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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你知道人家怎樣看你嗎？ 
這裡講的「人家」，其實是教育統籌局的校外評核專家，他們一行五人在本年二

月底到三月初，進駐本校五天。專家以銳利的目光，結合多年的視學經驗，對本校

進行全面審視。我校已把評核報告全文在校網上公佈。以下是全文照錄校外評核專

家對本校學生的評價： 
 

 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態度普遍專注積極，具良好的自律能力。他們大多能自行摘錄筆

記，部分更具備課前預習或自行搜集資料的自學能力，並懂得主動發問，廓清疑點，

表現值得讚賞。 

 

 學生的說話表達能力良好，普遍表述清晰，語意完整，表現較佳的更是說話有見地，

具批判性思維能力。在進行分組活動時，學生普遍主動與同學討論，踴躍表達意見，

溝通能力良好。在香港中學會考的表現優異。 

 

 學生普遍待人有禮，友善親切，儀容整潔，品格純良，遵從師長指導，表現合作，具

自我管理能力。學生在課堂上秩序良好，專注學習，轉堂時表現安靜，具自律精神。 

 

 學生愛護學校，保持課室和校園整潔，樂於成為王少清的一份子。 

 

 學生領袖態度正面，樂意協助學校推行各項活動，為同學提供服務，能發揮領導才能。 

 

 學生積極參與各類課外活動，在音樂、朗誦及體育方面均表現卓越，在校際音樂節及

朗誦節中獲得頗多獎項。此外，學校的手球隊及羽毛球隊亦經常在校際比賽中獲得傑

出成績，手球隊曾遠征外地。學校的制服團體日趨茁壯，其中聖約翰救傷隊和交通安

全隊在校外比賽中成績優異，表現理想。 
 

 部分學生的學習方式以聆聽為主，傾向依賴教師，較少主動回應教師的提問，在學習

上欠缺主動性。部分學生表現被動，欠缺自信，自我形象需要提升。 

 
你是屬於「普遍」的那一部份，還是屬於「個別」的那一部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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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新生，98.4% 屬 Band One：  
本年度派入本校中一新生共190人，其中男生77人，女生113人；187人屬第一組別，佔98.4%，

3人屬第二組別，質素優良。過去四年，本校中一新生屬第一組別的佔98-99%。 

 

高考英文，屹立不倒！  
7月8日，高考放榜，英文科的合格率成了各大報章的焦點。明報說：「今年是母語教學政策下

的首屆高考放榜，但英文肥佬比率創10年新高，達27.2%」。星島日報又指荃灣區一間歷史悠久的

中學英文合格率下跌10%，以至一名考獲2A同學，因英文F級未能升讀大學。 

 

查上述報導不屬本校情況。本校英文科合格率，去年為 91.7%，今年為 91.4%，仍然保持在

高水平（全港考生平均合格率為72.8%）。至於中國語言及文化科，合格率為96.6%，高於去年的93.3%。  

 

英語遊蹤 ─ 從太平山頂chat 到香港大學： 
六月廿八日下午，天公造美，陽光燦爛，ELMS(英語師徒制)會員四十多人，在莫少瑛老師、

陳惠姿老師帶領下，先繞行太平山頂，後再遊香港大學校園，全程師（mentor）徒（mentee）配對，

以英語交談，進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會話練習。參加同學來自中一及中三，他們主動投入，按老師

指示配合沿途景物以英語交流，收穫良多。 

 

到了香港大學，更有本校舊生充當英語導遊，帶領同學參觀校園，分享經驗。協助活動的熱心

校友是余黃莉（醫學院二年級）、唐翔（工程學院一年級），劉淑芬（商業與法律系一年級）。另外，

港大學生湯銘康和勞振邦協助引導同學，本校師生表示感謝。 

 

林奇賢、張庭筠優先修讀大學課程： 
本校資優生中四林奇賢同學及中五張庭筠同學已順利通過甄選，將於本年暑假參加由香港教育

統籌局「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及香港科技大學合辦的課程。林奇賢將修讀「基礎電腦程式

