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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今次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話跟你們講話
普通話，如果說得不好，
 
今年的徳育主題是感恩。
們感念父母生我育我之恩
之恩，感恩生活上別人的幫助與給予
健康、親情、友情人等等
 
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次
東西，一位朋友寫信安慰他
你來信安慰我。我心存感恩
而沒有傷害我的生命；第二
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慶幸的是
我。」失盜是不幸的事，而羅斯福卻找出了感恩的三個理由
 
我國現代著名的數學家華說過
人家，莫記心上。」對於
時，你們自己也會跟著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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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數學華羅庚少時

能完成初中課程，幸得清華大學

教授楊武之栽培，使他成功前往哈佛大

學進修現代高等數學。他感恩

父母，知我者鮑叔，我之鮑叔乃楊師也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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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懷感恩「投我以木瓜

 

今次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話跟你們講話，我沒有學過
，請你們原諒！ 

。說到感恩，「感恩」是一種品德。我
們感念父母生我育我之恩、感念老師「傳道、授業、解惑」

感恩生活上別人的幫助與給予。感恩我們已經擁有的：
友情人等等。 

一次，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家被偷去許多
一位朋友寫信安慰他。羅斯福在回信中寫道：「謝謝

我心存感恩：第一，賊人只是偷去我的東西，
第二，他偷去的只是我的部分東西，
最值得慶幸的是，做賊的是他，而不是
而羅斯福卻找出了感恩的三個理由。

華說過：「人家幫我，永志不忘；我幫
對於他人的幫助，我們應時時懷有感激之心

你們自己也會跟著這麼做，從而關愛別人、幫助別人。
報之以瓊琚」。如果你不懂得感恩
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不停埋怨的話
今天天氣不好」、「
也許你們會遇到不順心的事
得感恩的事。例如感謝媽媽為你準備了豐富的早餐
謝老師在你失落時對你說了聲
刻懷有一顆感恩的心
最後，我希望大家能感恩自己所擁有的
身處在香港這個和平的社會
感恩我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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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nging

Ten

少時家境貧窮，只

幸得清華大學數學系

使他成功前往哈佛大

他感恩：「生我者

我之鮑叔乃楊師也。」 

相片摘自「鳳凰網」)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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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我沒有學過

我
」
：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家被偷去許多
謝謝
，
，

而不是
。 

我幫
我們應時時懷有感激之心。同學們，當你們感謝他人的善行

。感恩，就是懂得回饋，「投我以木瓜
如果你不懂得感恩，就會將別人的幫助與

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我們經常聽到不停埋怨的話，「真倒楣
」、「今天真不幸，被老師罵了一頓

也許你們會遇到不順心的事，但我相信更多的是遇到值
例如感謝媽媽為你準備了豐富的早餐

謝老師在你失落時對你說了聲「加油」。學會感恩
刻懷有一顆感恩的心，這樣你才會有積極的人生觀

我希望大家能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例如感恩我們
身處在香港這個和平的社會，感恩我們有言論的自由
感恩我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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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患有嚴重的脊

髓灰質炎，在二戰前後坐在輪椅上

完成四屆總統任期。他換一種角度

去看待人生的失意與不幸，對生活

時時懷一份感恩的心情。 

(相片摘自「維基百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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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感謝他人的善行
投我以木瓜，

就會將別人的幫助與

真倒楣，
被老師罵了一頓」，

但我相信更多的是遇到值
例如感謝媽媽為你準備了豐富的早餐，感

學會感恩，時
這樣你才會有積極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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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我們有言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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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清同學「聲

參與「有聲好書

為增加同學學生對閱讀的興趣提高同學公開演說及表達技巧舉辦「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全港 20 間入圍中學之一。 初賽已於 10 月 11 日下午進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迎接賽評判之一謝穗芬副校長與香港電台代表率先為參學打氣。(打氣片段已上載於香港電台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THKAUDIOBOOK/videos/898113803680122/

 

經過個多小時賽事，最終選出六名同學獲擠身三甲，代表我校晉身複賽台節目總監譚永暉先生講評時期望三位同學再下一城，為王少清爭光
 

賽前眾同學抓緊時間，全神貫注地練習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有聲好書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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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勢浩蕩 
有聲好書」初賽獲港台評判稱許

為增加同學學生對閱讀的興趣，並透過聲音演繹作品，提高同學公開演說及表達技巧，故此，香港電台數碼台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本校有幸成為。 進行，50 位初中、高中同學懷接一分鐘聲演挑戰。賽前，比評判之一謝穗芬副校長與香港電台代表率先為參賽同打氣片段已上載於香港電台「有聲好書」
https://www.facebook.com/RTHKAUDIOBOOK/videos/898113803680122/ ) 

 最終選出六名同學獲得優秀獎，而 4C 張樂汶同學代表我校晉身複賽，而他們同日亦接受香港電台錄音及拍攝訪問先生講評時，稱讚參賽同學選書廣泛，演繹時聲情並茂為王少清爭光! 

