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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迎接小班教學的新時代  
過去，本校中一因申請入讀者極眾，每班收生滿額至平均 44人，本校教師付出了額外的勞動。 

近年，因本港出生率下降，政府為免太多弱勢學校被殺，逐年減低中一每班的派位限額，兩年前開始，中一

每班人數向下調，直至每班降至最多 36人。本校要遵照政府政策收生，下調路線圖如下： 

2008年 9月開始，中一每班人數上限：40人 

2009年 9月開始，中一每班人數上限：38人 

2010年 9月開始，中一每班人數上限：36人 
 

2009年 9月 

我校各級的每班平均人數爲： 

F.1五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38人；F.2五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40人；F.3五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40人。 

F.4全級五班分成 6組上課，每組平均人數爲 32人；一般中學現行每班 40人，老師負擔較重。本校則將新高中 5 

班分成 6 班上課，每組約 30 人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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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校為提高升學率自行「研製」的小班。這是今後本校新高中分班的模式。 

F.5五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40人；F.6–7各 2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32人。 
 

2012年 9月 

我校各級的每班平均人數約爲： 

F.1五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36人；F.2五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36人；F.3五班，每班平均人數爲 36人。 

F.4全級五班分成 6組上課，每組平均人數爲 30人；這是本校為提高升學率自行「研製」的小班。 

F.5全級五班分成 6組上課，每組平均人數爲 32人；這是本校為提高升學率自行「研製」的小班。 

F.6全級五班分成 6組上課，每組平均人數爲 32人；這是本校為提高升學率自行「研製」的小班。 
 

本校辦學成果豐碩，已獲社會人士普遍認同。鑑於本校每班收生容額在向下調，由數年前的上限 220 人減至

來年的上限 180人；加上 2010年之後，本校全面轉英，本校中一學位競逐將更為激烈。可以預見，今後數年，本

校中一新生質素，仍會保持上升趨勢；本校整體學生質素，更有長遠保證，王少清中學可以更上一層樓。 

 

60日讀英文書 30本  中一同學(ERS)表現佳 
自十月初到十二月的短短兩個月內，下列同學已完成了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約三十本英文書籍，表現積

極，並已「升呢」開了一級。英語廣泛閱讀計劃 C級書籍約 65頁，詞彙約 1600；D級書籍約 50頁，詞彙約 1200。 

開上 C級同學：鄭浩然(1A)  梁可明(1A) 

開上 D級同學：蔡穎琪(1A)  鍾卓堅(1A)  林德溥(1A)  唐志杰(1A)  羅梓源(1A)  梅曉澄(1B)  徐誦婷(1B)   

易欣儀(1B)  鄭樂遙(1C)  林愷晴(1C)  王竹影(1C)  陳詠彤(1D)  陳愷怡(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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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報告：考生令人憂慮，皆因閱讀太少  
剛公布2009年度中學會考及高考的考試報告，指學生大多欠缺良好、廣泛的閱讀習慣，導致作文內容視野狹

窄、表現幼嫩；口試則內容貧乏、識見薄弱，引用時事及歷史時張冠李戴，「令人發笑」。考評局分析學生的表

現，多番語重心長提醒考生，平日應廣泛閱讀及多了解時事，以認識新事物及加強識見，提升學養水平，才能於

語文科取得優秀成績。不論會考及高考生，錯別字情况未見改善，會考生的錯字更是「令人憂慮」。 

學生欠缺閱讀習慣的弊病比比皆是，作文「用詞不當、句法錯誤、思緒混亂、詞不達意等毛病，仍俯拾皆是」。

報告特別提出︰「尤其嚴重的是考生大多表現幼嫩、視野狹窄，明顯沒有良好閱讀習慣。」報告指出，考生需透

過廣泛閱讀，改善說話選材，如果內容只是老生常談、陳腔濫調，難望取得佳績。 

學生語文能力倒退是由於讀和寫的數量比以往少得多，社會日漸繁榮富庶，消遣娛樂五花八門，青少年不肯

花時間及精力看書及寫文章，考評局寄語教師：「現今語文教師的責任，就是把這趨勢扭轉過來」。本地學生喜

愛影像、上網、打機等，亟需學校及家庭提高閱讀風氣。中文科考生常出現的弊病，是思路不夠廣闊，寫作時的

情節或論點流於老生常談。建議學生多閱讀不同類型的書，鞏固中文基礎及擴闊思維。 

 