編寫增益課程」，優先接受大學電腦課程培訓，完成整個課程後林同學可獲得三個科大學分。 
 

張庭筠則獲選參加「海洋科學研究特訓班」，通過上課、實地考察、實驗室研究及分組報告等，

喚起同學對海洋研究的興趣，以及讓同學認識到保護海洋環境的重要。全個特訓班為期五日四夜，

以英文作為溝通語言。 

 
林輝代表香港出戰瑞典手球賽： 
中四林輝於本月跟隨香港男子青年手球代表隊遠征瑞典，與世界各地的強隊爭奪「Partille 

Cup」，期望林同學能替香港爭光，奪杯而回！ 

 

家長涼茶鋪：妙法防子女上網成癮  
上期《清旬》的「校長話」提到除三害。校長語重深長，想家長也必同意，然而電視、電腦之

來勢，既兇且猛。家長認同之餘，可能也有束手無策之慨歎。如你有這份無奈與無力感，可上網址：

http://embhsc.hkedcity.net/chinese/seminar/04/ 

收看「如何防止子女上網成癮」講座，兩位專家黃寶財教授 (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教授) 及曾繁

光醫生 (青山醫院精神科高級醫生)會為你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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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四級學科「第一名」得獎名單：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文 F.1D 梁慧雲 F.2D 文綺彤 F.3C 蔡迎迎 F.4E 黃莉莉 
英文 F.1D 梁慧雲 F.2D 莊綽姿 F.3D 陳素婷 F.4D 曾舒蔚 
數學 F.1D 梁柏康 F.2D 莊綽姿 F.3E 李美玉 F.4D 何鎧棋 

附加數學    F.4D 何鎧棋 
中史 F.1D 曾麗雯 F.2A 朱展鑫 

F.2D 顏兆軒 
F.3D 鄭洭淇 F.4B 冼嘉雯 

中國文學    F.4A 方金平 
電腦與資訊科技 F.1D 張齡傑 F.2D 莊綽姿 F.3D 鄧梓琪 F.4E 林奇賢 

經濟    F.4B 梁善婷 
地理 F.1B 陳香如 F.2D 李雅妍 

F.2D 容朗祺 
F.3D 嚴定匡 F.4B 郭清霞 

世界歷史  F.2D 葉展鵬 F.3D 王裕笙 F.4A 方金平 
會計    F.4B 郭清霞 

綜合科學 F.1A 馮靜儀 F. 2D 吳卓勇   
生物   F.3D 伍家瑩 F.4D 何鎧棋 
化學   F.3D 鄧梓琪 F.4E 盧志誠 
物理   F.3B 李咏珊 F.4D 何鎧棋 

生活教育 F.1D 蘇洛儀 F.2D 陳卓群 F.3D 葉慧雯  
普通話 F.1B 廖碧琪 F.2D 林君文   
視覺藝術 F.1D 陳雅怡 F.2C 余佩琼 F.3C 陳善怡  
設計與科技 F.1D 李詠雅 F.2D 容朗祺 F.3D 嚴定匡  
家政 F.1C 陳麗柔 F.2E 溫碧梅 F.3D 陳素婷  
音樂 F.1B 李儉敏 F.2D 顏嘉樂 F.3A 劉浩德 F.4D 曾舒蔚 
體育 F.1A 鄧靄欣 

F.1E 劉常威 
F.2B 陳燕笑 
F.2D 譚祖文 

F.3E 劉秀玲 
F.3D 黃漢釗 

F.4E 莫韻婷 
F.4C 吳逸彬 

 