全神貫注地 張樂汶、何知穎、唐梓晴同學獲港台訪問，分享參賽準備和聲演心得

鍾佛成校長、林禮賢老師與本校優異獎得主(左二黃悅頤、中間陳俊溢、震寧)合照 

鍾佛成校長
(左二張樂汶

有聲好書」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

許 

張樂汶同學、5A 何知穎同學、5D 唐梓晴同學更而他們同日亦接受香港電台錄音及拍攝訪問，分享選書過程及聲演心得演繹時聲情並茂。複賽結果將於十一月下旬公佈
 得獎同學得獎同學得獎同學得獎同學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聲演書目聲演書目聲演書目聲演書目 

4C張樂汶張樂汶張樂汶張樂汶 優異獎(首三名) 再給我一天 

5A何知穎何知穎何知穎何知穎 優異獎(首三名) 台北人 

5D唐梓晴唐梓晴唐梓晴唐梓晴 優異獎(首三名) 請用文明說服我
4A陳俊溢陳俊溢陳俊溢陳俊溢 優異獎 王少清中學作家班文集《清風》
4A黃悅頤黃悅頤黃悅頤黃悅頤 優異獎 小說 .秒速五厘米
4B譚震寧譚震寧譚震寧譚震寧 優異獎 偷書賊 唐梓晴同學獲港分享參賽準備和聲演心得 

陳俊溢同學深情演繹本校作家班文集《清風》的文章，獲得主持邀請上台盛讚及鼓勵 

本校優異獎、右二譚

鍾佛成校長、謝穗芬副校長與三甲並晉身複賽的同學左二張樂汶、中間唐梓晴、右二何知穎)合照 

二十日 

唐梓晴同學更及聲演心得。港將於十一月下旬公佈，
 請用文明說服我 王少清中學作家班》 秒速五厘米 

陳俊溢同學深情演繹本校作家班文集主持邀請上台盛

謝穗芬副校長與三甲並晉身複賽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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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學科之校本評核簡介新高中學科之校本評核簡介新高中學科之校本評核簡介新高中學科之校本評核簡介    新高中學科之校本評核，目的是輔助傳統筆試評核學生之技能，使公開試之評核更全面。學生修讀這些學科時，須於中四、中五及中六學年接受校本評核。教師於課程中不同時段，安排與課程相關之校本評核，並於完成後給予適當回饋，以助學生學習。故此同學不應視之為一連串之考試。 

 

(一) 校本評核是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同學務必出席各修讀科目之校本評核活動，如未能出席評核活動，須依正常手續告假，無故缺席者，該次評核作零分處理。 

 

(二) 同學須於各科指定期限內提交校本評核之作業，遲交之校本評核作業按情況之輕重扣減分數，同學不得異議；同學欠交校本評核，則該次評核作零分處理。 

 

(三) 在有合理原因及依正常手續告假之情況下，老師會安排同學補做評核，所得之分數由學校酌情予以調整。 

 

(四) 每年中四至中六級學生會於上學期簽下由考評局發出的校本評核承諾書，學生必須獨立完成所有校本評核課業。抄襲乃嚴重違規行為，嚴重者可導致該科成績被降級，以至取消該科成績。同學要引錄資料，請參考考評局所發學生指引。
“HKDSE Information on School-based 

Assessment”(http://www.hkeaa.edu.hk/en/sba/) 

(五) 教師於完成評分後，會向學生提供每次習作之得分或評級，指出學生的強項和弱項，及建議如何改善。同學如對得分有疑問，應即時向老師提出及商討，同學需妥善保存評核作業，並於需要時交考評局審閱。 

 

(六) 對評核結果存疑的處理方法: 同學對校本評核成績有異議，應先與科任老師商討。如商討後仍有疑問，同學可於得知評核結果一星期內，向校長提交書面上訴。學校已委任專責小組，處理任課老師未能解決之個案。專責小組會按校長指示，採取適當程序檢視有關個案，於兩星期內通知學生議決結果。 

 

