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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古語」有云︰文章沒有語感和語料，與鹹魚有甚麼分別？ 

最近看到報道，才得知周星馳先生已成為「古人」，榮登

古哲先賢之列。現在年青人的步伐真是愈來愈快，周星馳先

生還健在，也已作古，不知在「不久將來」，不久的意思，可

能是數年後，眾老師在課堂上精采的語句，以至我在《清旬》

撰述的「校長的話」，會否有幸獲學生以「古語」援引，「名

留青史」？ 

學生荒廢中文「醉生夢死」？傳媒誤導讀者「無獨有偶」？ 

其實我認為，有學生把周星馳先生的對白，作「古語」

引用，並非真的誤以為他是古人。他是否一個古人，我絕不

相信香港學生沒有能力判斷。我想與其言其「誤用」，倒不如

說是「誤稱」。這很可能是手文之誤，更可能的是該考生的「一

時戲言」，至少在我眼中，他的中文其實不太差，因為在他的

文章中，除了周星馳的「鹹魚論」外，還引用了以下兩句詩

文，寄語學生勤學用功︰ 

寶劍鋒從磨礪出  梅花香自苦寒來 

翻查後，此兩句出自明朝的《警世賢文》，「古語」真曾

如此「有云」。可惜的是，報章報道十居其九，沒有報導，也

許這才可以幫助他們編造「香港學生中文差劣」的故事。 

言「岳飛醉生夢死，立志救國」、「孔子講學，因為他曾

讓梨」，這些誤用固然荒謬絕倫，令人啼笑皆非，但這些很可

能只是芸芸答卷中最差劣的幾個例子，它們是否代表全港中

學生的水平？這是否「以偏概全」？我相信客觀數字，才有

代表性，更能說明一些現象。今年有約 7.8 萬人應考中文科

文憑試，其中卷一閱讀能力全卷 90 分滿分，合格分數為 45

分，今年考生平均只獲 30.7 分。文言文在卷一佔分甚重，足

以影響全局，考生獲分之低，顯示他們對「文言文」的理解

能力不高。觀乎整體，今屆中文科考生有約 52%考獲符合入

大學的最低要求的 3 級。從中可見，他們應用中文的能力，

雖然說不上好，最多只算中規中矩，但絕不至如媒體渲染那

樣「目不識丁」、「胸無點墨」。 

再說，語文能力的高下也不應只局限於能否旁徵博引。

一篇文章，一段說話，其見解觀點是否獨到、用詞是否準確、

結構是否嚴密、思路是否清晰、感情是否真摯自然、立論是

否有創意，也是判斷語文能力高下的「一籃子因素」。我們隨

意抽出一篇文章、一段說話中的一詞半句，卻從來沒有看過

該考生的整篇文章，諦聽其整段發言，細審其思路邏輯及其

詞采措辭，就斷言香港「中文已死」，是否斷章取義？ 

其實我認為典故與四字詞語的誤用，源於學生誤會了

詞、段、句、語調是互相割裂的部件，於是妄圖逐個「攻讀」，

而非整體掌握。媒體對於考生誤用的聚焦與放大，補習社鼓

吹死背詞語典故，正在助長這「死學中文」的歪風蔓延。 

中文是活的流水，不是一塊塊模型部件 

我認為語言是活的，中文也是活的，因此我們應「活學」

「活用」。中文學得「活」，就是不要盲目死背四字詞語，把

詞語從文章中硬生生分割出來，囫圇吞棗，只會消化不良。

詞語的意義，是在句子、段落中體現出來的，我們平日只要

多看高質素的報章、散文、專欄等等，詞義自能深植心中，

進而內化，就算我們無暇一一細考其典故出處，但多看作家

如何使甪，至少不會誤用；最好當然也多背古文和古詩詞，

但必先要理解，用心體會。 

要用得活，就是我們要把眼光先放在「意趣」和「句子」，

寫作時要先有立意，心情要投入文章氣氛。以句子為表意單

位，文思自然湧泉而至。過份雕琢字詞，文思常斷，文筆也

會變得生硬，毫無感染力。 

所謂「岳飛醉生夢死」、「當時我還是一個『鶴髮童顏』

的少年」，正是不能活學活用的表現，考生想「爭價一詞之

奇」，結果弄巧反拙。 

典故，用或不用？見機行事 

一代有一代的文學，一代有一代的語言，現在的世界五

光十色、百家爭鳴，我們的文字也應絢爛多姿，行文時也應

自鑄偉辭佳句。典故和詩文不是不用，只是遇上有合適題

目，能用上自己學過的典故詩文，才去運用，切勿因用而用，

以致張冠李戴；而它們也不是唯一的語料，若不熟諳不清

楚，不如不用，用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正如很多文憑試考

生也引用了李慧詩、黃之鋒、陳亦希等故事，作勵志例子；

典故和詩文不是不學，它們是很重要的語文知識，但它們不

應自成一角，孤立於聽說讀寫之外，而是滲入其中，使文筆

生動有力，使言語韻味深長。 