全年各級首二十名精英榜 ( Grand Average Top Twenty List )： 
 

名次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六級 

1 馮靜儀 莊綽姿 鄧梓琪 黃莉莉 鍾智維 

2 梁慧雲 周祖兒 陳素婷 何鎧棋 左偉力 

3 曾麗雯 文綺彤 王裕笙 劉奕孜 卓達儀 

4 廖曉彤 李雅妍 嚴定匡 陳曉羚 林清文 

5 陳香如 謝潤宜 葉慧雯 林冠峰 熊志豪 

6 張  婷 潘  昱 曾慧寧 勞異珮 黃昭峯 

7 伍靖雯 陳卓群 伍家瑩 郭清霞 溫詠儀 

8 陳雅怡 林君文 李咏珊 梁善婷 黃欣琪 

9 李詠雅 關瑋昕 朱鴻展 黃麒光 彭武林 

10 歐芷杏 林靜雯 蔡迎迎 盧志誠 陳健菁 

11 張家穎 顏兆軒 郭天健 林倩君 ☺  
12 劉曉恩 楊曼筠 文海媚 吳婉芬 ☺  
13 林博文 容朗祺 陳嘉欣 曾舒蔚 ☺  
14 溫芷欣 黃嘉欣 陳艷誼 傅習軒 ☺  
15 林曉渝 陳偉洛 梁正南 冼嘉雯 ☺  
16 嚴舒婷 王穎欣 黃詠霖 李兆婷 ☺  
17 梁柏康 林鳳珊 何玲玲 何詩穎 ☺  
18 劉常威 顏嘉樂 何嘉曦 張雅萍 ☺  
19 陳曉婷 江淑勤 蔡君雅 麥嘉燕 ☺  
20 張齡傑 葉穎思 伍雅儀 徐智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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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2005 年度得獎同學名單：  
學生會會長盾 

F.6B 左偉力  F.6A 謝妍妍  F.6A 李志彬 
領袖生長盾 

F.6A  黃加秋  F.6B 陳佩宜 
傑出領袖生  

F.3A 陳淑貞       F.3A 劉浩德     F.3B 陳秀芳     F.3B 陳映霖   
F.3C 陳善怡   F.3C 凌芷欣     F.3D 溫家嘉     F.3D 符寶文   
F.3D 葉慧雯   F.3D 朱鴻展     F.4D 林小弼     F.6A 彭武林   

初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F.1-F.3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優良表現獎 
F.1A  馮靜儀  林寶盈  蔡小翠  楊達成 
F.1C  吳瑞嫻  張盈盈  鍾昊然   
F.1D    伍靜雯  廖曉彤  程穎軒  張齡傑  曾煒樂      梁慧雲 
  曾麗雯  何  靜    
F.2B  黃善妮  王穎欣 
F.2C  周廣榮 
F.2D  顏嘉樂  文綺彤  林君文  黃嘉欣  卓芳婷  潘  昱 

李雅妍  陳卓群  梁蔚琦  謝心悅  陳主威      周祖兒 
F.3B  陳雯珊 
F.3C  何玲玲 
F.3D  梁嘉敏  黃裕笙  郭天健  黃尹嬋  伍雅儀      劉燕翹 
  陳素婷  何靜瑜  李樂琳  鄧梓琪  黃詩敏      文海媚 
F.3E  李美玉 
全校最佳表現獎 (The Best Readers of the School) :  
F.1A  馮靜儀  F.1D  伍靜雯  F.1D  廖曉彤  F.2D  陳卓群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F.1D  梁慧雲  F.2D 文綺彤  F.3D 黃詠霖  F.4A  方金平     F.6A 黃加秋 
全年最卓越學生 – F.3D 黃詠霖 
班際清潔比賽： 

冠軍 –  F.2B  亞軍 –  F.3A  季軍  –  F.1B  
高級組辯論比賽： 

冠軍 –  F.6B  
最佳辯論員 –  F.6B 左偉力 
朋輩調解計劃服務獎： 
F.4A 陳斯瑋  F.4A 方金平  F.4B 周小為  F.4B 冼嘉雯      F.4B 郭清霞 
F.4B 王愛弟  F.4E 黃諺姿  F.4E  魏麗香     F.6A 陳芷君   F.6A 林穎資
F.6A 謝妍妍  F.6B 黃欣琪     F.6B 李陽滋  F.6B 李曉蔚   F.6B 曾志強 
聖約翰救傷見習隊： 

