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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s Message: “Bright Future Ahead – I Bid Thee Adieu!” 

Good Morning Teacher and Students, 

How time flies! The six-year long secondary school life of Form 6 students has finally come to an end. It 

is hard to believe today is your last day of school and after the HKDSE, you will be on your own, on the way 

to a new and promising future.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under great pressure and are nervous about your first  public exam when your 

DSE results will affect your future. After all, the competition for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is so keen that 

only around 20% of Hong Kong students will be admitted to government-funded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Facing this reality, you will have to work as hard as always, but with confidence, courage, 

purpose and determination.   

But ‘All roads lead to Rome’, as the saying goes, and government-funded degree courses are not the 

only paths to your future success. There are multiple pathways for further studies, such as 

non-government-funded degree and higher diploma courses,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s,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distance-learning courses and academic programmes offered on the Mainland, in Taiwan 

and overseas. All of these possibilities of tertiary education also lead you to the goal of success at the end. 

On the other hand, as you may all know, our track record of public exam results is always excellent. Last 

year, around 90% of all our students continued their education in degree or non-degree courses, which is 

well above the Hong Kong average of 76%. Our success no doubt owes a lot not only to our students’ 

diligence and eagerness to learn but also to the efforts of our devoted teachers. As our teachers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DSE subjects, they will surely equip you with essent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the DSE. They will give you all sorts of support for your academic pursuit as well as personal 

growth.  

Students of Wong Siu Ching are on the whole proactive, capable and diligent. In the recently conducted 

External School Review, the inspectors have given you high compliments. Your attentiveness in class and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has impressed them. I also know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discuss with teachers 

your problems and spend a lot of time at home and in the MPA to revise lessons. With this eagerness to 

learn and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I have confidence that you can overcome any challenges ahead. 

To tackle the DSE, I have some advice for you. You should set a study plan or revision schedule carefully 

so that you can use the limited tim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Try to share problems with your friends, 

family and teachers.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other people, you may be able to put any pr oblems and 

situations in the proper perspective and tackle them successfully. Also, study together with other students 

so that you won’t feel you are fighting a lonely battle. Last but not least, maintain a healthy body by taking 

enough rest, doing exercise and having a balanced diet. All these can help you cope with the stress and 

have a stable performance in the examination.  

The last day of school may fill you with mixed emotions, you feel elated yet dejected; happy yet sad. All 

of you have been friends in Wong Siu Ching for 6 years and I must say I’m sad to see you go. You are 

venturing into the world outside, meeting new people and making new friends. But don’t forget your old 

friends here – your teachers, your fellow schoolmates and me. Once a Wong Siu Ching student,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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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our students. Please come back to see us and we will always be here to welcome you home to 

share stories of your adventures after your graduation.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wish all Form 6 students every success in the coming DS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From Principal’s farewell speech to F.6 students on 1st March 2013)  

 

自主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專題 
做筆記的方法（上）——「5R 筆記法」 

上課或溫習時很多同學都會用筆記來摘錄課堂或書本中的重點，幫助溫習；一份筆記

如果經過小心整理，往往能讓同學在溫習時事半功倍。自本期起連續三期清旬的自學專

題，都會為大家介紹記錄和整理筆記的方法，敬請留意！  

5R 筆記法，又叫做康奈爾筆記法，是以產生這種筆記法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命名的。

這一方法幾乎適用於一切講授或閱讀課，特別是對於聽課筆記，5R 筆記法應是最佳首選。這種方法是記與

學，思考與運用相結合的有效方法。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1. Record 記錄  

在聽講或閱讀過程中，在主欄（將筆記本的一頁分為大小兩欄，較大的為主欄，較小的為副欄）內盡

量多記有意義的論據，概念等講課內容。 

 2. Reduce 簡化  

下課以後，盡可能及早將這些論據、概念簡明扼要地概括（簡化）在回憶欄，即副欄。 

 3. Recite 背誦  

把主欄遮住，只用回憶欄中的摘記提示，盡量完滿地敘述課堂上講過的內容。 

 4. Reflect 思考  

將自己的聽課隨感、意見、經驗體會之類的內容，與講課內容區分開，寫在卡片或筆記本的某一單獨

部分，加上標題和索引，編製成提綱、摘要，分成類目。並隨時歸檔。 

 5. Review 複習  

每週花十分鐘左右時間，快速複習筆記，主要是先看回憶欄，適當看主欄。 

這種做筆記的方法初用時，可以以一科為例進行訓練。在這一科不斷熟練的基礎上，然後再用於其他

科目。 

（本文摘自網上資源） 

 