用幾十塊錢，買下別人一生的經驗 

既然現在的文憑試著重聽說讀寫，老師實須為學生勤加

練習，白話文篇章也往往意在言外，須加以精教，用於教授

中國古典文學的課時難免減少，因此學生若在課程中有學習

有關課題的機會，更應格外用心。閒暇時，同學應多閱讀書

籍，乘車途中，少玩手機，宜多利用這些碎片時間，背一點

點古詩詞，增進自己的中文素養，胸中語料典藏豐富，遇上

適合題目的機會自是大增，屆時筆下自有千軍萬馬任你差

遣。 

各位同學，我還提議你們多到書店買書。 

試想想，你花幾十塊錢，就可能買來別人一生的經驗，

是如何划算。 

更划算的是到書店「打書釘」，不花一分一毫。我與女

兒常進行這親子活動，各位家長多陪子女「打書釘」，也可

提升他們的中文素養。 

清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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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高中課程介紹                    陳紹基副校長 
新高中課程已踏入第五年，謹借此機會向各初中

年級的家長及同學，介紹一下本校高中課程的特色和

經驗，作為中三同學準備升讀高中的參考。 

高中課程的學習目標 

現今的社會瞬息萬變，為了協助學生能適時處理

急速膨脹的資訊，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要求，香港

進行了教育改革，推行新高中學制，並提出新高中教

育的七大目標。其中包括︰兩文三語能力，廣闊的知

識基礎，終身學習的能力，正面的學習及工作態度，

尊重不同觀點及文化，健康的生活方式，成為良好公

民等。 

高中課程 

在三年的新高中課程中，學生必須完成三個部分，(一) 

修讀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四個核心科目。 

(二) 從新高中選修科目中修讀二至三個科目。 

(三) 其他學習經歷。 

本校之高中課程的特色和經驗 

(一) 開設科目 

除中英數通四核心科目外，本校開設了十個選修

科目，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中

國歷史，中國文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經濟，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等，讓學生按個人興趣和能力

選讀。 

(二) 彈性之選科組合 

為了讓同學有較具彈性之選科組合選擇，我們把

十個選修科分成兩組，第一組有物理，化學，生

物，中國文學，歷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等六

科。第二組有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化學，經

濟，地理，中國歷史等六科。學生必須於第一和

第二組內各選讀一科。能力較強之同學可額外選

讀延伸數學課程(M1/M2)或第三選修科(化學)。 

(三) 編配學位方式 

學生升讀高中時，學校按學生中三年級之全年總

成績名次先後編配選修組別之學位，在以往多年

之中三同學選科統計資料中，平均 90%同學能獲

編配到頭三個選修科志願內。 

(四) 集中精力，力求進步 

本校鼓勵同學集中精力於必修之核心科目，盡量

減少不必要之選修科目，因此同學以修讀兩個選

修科為主 (佔總人數 60%)，這些同學將有更充裕

時間學好每一學科，除對學習更有信心外，且有

能力和時間分配在其他學習經歷活動上，使同學

得到更全面之發展機會。 

(五) 「中班」上課模式 

明年高中四年級採用四班分五組之編班模式，使

每班平均人數維持約 30 人，是本校在沒有政府額

外資源下，自行採用的「小班」教學，課堂上老

師可安排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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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中文應考通識 