聖約翰救傷見習隊護士見習支隊周年個人急救挑戰盃冠軍 –  F.6B 李曉蔚 
優秀服務獎 –  F.4B 劉寶瑩   F.3A 張曼琦   F.3C 陸浩軒   F.3E 鄧卓謙   F.3E 董加皓
中一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 – F.1D  亞軍 – F.1B  季軍 – F.1C 
中二級科學科水火箭比賽： 

冠軍 – F.2B 曾舒薏、朱麗華、梁家瑜、張  彤 
亞軍 – F.2B 張寶萃、幸圓歡、黃詠怡、王佩瑩 
季軍 – F.2B 曹凱羚、黃卓姿、黃善妮、王蘊兒 
初賽最佳時間隊伍 – F.2A 何斌杰、黃子樂、李晉逸、黎曉倫 
最佳活動及服務獎 
F.6B 左偉力 
最佳社盾 

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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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淚水兩行到笑容滿臉：  
One Year After – from tears to smiles 
去年七月，中一同學收到通知，要派到王少清中學就讀，大部份人歡欣雀躍。但是，感到失望

沮喪的也不少；因為有些同學第一志願是心儀已久的英中，成績比自己差的都派上了，自己卻要派

中中，滋味很不好受，父母也覺得不夠光彩。今年七月，這批在王少清中學讀完了一年的同學，感

受又如何呢？且看他們的心聲： 

 
派發派位通知書的那天，我的心情十分緊張，啊！是第三志願的王少清，我頓時覺得

失望透了，因為很多名次比我後的同學也被派到了第一志願的英文中學，為甚麼只有我派

不到？我覺得十分的不公平，真的很想大哭一場。 

眨眼間，我已經在王少清就讀了接近一年，我開始從失望變為充滿希望，從充滿希望

變為快快樂樂。我和班上大部分同學都相處得十分融洽，我十分享受這一年和同學們相處

的日子。此外，學校提供了很多機會讓我們參加各種不同的課外活動，幫助我們發掘潛能，

盡展所長；又為我們編排了很多參觀活動，增廣我們的見聞。現在我眼中的王少清已經完

全改變了：從前我覺得這間是一間中文中學，所以認定它一定不太好，現在我卻覺得王少

清比英文中學還要好！                                                    歐芷杏 

 

一個學年過去了，回想當日我剛收到中一派位結果時與現在相比，我對王少清的感覺

有了很大的轉變。那時候，我因為派不到第一志願的中學，我還在班上哭了起來。可是，

當我來到這裡時，才發現王少清的同學和老師都十分友善和平易近人。現在，每當回想起

當時的心情，我也不禁笑了出來，甚至很難想像為什麼當時我會對王少清產生這樣的想法。

現在，我還對中一的生涯感到依依不捨呢！                                  王曉怡 

 

當我小六選中學的時候，我選了可風中學作為第一選擇。當時我認為我一定能夠升讀

可風。但當我知道我要成為王少清的一份子，我先是失望，然後是開心。失望，是因為我

的成績不俗，為何要入讀一間中文中學？開心，是因為現在我真正感受到王少清的好處⋯⋯

學校供給我們很多的設施，有一個很大的新圖書館、美麗的花草樹木等。學校亦舉辦很多

的活動，例如話劇比賽、籃球比賽、文史周⋯⋯學校的師生亦十分好善。總括來說，王少

清是一間十分好的學校。                                                   楊思程 

 

起初知道被派入王少清，我的心情真的很差，因為說到底，我的成績也蠻不錯，進不

了一所英文學校，令我不禁有些失落的感覺。所以在學期的起頭，我也是一副懶洋洋的樣

子，功課能交出去就算了，用不用心去做就看我對該科的興趣。但過了不久，我的價值觀

開始改變了，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做報告時變得很專注，還記得做地理科報告時，只因為