英文集誦奪校際冠軍  

本校中三及中四近40位同學參加本屆校際音樂節Choral Speaking ─ Non-Open Secondary 3 & 

4 ─ Mixed voice項目，集體朗誦《The Hairy Toe ─ Anonymous》，表現出眾，以 88分榮獲冠軍，

並受到評判Mrs Joan McCready高度讚揚：「You entered the stage showing us you had already 

settled into telling us a mystery story. Use of sound effects – and gestures – very skilful. You never lost the blending 

of your voices; lovely warm tone. Rhythm of the speech beautifully handled. Lovely work.」 

此次集誦隊伍由Miss Lawas及Miss Si Wing Ng負責訓練，Mr K.K.Ng擔任技術顧問。 

本校多年來每年皆奪校際英文集誦冠軍。  

 

嚴舒婷奪全港英文公開演講冠軍  
6B 嚴舒婷同學參加本屆校際朗誦節全港中六、七組英文公開演講及即場回應比賽，她選講的

題目是《Change》，擊敗多名來自傳統名校的參賽者，以 89分奪得全港冠軍。評判Mrs. Cally Foster 

高度讚揚嚴同學出色的表現：「What an engaging opening – you certainly gained the audience 

attention. Facial expressions, body language and vocal delivery were animated ensuring you held our attention 

throughout this fluent and cohesively structured talk.You spoke fluently throughout and even during your 

responses spoke with a confident conviction.」 

此外，嚴舒婷已獲選參加於 12月 14日舉行的「2010國際英文公開演講比賽」的香港區選拔賽。如果勝出，

將有機會代表香港明年到倫敦參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一決高下。 

嚴同學的參賽指導老師是Mr. Mark Knill。 

 

女甲籃球隊奪學界比賽亞軍  
本校女子甲組籃球隊於 11月 25日舉行的荃灣及離島區學界籃球比賽勇奪亞軍！ 參賽隊員為：

5B麥靖璍、鄭欣嵐、5C黃妙兒、5D張淑婷、周芷熲、6A何曉如君、6B 袁嘉欣、4E巫曦妍。 

 

為非洲國家籌款：建水井、助兒童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加了由香港世界宣明會舉辦之「MUD水變清水」活動(Safe Water for All)，共

籌得$925.10款項支持宣明會在非洲國家興建水井，為有需要兒童提供清潔食水。 



 
 

 

《清旬》第一八八期                             第三頁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 

訓導處新設「力臻完善」計劃：以功抵過，保良好紀錄 
為協助同學保持優良的操行紀錄，本校訓導處今年特別推行「力臻完善」計畫，詳情如下： 

對象：  全年只被扣一分＊的同學(＊「一分」的定義為任何扣分，包括遲到、欠功課或輕微違規導致的扣分) 

計畫詳情： 1. 符合資格的同學每年可向訓導主任索取表格申請一次 

   2. 同學在遞交申請表時，須獲得至少五名任教老師的簽名支持 

   3. 抵消分數的原則為本學年內不再有新的扣分紀錄，並作若干校內或社會服務以作補償 

4. 如在學期尾被扣一分而不能完成上述第 3項要求的同學，將個別酌情處理 

   5. 接受申請時間為每年的 12月初及 6月初 

   6. 同學最終能否抵消分數將由訓導主任會同訓導組會議決定 

   7. 成功獲抵消分數的同學操行成績將可最高維持在 A- 級別 

本學期的申請時間為 12月 7日至 12月 17日，有意申請者，請盡快向訓導主任程兆麒老師索取表格，逾期概

不受理。 

 

明天「校慶長跑」的具體安排 
舉行時間：中一至中三（第四至第五節）      中四至中七 （第六至第八節） 

集合時間及地點：中一至中三：上午十時三十分於操場     中五：下午一時十分於荃灣公園羅馬廣場 

           中四及中六七：下午一時三十分於荃灣公園羅馬廣場 

比賽時間： 

級別 
日期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七 

11/12 上午 11:15-11:30 上午 11:30-12:05 上午 10:45-11:15 下午 2:20-3:00 下午 1:30-1:50  下午 1:50-2:20
 