本校在語文微調政策下已成為全級可以英文上課

的學校，但我們明白通識教育科的特點，若以英

文應考，弊多於利。因此本校以中文應考通識。

此外本校中文科為配合通識科之需要，於各級加

強中文之寫作訓練和課外閱讀指導，務求令中文

科與通識科能發揮協同效應，起互相促進作用。 

(七) 處理學習差異 

在新高中學制下，由於學生可直升中六，因而同

學間之能力差異較大，老師除於課堂上調適教

學，安排不同的教學活動和輔導協助同學學習

外，學校於課餘時間安排拔尖補底課程，幫助有

需要的同學。此外，學校也會利用教師發展日的

機會，讓老師一起研習和分享教學心得，提升教

學成效。 

(八) 本校圖書館每學年均選購配合通識科之參考用

書，目前藏書量達千餘冊，同學借閱非常踴躍。 

 

中六經濟科講座 
 

家教會旅行 
家教會冬季旅行

現已接受報名，有興趣

者請從速報名。報名表

格可在家教會網頁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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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 recipients of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2013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which conducted by The Royal 

Australian Chemical Institute is an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quiz. The 

quiz has included participants from 

more than 15 countries. In July 2013, 

some of our schoolmates took part 

in the Quiz and received encouraging 

results. Congratulate to the students.  

HKUST Business YoungStars (BYS) Program 
HKUST Business YoungStars is an exclusive program for Form 

4 and Form 5 students with keen interest and potential in 

business study to explore and get a taste of business 

education at the HKUST Business School. 

In the BYS program, students can enjoy a series of exciting 

activities starting next January. Below are some program 

highlights: 

 Business seminars 

 Enrichment workshops 

 Social gathering 

 Business summer camp 

Each BYS member will be assigned current business students 

as peer mentors, who will share personal experience in going 

through public exams and university study. 

Interested students should: 

(i) complete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form at 

www.bm.ust.hk/ug/stars/application.html before 1 

December 2013 (Sunday). The membership fee for this 

one-year program is HKD300. 

(ii) visit the program website at www.bm.ust.hk/gh/stars/ 

and facebook page at www.facebook.com/stars.ust  

東華學院資訊日 11月16-17日 專題講座、升學諮詢、實驗室參觀、現場報名 

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專題

講座 

11月

16日 

上午10時至11

時 

 

 

 

 

 

 

二 樓 陳

文 綺 慧

演講廳 

DSE 升學出路知多少 專家話你知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先生 

 

11月

17日 

 

上午10時至11

時20分 

行內人教路 帶你邁向專業之道 
香港浸信會醫院護理行政辦公室總護士長 莊婉珍女士 

養和醫院放射治療部部門主管 邵治亨先生 

香港警務處刑事鑑證科前主管 盧桂朗先生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高級審計經理 林雪微女士 

課程

及專

業簡

介 

11月

16日

至 17

日 

上午11時30分

至下午2時30

分 

醫療護理課程 
 健康科學學士 (榮譽) 學位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Hons) 

主修︰應用老人學、護理學 

 醫療科科學士 (榮譽) 學位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Hons) 

主修︰基礎醫療科學、法庭科學、醫療化驗科學、放射治療學、動物健康學 

 健康科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Health Studies 

 職業治療學理學士 (榮譽) 學位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Occupational Therarpy 

二 樓 一

號 演 講

廳 

工管及社會科學課程 
 社會科學學士 (榮譽) 學位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Hons) 

主修︰應用心理學 

 社會科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Social Science 

 工商管理學士 (榮譽) 學位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s) 