希望找到更多的資料，我跟我的同學差點在東涌迷路了；英文的午間藝墟表演，使我一直

難忘，由找劇本，設計面具，背對白，排戲等等，都係我們一手包辦，我們的表現很好，

只因努力付出。此外，王少清的教師亦十分專業，教學方法各有不同，但他們的共通點都

是當所有的學生是朋友。所有所有的事，都讓我不知不覺對王少清有了歸屬感．現在的我

會對舊同學說：王少清真是一所好學校！                                     伍凱媚 

 

在小六選校時，我最希望能入讀可風中學，因為它是第一組別的學校，而且我的姐姐

是可風中學的學生，因此我也受到姐姐的影響，對於入可風中學的決心，我可以說是比任

何人都要大。在選校時，我無論自行選校和統一派位，都選可風中學，但結果我只被派到

王少清，我即時在同學們眾目睽睽之下哭了。 

到了開學日，我滿臉哀愁地回校，不過我發揮善於溝通的性格，很快己認識了很多同

學。而且因為我很喜歡音樂，所有參加了許多音樂方面的活動。更值得高興的是原本我的

英文水平並不是很高，但自從入讀了王少清後，我的英文水平不跌反升。過了一年後，我

越來越喜歡王少清。                                                       李儉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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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小六派位的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何傳耀，但是最終派位證上的學校名稱不是

荃灣公立何傳耀中學，而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一時之間，腦子裡一片空白。我見到很

多同學因為派了第一志願的學校而歡呼，而我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我在王少清的中一生涯就在九月一日正式開始。第一次見到我的班主任、英文科、數

學科和地理科老師⋯⋯她們都十分循循善誘；然後認識到我第一、第二、第三個朋友⋯⋯

我們由互不相識變成熟絡起來。此外，王少清的校長、老師給了我們很多學習的機會，例

如很多參觀的活動、午間閱讀、午間音樂會等。這些活動能讓我們學到很多很多書本上學

不到的知識。學校的課外活動也能夠培養我們五育──德智體群美，令我的中一生活添上

了很多色彩，更令我慢慢愛上王少清。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很快就會有一班好像我之前

一樣的師弟妹來就讀王少清。我希望我能夠像曾經幫助我、引導我的師兄師姐般，幫助和

引導將來的師弟妹，令他們愛到王少清上學。我的中一生涯過得十分快樂而且難忘，希望

將來的師弟妹也會！                                                      袁紫楓 

 

開學時，我並不太喜歡王少清，主要原因是它是一所中文中學，而不是英文中學，令

我感到有點不開心。但是，當我在這間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後，我就發現到它的不少好處：

學校經常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英文週，藉以增強我們的語文能力，令我大感意外。而且

每一位老師都很耐心地教導我們，我十分感謝她們呢。                         冼瑞宜 

 

起初，我並不喜歡王少清，因為它是一間中文中學，而且並不是的我第一志願。當時

我很傷心，而且覺得就算那裏的學生個個都是品學兼優又如何，它畢竟是一間中中，成績

一定不及英中那麼好。而且，人人都說王少清的校規很嚴格，動不動就會扣分。那時候，

我覺得王少清簡直像人間地獄一樣，單是聽也覺得恐怖了，何況要我在那裏讀書。但是，

當我慢慢開始認識學校，就改變了我的看法，而且我亦在不知不覺間喜歡了它。此外，學

校舉辦了很多課外活動，令我比以前好動了很多。例如「一人一運動」，不但可以令我們發

揮自己的潛能，還可以令較文靜和內向的同學變得更積極好動。                嚴嘉烜 

 

