，提出

動議，爭取其他國家支持，再通過議案。四天三夜的活動，行程非常緊密，英語是唯一認可的官方語言，對參加者要求甚高，

我校9位同學成功完成活動，榮獲 Most Outstanding Award（最傑出團隊獎）。下面是隊員顏兆軒同學的報告： 

MUNA stands for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embly. It is the model of how United Nations assemblies and committees work. In 
August 2009, delegations, representing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gathered in the halls of Hotel Canton and discussed major world 
affairs in different committees. Our school sent two delegations each consisting of two pairs of students, each pair was in a separate 
committee. 

In my committee, SOCHUM – Social, Humanitarian and Cultural Committee, there were 29 delegations（59 delegates）in total, 
including us, Somalia. Leung Ho Keung and I were delegates for Somalia. Before the event, we had to research extensively the country 
we were going to represent. We had to know our country’s political & geopolitical constraints so that we could accurately adopt her 
stance. As Somali delegates, we had to at least know that 1) It is a Muslim country. 2) It has been in a civil war since 1991. Not knowing 
enough about your country is fatal. It brings troubles not only to yourselves, but also the others who expect you to do a proper job in the 
debate. So Muslim countries are expected to unite and defend religious rights, and so forth. 

We had two topics to discuss in SOCHUM – Women rights in Muslim Society and Child Mortality. At the very first meeting we 
even had to debate and vote for which to put first! UN committees do it exactly like that in reality. 

Leung was a good helper who helped me vocalize the important ideas when I had the word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but could not 
easily express them as I was always struggling to deal with the topic to be debated and found it har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thrown at us. 
He was also a walking phonetic dictionary! He totally dwarfed me when it came to pronunciation, which I had previously thought I was 
good at. My advantage was thinking quickly and having an abundant knowledge about the geopolitical status and history of the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 spotted the concerns of our potential allies and the nominal government in midst of a civil war.   

My knowledge came in handy when we were pointing out the need for medical material to reduce child mortality, or reminding 
people suggesting those idealistic proposals who had forgotten to address the religious rights and feelings of Muslims. The side effect 
was that I was monopolizing the chances to speak – but hey, some other delegates didn’t even come out once! So you may as well 
cherish your opportunities, since you would become more and more skillful orally, and you would feel really good when you see that 
your speech impressed the Dais (Chairperson, Vice Chairperson and Rapporteur). We were thrilled when it was announced that we got 
the Most Outstanding Delegation Award. 

This year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had moved the event to Guangzhou, so some hiccups were inevitable. But still, the committees 
were whole lots of fun and a valuable experience. There was even a city tour and we visited the Guangzhou Science Museum. It was 
really big and had lots of gadgets for us to fiddle with. We really hope that all of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is tradition by entering the next 
MUNAs. You will certainly enjo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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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系統登入資料 (學生帳戶) 
進入學校電腦 (課室電腦 / MMLC / CAL / LANG. LAB.) 只限校內電腦使用 

使用者名稱:      學生編號  (e.g.  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網絡磁碟機:   Z:(個人磁碟,家中透過aerodrive存取), S:(班別磁碟), T:(學校資源磁碟) 

印紙數量:   珍惜地球資源, F.1–F.3(20張), F.4–F.5(30張), F.6–F.7(50張)。F.4, F.5修讀電腦及資訊科技科者將會額外加紙。 
 

進入學校內聯網 eClass (可經學校網頁進入 或直接 開啟 http://eclass.pocawsc.edu.hk)  

使用者名稱:   學生編號  (e.g.  s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校曆表, 校園資訊, 家課紀錄, 學校宣佈, 網上教室, 校內試題庫, 內聯網電郵等 
 

家長查詢子女的功課 ( 9月21日開始 ) 

同學有責任自行記錄每天的功課, 學校內聯網 eClass 只是提供多一個渠道,方便同學核對功課數量, 並由各班IT學生助手負責輸入, 如

有疑問, 應以授課老師課堂上宣佈作準, 同學有責任查問清楚功課的繳交日期及細節。 

進入學校內聯網 eClass 

使用者名稱:  ‘p’+ 學生編號 (e.g. 學生編號為 241256, 家長戶口為 p241256) 

密碼:         學生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學生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校曆表, 校園資訊, 家課紀錄, 學校宣佈, 內聯網電郵等 
 

進入網上磁碟機 aerodrive (經學校網頁進入或 直接 開啟 http://pocawsc.edu.hk/aero) 

使用者名稱:  學生編號  (e.g.  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任何地點, 校內校外均可存儲個人檔案, 功課, 教材等 
 

進入資訊科技教育城 hkedcity.net  (直接 開啟 http://www.hkedcity.net) 

使用者名稱:  ‘wsc-’+學生編號  (e.g.  wsc-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提供5M電郵空間 (地址為 : wsc-241256@hkedcity.net, 亦可提供電郵轉寄服務) 

   登記之帳戶可使用資訊科技教育城 之 教與學內容 

   提供私人檔案櫃 (50M 儲存容量)   
 

注意：課室的電腦只供上課使用, 同學不得擅自取用, 如有需要, 放學後可到 MMLC使用電腦。 

多媒體學習中心 (MMLC) 開放時間: 12:45–1:35, 4:00–5:25 (同學登記後即可使用, 嚴禁電腦遊戲。) 

同學如有任何問題, 可電郵聯絡 何釗志老師  wsc-ts15@hkedcity.net 

 

開展 OLE 義工服務，中四全級賣旗鬥志高！ 
中四全級約200位同學，將於9月12日(星期六)在荃灣及葵青區做義工，為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賣旗籌款，請踴躍支持！ 

 

校舍開放時間  
1. 學校大閘之開啟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7:15至下午7:00    星期六：上午8:00至12:00，同學須於12:00前離校。 

2. 除老師組織之球類活動外，其他所有球類活動必須於下午六時前停止。 

3. 所有同學必須於下午七時前離校，包括參與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的同學。 

4. 新翼五樓「自修廊」雖已改建成課室，但本學年仍開放作自修室用。星期一至五每天開放至下午六時四十五分，自修同學

須自律及保持安靜，以免影響他人。 

 

社工有話說 
「各位好！我們是學校社工吳麗鳴姑娘、黃美芝姑娘。今年黃姑娘的駐校時間是逢星期一、二，吳姑娘則是逢星期三、五；

社工房電話：24179014，中心電話：27988411，歡迎同學或家長與我們聯絡。此外，09-10 年度朋輩調解計劃現正接受報名，有

興趣擔任朋輩調解員的中六同學請向社工報名，截止日期為25.9.09。」 

‧‧‧‧‧‧‧‧‧‧‧‧‧‧‧‧‧‧‧‧‧‧‧‧‧‧‧‧‧‧‧‧‧‧‧‧‧‧‧‧‧‧‧‧‧‧‧‧‧‧‧‧‧‧‧‧‧‧‧‧‧‧‧‧‧‧‧‧‧‧‧‧ 
所 有 同 學 須 於 9 月 11 日交 下 列 回 條 予 班 主 任 存 檔  

本人已閱畢 貴校《清旬》第一百七十九期，知悉《清旬》為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如

遇假期則提前或押後）向學生派發。本人明白家長有責任閱讀學校發出的通訊和通告，並及時因應需要作出回覆。本人當督促

敝子弟準時將《清旬》及其他學校通訊交予本人覽閱。 
班別：F.____________(    )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