秉承承擔精神  建立守時美德 
守時是誠信的基本，同學必須從小培養守時的習慣，將來才能成為一個可靠的人。學校本年以「承擔」為學

校關注項目，以求培養同學之良好品格；守時作為學生的其中一項本份，是以我們亦相當關注學生在這方面

的紀錄。有部分班級的遲到情況，尚有改善之處，敬請各位家長督促子女準時回校上課。 

以下為各級較守時的班別（每級兩班），在此予以表揚。欲知各班遲到紀錄，請前往訓導處布告版查看。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1C 1D 2B 2C 3C 3E 4D 4F 5B 5D 

 

青年義工內地義教團：希望小老師活動 
荃灣青年會將於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舉辦上述活動，招募 15 歲或以上青少年前往廣東省清遠市進行義教，

費用為港幣 1000 元正（其中 200 元為按金）。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3 月 10 日前向陳建英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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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2012-2013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選舉」已順利完成。選舉結果公告如下： 

是次選舉共收到選票 1084 張，有效票 886 張，廢票及棄權票共 198 張。（各候選人得票見下表） 

 候選人 得票數    

1 陳曼慧 343 票  廢票及棄權票： 198 票 

2 馮錦萍 280 票    

3 何世昌 129 票  總票數： 1084 票 

4 戴盛威 134 票    

選舉結果： 

獲得最多選票候選人——陳曼慧將出任為「家長校董」。 

獲得第二最多票的候選人——馮錦萍將出任為「替代家長校董」。 

多謝各位家長踴躍投票。 

 

校際話劇比賽開鑼  邀請中二同學欣賞 
校際話劇比賽將於近日開始，屆時將有評審到校為參加隊伍評分。而本校亦有組隊參賽，並定於 3 月 14 日

上午 9:30 至 10:30 於本校禮堂出演。為使低年級同學對戲劇增加認識及培養對參加戲劇活動的興趣，本校特

安排中二同學全級到場欣賞。請中二各班第二、第三節的授課老師預早在 9:25 帶領同學前往禮堂。 

 

學校文化日活動：欣賞城市當代舞蹈團表演 
本校為培養同學的文化素養，及提升同學文化藝術欣賞的能力，本學年安排了不少文化活動予同學參加。在

三月份我們將安排中四級同學欣賞城市當代舞蹈團的表演，詳情如下： 

節目 城市當代舞蹈團〈舞蹈萬花筒——舞蹈與舞蹈錄像〉 

對象 中四 188 位同學 

日期／時間 3 月 14 日（11:30-12:30pm） 

地點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集合時間／地點 請任教第 4 節的同事提早 15 分鐘下課（11:10），帶同學準時於有蓋操場集合 

午飯安排 12:30-13:30 為中四級午飯時間（在 13:30 前回校不作遲到論） 

 

家居及學校節省能源守則創作比賽 
地球上的能源並非耗之不盡的，加上長期大量耗用能源也會對我們的環境帶來不可挽回的破壞，和對社會帶

來許多問題。為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現鼓勵低年級同學參加「家居及學校節省能源守則創作比賽」，詳情

如下： 

對象 中一至中二同學 

日期 2013 年 3 月 12 日（班主任課） 

作品要求 1. 必須以標語、口號形式設計適用於家居及學校內的節省能源守則 

2. 同學需創作有關家居和學校的節能守則各 1 條（每人共需設計 2 條守則） 

3. 每條守則的字數不可以超過 16 字 

4. 守則內容需清晰舉出具體節能的方法 

5. 節能守則必須容易實行 

比賽規則 1. 同學必須在提供的表格上填寫守則 

2. 學生須於班主任堂上完成守則創作表格，即堂交回班主任 

獎品 優勝者 10 名，均會獲贈豐富獎品 



 
 