雖然我選校的第一志願是王少清，但因有傳王少清可能未必是一間好學校，而且又是

中中，所以當時我對王少清並未抱有很大的信心。初到學校，我只認識幾個同學，而且中

學的課程又比小學深，我很怕自己不能適應和應付。但在一年裡，我不斷參加不同的活動，

現在，我變得主動了，朋友也多了，心情開朗很多。而且我發現每天專心上課，即日重溫，

有不明白的就請教同學或老師，這樣要學懂知識，並不困難，有時我還覺得學習是一種樂

趣呢。今天我很熱愛學校，因為我的校園生活實在是非常多采多姿。              張婷 
 

When I knew that I was allocated to Wong Siu Ching, I was very very unhappy because this is not an EMI 
school. After studying in WSCSS, I think it is not as bad as my parents said. It is good (including English). 
The English teachers in this school have done a lot of things to improve our English. I have learnt 
hundreds of new words. Sometimes, I use English to chat with my primary school friends who are in EMI  

schools. Some vocabulary that they don’t know, but I know.                    By Fong Tsz Chuen 
 

WSCSS has done many things to let us learn more English. We have mentors who talk in English to u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e English Lunchtime Reading Scheme, Lunchtime Show, AE lessons and so on to 

improve our English. I do not regret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By Chiu Tsz Wai 
 
One year ago, when I heard that I had to study in WSCSS, I was quite disappointed. My classmates were 
going to EMI schools. Then I found all the things in WSCSS different from my thought. The teachers are 
very nice and there is a beautiful garden. The principal puts a lot of stress on English. He gives us lots of 
chances to speak English. I don’t think WSCSS is worse than any other EMI schools! This school is very 

strict, but I think it is a very good school.                                    By Tsang Lai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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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first came to WSCSS, I was so upset. However, after a few months, I knew my school 
was doing many things to help us improve our English. Each week, we have to do free writing, 
newscut and newsfile. We have many chances to speak in English. Our teachers are very nice and 
the lessons are enjoyable. This is a hard year but I have learnt so many things. By Lee Chui Wah 
 
I was a little bit sad because WSCSS was my third choice. After studying in WSCSS for a year, I have 
changed my mind. There are lots of English activities in this school, for example, Folk Song competition, 
ERS, Lunch Time Show, etc. I have learnt a lot of useful things. I think WSCSS is a good place to learn 

English.                                                                  By Lo Yat Him 
 
Last year, when I knew I was sent to WSCSS, I was extremely disappointed. However, I find that my 
school provide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us to learn English. We have a lot of homework especially 
English homework. The teachers are very friendly and professional. Most of my classmates care about 

their studies and school results.                                           By Leung Wai Wan 

 
When I heard I was allocated to WSCSS, I was unhappy because I could not study in the school I wanted. 
Later, I felt better because my mother said WSCSS was also a Band One school. The English lessons are 
better than I expected. The teachers in this school are kind and helpful. It is nearly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I think I will miss the teachers and the classmates I meet this year.               By Wong Pik Yi  

 
When I heard I was allocated to WSCSS, I felt hopeless and helpless. I thought I would die. After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I find the teachers are kind to us and they inspire me a lot. I can learn many things from 
them.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 think learning is fun! I think WSCSS is an amazing place for 

me to learn!                                                           By Ip Ching Kwan 
 

A year ago, I cried for a few days when I knew I was allocated to WSCSS. It was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able to get into an EMI school. However, I think I am lucky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although it is very hard 

this year.                                                              By Lam Tung Yan 
 

After one year in WSCSS,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and I like this school very much.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teachers here. English is my favourite subject. I have learnt a lot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in the 
lessons. I try to use them to make sentences in my free writing. I think it i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my 
English. I have a happy F.1 school life and I hope that all our classmates can get into the same class next 

year.                                                                  By Leung Sze Yan 
 
At first, I didn’t want to study here because it was not my favourite school. After studying here for one 
year, I think it is good because the teachers are kind, friendly, and they make me learn a lot. I think this 
school is very special. Our principal, Mr. Lee, concerns about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very much. It think it 
can help me do everything better when I grow up. I love my secondary school now – Wong Siu Ching is 

the best!                                                              By Chan Hei Long 
 

When I learnt that I was allocated to WSCSS, I was at bit sad because my friend was going to an EMI 
school. After a year, I find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kind. During lunchtime, on the way to the restaurant, I 
always see the teachers talking happily to the students. They are like old friends. Also, our principal, Mr 

Lee, always organizes activities for us. We are happy to join them.                 By Yeung Sze 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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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I am lucky to study in Wong Siu Ching Secondary School. I think it is the best school.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my classmates said WSC is a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 When I came here, I have 

found that the English standard in WSC is better than other schools.               By Yau Chun Wah 

 
When I first came to this school, I felt unhappy because it was not my favourite school. Now I have 
studied in Wong Siu Ching for one year and I enjoy the lessons very much. I have read a lot of books. 