 

 

2017-18 中六級各科呈分上教育局的時間表(學生繳交課業日期, 由科任老師決定)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提交分數時間提交分數時間提交分數時間提交分數時間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        1111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文學    1111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        11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1111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        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物理物理物理物理    1111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    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    2222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2222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    3333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3333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3333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CD/DVD)(CD/DVD)(CD/DVD)(CD/DVD)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    1 1 1 1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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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Our alumni received honor from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of the HKUST in 2016-17 
 

Here are the honorable citations from the school:  
 

Academic Exchange 

Name Program Year Description 

CHAN, Chung Sing 

Angus 

BBA(IS) 3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16-17 fall) 

CHENG, Yu Wai BSc(ECOF) 4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2016-17 Fall) 

CHEUNG, Ling Sin BBA(ACCT & FINA) 3 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 (2016-17 Spring) 

LAM, Kwan Ho BBA(ACCT & FINA) 3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016-17 Spring) 

 

Dean’s List 

Name Program Year Description 

LEUNG, Ho Ming BBA(ACCT & FINA) 2 2016-17 fall 

 

Scholarship 

Name Program Year Description 

CHENG, Yu Wai BSc(ECOF) 4 Kowloon Investment Co. Ltd. Overseas Exchange 

Scholarship 

CHENG, Yu Wai BSc(ECOF) 4 Wong Chak Chui International Enrichment Scholarship 

LAM, Kwan Ho BBA(ACCT & FINA) 3 Wong Chak Chui International Enrichment Scholarship 

LEUNG, Ho Ming BBA(ACCT & FINA) 2 Cheung On Tak Charity Foundation Scholarship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快遞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快遞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快遞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快遞————台灣升學資訊台灣升學資訊台灣升學資訊台灣升學資訊        
((((一一一一)))) 港生赴台升學數據趨勢港生赴台升學數據趨勢港生赴台升學數據趨勢港生赴台升學數據趨勢    台灣與香港地理位置相鄰，文化相近，加上高等教育學費相宜，校園環境廣闊優美，故此近 年港生赴台升學的人數不斷增加：2014-15 年度為 2,100 人，2015-16 年度上升至 4142 人； 2016-17 年持續升至 4600 人。  
((((二二二二)))) 與本校結盟的台灣大學與本校結盟的台灣大學與本校結盟的台灣大學與本校結盟的台灣大學    本校已與以下 19間台灣大學結盟及簽訂結盟及簽訂結盟及簽訂結盟及簽訂《《《《台港學校合作協議書台港學校合作協議書台港學校合作協議書台港學校合作協議書》》》》： (結盟目的：對本校報讀以下大學的學生會更具優勢)  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國立大學(4(4(4(4 間間間間))))    ((((三三三三)))) 近兩年本校學生赴台升學的情況近兩年本校學生赴台升學的情況近兩年本校學生赴台升學的情況近兩年本校學生赴台升學的情況    本校過去選擇赴台升學的學生，主要原因如 下： 一一一一、、、、修讀本地較具競爭力的學科修讀本地較具競爭力的學科修讀本地較具競爭力的學科修讀本地較具競爭力的學科    在香港，一直被視為熱門的學科，包括：醫科、藥理、物理治療、護理學、機械及電子工程等，由於入學門檻較高，所以競爭較大，莘莘學子未必有機會在本地修讀這些心儀學科。所以，赴台升學便成為學生達成理想的升學出路。  二二二二、、、、修讀本地大學未有設立的學科修讀本地大學未有設立的學科修讀本地大學未有設立的學科修讀本地大學未有設立的學科    台灣大學的專科門類廣泛，有些學科在本地大學未有設立專門學系，例如：獸醫學、海洋科學、休閒健康管理等。本校過往便有不少同學因為對以上學科感興趣而成功報讀並決定赴台升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大學綜合大學綜合大學綜合大學((((9999 間間間間)))) 淡江大學 天主教輔仁大學 逢甲大學 東海大學 元智大學 華梵大學 明道大學 長庚大學 銘傳大學 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科技大學(5(5(5(5 間間間間)))) 建國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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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院校分類院校分類院校分類院校分類))))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    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國立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文化創意事業系(流行音樂)、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海洋觀光學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元培醫學科技大學 醫學生物檢驗技術系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化妝品應用系、物理治療系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綜合大學綜合大學綜合大學綜合大學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中國文學學系 (文學組)、土木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電子工程學系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五五五五)))) 近三年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近三年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近三年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近三年本校同學獲取錄情況((((學科門類學科門類學科門類學科門類))))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文化科文化科文化科文化科    日本語文學系、文化與創意學院、中國文學系、 應用中文系、文化創意事業系(流行音樂) 工程系工程系工程系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土木工程系、河海工程學系、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管理學系管理學系管理學系管理學系    海洋觀光管理系、公共行政暨政策系、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 醫護科醫護科醫護科醫護科    物理治療、護理系、營養系、獸醫學系 設計系設計系設計系設計系    數位媒體設計系、室內設計系 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    心理學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運動管理系、化妝品應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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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蘇富比 (Sotheby