主修︰會計學、金融學、市場學、醫療服務管理學 

 商學副學士 Associate of Business 

參觀 下午3時至5時 「挑戰導向學習」護理實驗室 及 醫療科學實驗室 

有興趣可於 www.twc.edu.hk/infodays 登記參加        現正接受網上報名 www.tw.edu.hk/admission 面試合格者可獲有條件取錄 

查詢電話︰31906672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twc.edu.hk        電郵︰enquiry@twc.edu.hk  

Group Class Students Award Attainment 

Year 11 

6F 

6F 

Lo Yat Ching 

Tong Kei Hang 

High 

Distinction  

The top 10% of students in 

the state 

6D 

6D 

6E 

6E 

6F 

Chow Pui Yee 

Yung Sing Yip 

Au Lok Ching 

Ting Ping Fai  

Chan Chi Fung 

Distinction  
The next 15% of students 

in the state (10%-25%) 

6D 

6E 

6F 

6F 

Kwan Kin Chun 

Cheung Tsz Hin 

Law Ka Ho 

Yeung Ka Ho 

Credit 
The next 15% of students 

in the state (25%-40%) 

http://www.twphcymc.edu.hk/website/?p=1363
http://www.bm.ust.hk/ug/stars/application.html
http://www.bm.ust.hk/gh/stars/
http://www.facebook.com/stars.ust
http://www.twc.edu.hk/infodays
http://www.tw.edu.hk/admission
http://www.facebook.com/tw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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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常務委員選舉候選委員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家長教師會的常務委員是由 7 位家長委員及 7 位老師委員組成，家長常務委員會將於家長教師會

會員大會中選生，而教師常務委員則是由學校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由家長出任。由於今屆的家長委員只有七位候選人，

因此各候選人將自動當選為第十一屆常務委員，並於十一月十六日的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上通過作實。 

競 選

編 號  
候 選 委 員 姓 名 及 履 歷  近 照  

1  
姓名：陳森泉   男  職業：教育界 

希望能透過參加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增進學校和家長的溝通和理解，促進家長間的認識和互

相學習的機會。 

 

2  
姓名：陳玉玲   女  職業：家庭主婦 

現在沒有擔任任何公職，曾多次在學校活動中擔任攝影工作；對培養青少年有使命感，希望

透過參與促進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意見交流，造福學生。 

 

3  
姓名：顏臻    女  職業：財務董事 

上學年，通過補選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在參與家教會過程中，更加了解學校，並深深體會

到學校會聽取家長的心聲、意見。我希望能繼續做學校與家長的橋樑，為大家的孩子和學校

出一分力。興趣：烹飪、運動。 

 

4  
姓名：何世昌   男  職業：公務員 

現任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家長教師會委員，曾協助推行活動如旅行、會訊及講座等。作為家

長，除了希望了解學校情況，更希望參與家長教師會，作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加強學

生、家長與學校的合作、促進彼此的溝通和聯繫，有效提升家校合作精神，使學生在一個良

好及愉快的學習環境下成長。 

 

5  
姓名：林娟    女  職業：會計文員 

我平時樂於參與義工工作，例如參加荃灣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的觀中、觀小等活動。是次

參選的目的，希望多了解學校的最新情況，可以多些與其他家長溝通，了解現學生的需要，

促進家校合作，成為家校之間溝通的橋樑，為孩子在家教關愛中全人發展和健康成長盡一分

力。本人善於文書處理。  

6  
姓名：劉靜雲   女  職業：兼職售貨員 

曾在小學擔任了四年家教會執行委員，曾協助學校舉行多項活動，推動家校合作，盡自己的

能力和時間協助學校，幫助家長和學生，希望透過再次的參與，促進學校與家長的溝通，了

解學校的教學方向，造福學生。 

 

7  
姓名：戴盛威  男  職業：基督教教會牧師 

本人現為基督教牧師，持守家庭是社會最重要的單位，所以過去多年於社會服務機構及教會

服務不同社群，和過去 2年擔任家教會委員，能讓我略盡綿力服務王少清的家長，讓我們下

一代更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