Now, I am reading more difficult books.                                    By Law Chun Shing 
 

Wong Siu Ching Secondary School is a good school and I like it very much. It gives us many chances and 
I have become more confident through the activities, for example, Music Day, Drama Day, Sports Day, etc. 
I hope I can study here from Form One to Seven. I hope every student in WSC treasures these chances. 
                                                                       By Wong Siu Lai 
 
One year ago, I heard I was allocated to WSCSS. I was so sad. The sadness is beyond description! It is 
because it is not an EMI school. It is a CMI school. However, after one year, I feel very different. I find 
the teachers’ English very good and they teach us very patiently. I hope I can study until Form 7 in this 

school.                                                                   By Ng Sze Wai 
 
When I knew I was allocated to WSCSS, I was really sad because most of my friends were allocated to 
EMI schools. After a year, I have adapted to the busy life. I never feel bored in my English and I.S. lessons. 
I think life in WSCSS is interesting.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econd year in this school.                          

By Lui Kwan Ho 
 

Harry Potter Vol.VI 取書通知： 
  於學校取書的同學：請於7月20日，辦公時間內親身到學校校務處取書，須出示學生證； 

 到紫羅蘭書局取書的同學：請於7月18日之後到美孚分店取書，並須出示學生證，分店電話 

是3571-9335，聯絡人為黃先生。 

 

2004-2005 圖書館龍虎榜：  
全年借書次數最多的21位同學： 
王玲玲  (1B)             264 
陳浩清  (1B)             181 
葉睿怡  (2C)             176 
勞異珮  (4E)             148 
黃詠詩  (1B)             135 
關煒欣  (1B)             119 
翁麗娟  (3B)             118 
何  源  (1A)             112 
歐芷杏  (1B)             112 
葉子君  (1D)             108 
陳雯杏  (2C)             106 
溫麗玲  (2E)             105 
王曉怡  (1B)             100 
蘇洛儀  (1D)              97 
伍靖雯  (1D)              96 
李嘉利  (4A)              94 
曹惠嫻  (2C)              91 
曾舒薏  (2B)              91 
朱麗華  (2B)              90 
李美玉  (3E)              90 
梁琬琛  (2D)              90  

全年最受歡迎20本圖書： 
Q版特工複製殺手/ 梁科慶.                       27 
在地獄裏等待天堂 / 周淑屏著.                    26 
再見黎明 / 阮海棠.                              24 
偶像插班生 / 馬翠蘿.                            23 
Q版特工之奪命潛航 /梁科慶著.                   23 
迷星花園 /  陳守賢著.                           22 
Q版特工百慕達三角 / 梁科慶.                    22 
HKCEE :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B) 2004 (bk)      21 
超凡學生 / 袁兆昌著.                            21 
貓之報恩…. / 宮崎駿企劃.                        21 
貓之報恩…. / 宮崎駿企劃.                        21 
HKCEE: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B) 2004(CD)      20 
Q版特工複製殺手 / 梁科慶.                      20 
Q版特工之北韓危機 /  梁科慶著.                 20 
五月的第一天 / 黃虹堅著.                        20 
Q版特工從陰間來的 E-mail /梁科慶                20 
赤裸天使 /周淑屏著.                             20 
這個男孩不太冷 / 馬翠蘿.                        20 
貓之報恩…. / 宮崎駿企劃.                        20 
森林中的甜蜜寓言 / 陳柏欽.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