過觀賞藝術名家的傑作，了解當代藝術的創作取向及藝術巿場的運作。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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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theby’’’’s)香港秋季拍賣預展本校中四及中五級修讀視覺藝術科學生於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參觀蘇富比場內多件藝術作品價值超過一億港元代藝術、現當代藝術、現代亞洲藝術古代書畫和當代水墨藝術「墨人：森田子龍」，以及呈獻「永恆的水」展示香港著名畫家王無邪的水墨作品。同學透了解當代藝術的創作取向及藝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日 

本校中五全級學生於老師的帶領下參與香港理工大學資訊日程的收生要求多升學資訊學聯招中大學取錄的學生中23.5 分。其物理治療歡迎。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

香港秋季拍賣預展 本校中四及中五級修讀視覺藝術科學生於9月30日在老師的帶領下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參觀蘇富比(Sotheby’s)香港秋季拍賣預展場內多件藝術作品價值超過一億港元，分佈於多個藝術分區，包括當現代亞洲藝術、現代及當代東南亞藝術、古代書畫和當代水墨藝術，還有向日本戰後重要的先鋒藝術家致敬的

本校中五全級學生於老師的帶領下參與香港理工大學資訊日，參觀其大學校園，亦了解各個學系及課程的收生要求、內容、畢業出路等，讓同學吸收更多升學資訊，作好準備。根據資料，於最近一屆大學聯招中，以中學文憑試最佳 5 科成績計算，大學取錄的學生中，最高分為 33分，平均分數則為。另外，理工大學課程實用性高，出路明顯其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設計有關課程等一向廣受 二十日 

日在老師的帶領下，香港秋季拍賣預展。包括當、中國還有向日本戰後重要的先鋒藝術家致敬的

本校中五全級學生於老師的帶領下參與香港理工大亦了解各個學系及課讓同學吸收更於最近一屆大，理工平均分數則為出路明顯，設計有關課程等一向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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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佳作學生佳作學生佳作學生佳作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心中的感慨 3A 王宇軒王宇軒王宇軒王宇軒

 常常聽人說道：「珍惜生命有云：「身體髮膚，受諸父母。」   在香港，輕生的問題日趨嚴重金錢、關係等方面。但這些都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   其實很多人的經歷比他們更堪虞有自殺的念頭，但當他想到這樣會影響自己的   又例如海倫凱勒，她天生既失明又失聰感受這世界美好的一切，更成為作家   生命即使再堪虞，也不可以放棄  生命難得，吉吉一出生便沒有脊髓物，難得又珍貴，又為何因小小的挫折而放棄生命呢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家長們如想分享座右銘，

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

中學的校園生活中學的校園生活中學的校園生活中學的校園生活

~~~~1A 1A 1A 1A 陳依晴陳依晴陳依晴陳依晴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堅持不懈堅持不懈堅持不懈堅持不懈

創造奇蹟創造奇蹟創造奇蹟創造奇蹟！！！！    

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點染亦淺點染亦淺點染亦淺點染亦淺；；；；    

歷事深歷事深歷事深歷事深，，，，機械亦深機械亦深機械亦深機械亦深

故君子與其練達故君子與其練達故君子與其練達故君子與其練達

與其曲謹與其曲謹與其曲謹與其曲謹，，，，不若疏狂不若疏狂不若疏狂不若疏狂

~1C ~1C ~1C ~1C 羅絲柔羅絲柔羅絲柔羅絲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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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王宇軒王宇軒王宇軒王宇軒 珍惜生命。」我認為生命得來不易，但總有人因為一時錯誤的觀感或挫折而選擇結束生命。」因此珍惜生命更是報答父母的恩德，否則輕生的問題日趨嚴重。在 2015至 2017 年頭，就有多達 59但這些都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之路漫長，這是不必要的其實很多人的經歷比他們更堪虞，例如力克胡哲，他天生患上罕見怪病但當他想到這樣會影響自己的家人，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她天生既失明又失聰，生活受到重重障礙，但是她沒有放棄自己的生命更成為作家，出書鼓勵人珍惜生命，受世人所稱頌也不可以放棄，母親十月懷胎之恩，是希望我們做個有用的人吉吉一出生便沒有脊髓，出生只有十五小時便去世。我們每一下的呼吸和心跳又為何因小小的挫折而放棄生命呢？ 來源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父母座右銘父母座右銘父母座右銘父母座右銘

，歡迎把金句由同學轉交給班主任，

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好好享受這六年在王少清    

中學的校園生活中學的校園生活中學的校園生活中學的校園生活，，，，結交良友結交良友結交良友結交良友。。。。    

 
要將幻想要將幻想要將幻想要將幻想

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