 

 

《清旬》第二六六期                             第四頁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 

55位同學代表我校參加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為提高中學生對學習數學及科學的興趣，及選拔有潛質的中學生作尖子培訓，香港理工大學將於 5 月 1 日及

5 月 17 日舉行「香港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SSMSC）2013」。參與比賽的同學，除可獲頒發證書外，在

比賽中表現最優秀 15%的同學，更可獲理工大學的特別邀請，參與大學聯合招生時的入學面試，增加入讀理

工大學的機會。 

本校 55 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已成功報名，並將代表我校參加是次比賽，與全港數千位數學、物理化學及生

物科高手爭奪獎項。在此預祝 55 位同學能凱旋回歸，替本校爭光，並成功爭取到大學入學面試的機會。 

 

「義戲仔女」義工招募 
有無人叫過你「唔好咁『自閉』啦你！」或者，你有同 friends 講過這類說話？如果有的話，你一定唔了解

咩係自閉症喇！現在，機會來了，除了有機會讓你認識自閉症兒童，還讓你有機會服務他們。學校社工與香

港耀能協會石圍角家庭資源中心合作，舉辦「義戲仔女」義工活動，現招收同學參加義工訓練，讓同學認識

自閉症兒童的特性、學習帶領活動技巧及溝通方法，並在之後帶領共兩次的義工服務。 

對象 最多二十位中三至中五的同學 

訓練日期 5 月 10（五）、21（二）及 24 日（五）放學後（4:00-5:30） 

服務日期 5 月 11（六）及 25 日（六）上午 10:00 至 12:30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到 309 室找黃姑娘報名。名額有限，請於 20/3 前報名啦！ 

 

香港家庭福利會——賣旗籌款 
學校社工所屬機構─香港家庭福利會將 201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舉行賣旗籌款，讓社會上有需要的家庭

得到幫助。所得善款將悉數用於發展多項先導服務，包括家庭退修中心及護老者照顧服務及長者家居照顧服

務。歡迎家長及 14 歲以上同學（14 歲以下必須有家長陪同）参與成為義工，如有興趣者請直接聯絡公民教

育組或學校社工吳姑娘／黃姑娘（2417 9014），希望家長及同學多多支持。（有關賣旗籌款詳情將另函通知） 

 

境外交流活動：新加坡多元文化英語學習團意願調查 
在本年六月考試後，本校將為低年級同學舉辦一個多元文化交流團，讓中一及中二同學能前往新加坡作英語

學習活動。名額約為 20 至 30 人，總費用（連旅費及保險）約港幣 6500 至 7000 元正。所有參加者須於旅程

結束後完成學習報告及於早會上分享交流經驗。 

家境清貧同學可申請「關愛基金」資助團費，資助額最高為港幣 3000 元，但實際資助額仍有待「關愛基金」

核實。申請者須符合下列有關要求：一、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學生；二、「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資助」（全津）學生；三、「學生資助計劃半額資助」（半津）學生。另亦可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或「校董會交流津貼」，支付「關愛基金」資助後餘下部分或全部團費。 

成績、操行優異同學亦可申請「校董會交流津貼」資助部分團費。 

現刊出意願調查表予中一及中二家長，以便校方安排旅程。請各家長鼓勵及支持同學參與，請踴躍回應。 

* 參加者須持有有效期不少於六個月之香港特區護照或其他旅遊證件。 

** 參加同學乃學校代表，旅程中須保持應有禮儀及全程以英語溝通，並服從領隊老師指導。 

*** 校方保留最後甄選決定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回      條 】 

若學校將在六月舉辦上述「新加坡多元文化英語學習團」，則本人  
□ 願意   

□ 不願意 讓敝子弟參加。並且  

□ 會   

□ 不會 申請「關愛基金」或「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作團費資助。 

學生姓名：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學號：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請班主任於 3月 13日前收齊後交陳建英老師） 2013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