中一至中三級午膳時間：上午中一至中三級已完成賽事並由班主任核實人數後之班別可自行解散，午膳後一時十 

五分回校集合。 

中一至中三級下午活動安排： 

級別 
日期 中一 中二 中三 

11/12 下午 1:00-2:15  AE (課室) 
下午 2:15–3:15  講座 (禮堂) 下午 1:15 – 3:15   AE TEST (課室) 下午 1:00-2:15   LS (課室) 

下午 2:15–3:15  講座 (禮堂)
 

頒獎典禮：下午三時三十分全體同學到禮堂出席頒獎禮。放學時間將順延至約下午 4時。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出席科學講座   向光纖之父高錕致敬  

(1)  「向光纖之父 –高錕教授致敬」普及科學講座  
為介紹高錕教授奪得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背景及心路歷程，香港科學館將於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上午）

及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舉辦二場科學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及時間 題目 講者 
十二月十二日，10:30a.m.–12:00noon 高錕教授 ─ 時代先鋒、科學家、創新者與創業人 張國偉教授

十二月二十日，2:30p.m. – 4:00p.m. 光纖通訊 ─ 魅力與挑戰 許正德教授

 
(2)  香港科學館「科學為民」講座系列  (三 )  
為推行普及科學教育，香港科學館將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舉辦三場科學講座，詳情如下： 

時間 題目 講者 
2:30p.m. – 3:10p.m. 在現有道路上加建隔音屏障的困難和挑戰  潘國忠先生 
3:10p.m. – 3:50p.m. 以資訊科技管理噪音問題  呂兆衛先生 
3:50p.m. – 4:30p.m. 遙距監測系統  冼俊豪先生 

 

上述講座皆不設預留座位，有興趣參加者請留意日期及時間，在講座開始前十五分鐘到達尖沙咀科學館演講

廳入口處排隊等候入場。座位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同學如有疑問，歡迎聯絡尹國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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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  
18/12(星期五) 班際聖誕聯歡日(Class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聯歡會在課室進行至中午12：00 結

束，下午無課。 

2. 拍攝班相：時間由上午 8：30 開始至中午 12：05 結束。請各班按通告之指定時間到禮
堂集合。 

21/12(星期一) 音樂比賽(Music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比賽約在下午 3：40 完畢。 

22/12(星期二)至

3/1(星期日) 
聖誕及新年假期。1月4日(星期一)復課。 

4/1(星期一)至

13/1(星期三) 
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已派給各同學，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勤加溫習。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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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必須在每天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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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七同學考試期間照常上課（上午８：１０前回校） 

 

家長教師會新一屆常務委員上任  

家長教師會第九屆會員大會已於十月十四日圓滿舉行，會上選出了新一屆常務委員。第九屆常務委員會已於

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第一次常務會議，會上定出了新任委員職位，名單如下： 

主席：陳曼慧女士     副主席：馮錦萍女士、蕭友光老師 

司庫：麥錦明女士、潘少玉老師   秘書：徐永興女士、林歡老師 

聯絡：王華英女士、鄧麗華女士   文書：李景源先生 

 

家長教師會燒烤日：共享美食、閒話家常！  

家長教師會2010年燒烤日即將舉行，除了豐富美食及節目外，當天還有老師、校長等參與，大家可

一邊燒烤，一邊共敘。活動的詳情如下： 

日期：20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有蓋操場 

時間：中午12時半至下午3時半，燒烤及集體遊戲 費用：成人每位30元，學生10元，三歲或以下免費。 

查詢：歡迎致電67381569與蕭友光老師聯絡。 

------------------------------------------------------------------------回條----------------------------------------------------------------------- 

無論參加與否都必須交回條。請於 12 月 15 日或以前把回條交給班主任再轉交蕭友光老師。 

學 生 姓 名 ， 班 別 (座 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   ) 

家 長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  家 長 簽 署 ： _________________ 

成 人 ($30) $30 x ____ =$ 

學 生 ($10) $10 x ____ =$ 

參 加 □  

(費用請於交回條時一併繳交)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總 共  ______ 人  =$ 

不 參 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