~~~~1B 1B 1B 1B 

堅持不懈堅持不懈堅持不懈堅持不懈、、、、永不放棄永不放棄永不放棄永不放棄！！！！

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做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涉世淺涉世淺涉世淺涉世淺，，，，

機械亦深機械亦深機械亦深機械亦深。。。。    

故君子與其練達故君子與其練達故君子與其練達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朴魯不若朴魯不若朴魯不若朴魯；；；；    

不若疏狂不若疏狂不若疏狂不若疏狂。。。。    

日日行日日行日日行日日行

常常作常常作常常作常常作

~1D ~1D ~1D ~1D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

但總有人因為一時錯誤的觀感或挫折而選擇結束生命。否則，就是不孝。 

59名學生以自殺的方式解決問題，包括因學業這是不必要的。 他天生患上罕見怪病，失去了兩腿，經常被人嘲笑，令他開始便打消了這個念頭，最後更成為一位勵志的演說家。 但是她沒有放棄自己的生命，反而用盡一切的方法受世人所稱頌。 是希望我們做個有用的人，對我們充滿着期盼。 我們每一下的呼吸和心跳，都是上天給我們的禮來源：《大公報》，2017年 10月 16日
父母座右銘父母座右銘父母座右銘父母座右銘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以轉送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謝謝!

要將幻想要將幻想要將幻想要將幻想、、、、夢想夢想夢想夢想，，，，    

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成理想。。。。

1B 1B 1B 1B 張嘉希張嘉希張嘉希張嘉希 

日日行日日行日日行日日行，，，，不怕千萬里不怕千萬里不怕千萬里不怕千萬里；；；；    

常常作常常作常常作常常作，，，，不怕千萬事不怕千萬事不怕千萬事不怕千萬事。。。。    

~1D ~1D ~1D ~1D 陳曉薇陳曉薇陳曉薇陳曉薇 

鞋宇半邊難鞋宇半邊難鞋宇半邊難鞋宇半邊難，，，，也有半邊佳也有半邊佳也有半邊佳也有半邊佳

二十日 

。古語包括因學業、令他開始反而用盡一切的方法
都是上天給我們的禮日 

! 

    

也有半邊佳也有半邊佳也有半邊佳也有半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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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ote of Thanks to the EMA Helpers (2017-2018) 

EMA is a chance for students to show off their 
talents in performing arts as well as boosting up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This year, we have 
F1-2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very Day 3 and F3-4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very Day 6.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EMA Helpers for helping 
teachers run errands in rehearsals, setting up stage 
props and PowerPoint, maintaining discipline during the 
shows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performing classes 
and students. In a nutshell, the EMA Helpers are 
great! 

 
 

 

  
  

 

 
 

F1-2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Helpers (2017-2018) 

Teacher in-charge: 

Mrs LAW KoWai Mei, Grace 

Ms SHUI Ka Yin, Karen 

MrTONG Tik Yin, Bert 

 

 

 
 

2A Jason Chung 

2B Caspar Ng 

2B Chris Chan 

2C Coly Wong 

F3-4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Helpers (2017-2018) 

Teacher in-charge: 

Ms CHAN Ka Ying, Casey 

Mr TSANG Ho Hin, Angus  

Mr TONG Tik Yin, Bert 

Ms CHUI Siu Chun, Debbie (Adviser) 

 

*Students must arrive at the hall by 8:05am. 

*Latecomers risk a penalty point. 

4A Wong Tsz Fong 

4B Li Yuk Yu 

4B Lau Wing Tung 

4B Lau Pak Leong 

4D Lau Tsz Wing 

3A Wong Lai Sum, Amy 

3A Choi Hiu Lam, Ren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