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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秘方」威力震四海  
今天早上，香港大學醫學院舉行隆重頒獎典禮，醫學院院長來函，邀請本人往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觀禮，因為本校畢業生余黃莉學業成績名列前茅，獲得 Janet 

Kilborn Prize獎項。邀請原中學校長分享校友的喜悅，既鼓勵出色的學生，也表揚學

生的母校，實在是一件美事。 

余黃莉校友於 2002 年以高考 3A2B 佳績考入港大醫學院，現在修讀第三年課

程。當年在母校，余校友的成功「秘方」是「上課留心、即日重溫」，結果年年考第

一，會考科科 A。置身精英林立的港大醫學院，余校友仍能力壓群雄奪獎，令母校

老師感到無比安慰。 

余黃莉校友在校時是聖約翰護士隊隊長，畢業後數年來，仍不時回母校協助培

訓新隊員。最近，本校聖約翰護士隊參加九龍及新界區周年大賽，榮獲冠軍，又獲

總會委以重任，代表九龍及新界地域挑戰港島精英隊，余校友應記一功；而她本人

參與聖約翰救傷隊的訓練及服務多年，通過嚴格審核，最近獲升為長官，可喜可賀。 

有校友如黃莉，夫復何求。 
後記：本港德瑞國際學校華裔學生潘家怡，參加英國的國際中學會考，數學科全球考第一。潘同學的「秘方」

是“It’s important to listen closely in class and study on a regular basis, never leaving things to the last minute.” (SCMP,17 

Oct 2005)這跟余黃莉的「秘方」如出一轍，也都是公開了的秘密。 
★★★★★★★★★★★★★★★★★★★★★★★★★★★★★★★★★★★★★★★★★★★★★★★★★★★★★★★★★★★★★★★★★ 

這個星期天   無線電視見  
教育統籌局委託香港電台電視部拍攝本港中小學的教學新猷，稱為「教學新文化」，一

連八輯（每輯約五分鐘）在無線翡翠台播放。本校是其中一輯的主角。 

最近兩個月，香港電台電視部攝製隊多次來我校拍攝英文科教與學的實況，既訪問老

師、同學，也隨我師生遠赴太平山頂追蹤「英語師徒制」（ELMS-English Language Mentoring 

Scheme） 活動情形。 

這一輯「王少清中學英語教學特輯」側重點是「學友互幫齊進步」，不容錯過。播出時 

間是：12月4日（星期日）中午12時50分（緊接「城市論壇」），無線電視翡翠台。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05.11.30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

88



 
 

 

《清旬》第八十八期                          第二頁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卅日 

畢業典禮獲好評   同學表現獲讚賞  
本校 2004─2005 年度畢業典禮於十一月二十六日 ( 星期六 ) 上午在學校禮堂舉行。

出席的嘉賓有教統局荃灣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莫志鴻先生、荃灣區議會議員陳金霖先生、

友校校長以及歷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家長、校友和師生等數百人。 

這是我校二十六年來首次以全英語進行的畢業典禮。典禮司儀是7B 陳佩芬、5B 郭清

霞、4E 陳素婷，代表畢業生致詞的是6B 黃騰騰和6A 余翠敏，她們都曾是灣仔扶輪社獎

學金獲得者。 

儀式之後，中四學生表演了著名英語戲劇《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選段，獲得

中外觀眾的高度評價。另外，合唱團演出了著名英文音樂劇《West Side Story》，高水平的演

繹獲得知音者擊節讚賞！ 

主禮嘉賓、灣仔扶輪社社長Mr. Christian Chasset 是法國人，任香港一所著名的語言學

校的校長。Mr. Chasset 連續四年來我校挑選獎學金申請人，這次又在百忙中蒞校頒獎授憑，

對本校更為熟悉。Mr. Chasset 讚賞本校同學組織能力強，英語水平不斷提升，並表示將繼

續向我校同學提供獎學金赴英國進修。 

本校校監鄧耀雄律師當年肄業於以音樂著名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曾經是合唱團成員的

他，看過了本校同學的演出後驚嘆：「我早知道演出會精彩，但好到這樣高的水平，真是喜

出望外」。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校監洪希得先生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任英文報章編輯，

女兒正在頂尖名女校肄業，他看過本校同學演出的英語話劇後，大讚英語咬音準確純正，

英語水平毫不遜色於第一流英中的第一流學生。曾在加拿大Guelph University任教的扶輪社

副會長李崇正博士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 

黃碧君校友任凱悅酒店集團營業拓展主管多年，日常工作用語是英文，看見母校同學

這樣高水準的音樂和英語表演，表示「母校進步驚人，令我十分開心」。 

闊別兩年的榮休外籍英語教師高麗莎女士（Mrs Cottone）對音樂和英國文學素有研究，

這次特別回來參加我校的畢業典禮，格外感到興奮。她盛讚老師和同學的努力和天份，並

對李校長說：「You must be very proud of them.」李校長答道：「I am. Very.」 

李校長滿有感慨，他表示：畢業典禮首次以英語進行，由學生擔綱，是一次歷史性的

突破。在很多人眼中，王少清中學校只不過是一所位處荃灣的橫街窄巷的中文中學，不知

道這裡有一群可教可愛充滿潛力的孩子，英語也可以學得很好。 

我校這次以一流英中的基準和遊戲規則展示水平，表現優良。這絕不是綵排的結果；

這是一場「教學成果展覽會」。沒有多年以來師生的努力和積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品展現

在嘉賓之前。從校工到校長，從家長到學生，大家都付出過努力，為了一個見證：我們也

行。 

這一個上午，學生對自己和對母校都增加了信心，老師也對同學的潛質和才華有了更

深刻的認識。這個影響是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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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朗誦比賽捷報：八冠、五亞、十一季！  
 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比賽現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本校在比賽中段已取得了佳績，包括

「八冠、五亞、十一季」，成績驕人，實在是可喜可賀！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獎項  參賽同學 評語  指導老師

粵語朗誦：六冠、三亞、八季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1B林芷晴 聲音清亮可喜，語調感情豐富，節奏
快慢得宜，頗具大將之風。  張佩恩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1B黃婉婷 聲調頗好，首段帶點感情可取 張佩恩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1B嚴正開 聲調鏗鏘  張佩恩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2B林曉渝 七情上面，生動傳神，語調多變化，
是箇中之表表者。  程兆麒  

中四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4A鄭美詩 聲調好，面容有表現，語氣有輕重。 潘建源  

中五級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5A李嘉利 調子清亮，動作表情配合，投入感強，
聲情並茂。 張佩貞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1B伍詠欣 聲調頗響亮，語氣有輕有重。 張佩恩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2D張盈盈 聲音響亮感人，語調多變化，為不可
多得之朗誦全能者。  黃麗萍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2B陳娉婷 音色甜美，儀態感人，聲調多變化，
乃上佳之選！  程兆麒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B 譚可兒聲調頗好 張佩恩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E 潘  君 感情洋溢，感染力強，語調有變化，節
奏處理得宜。 謝穗芬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2B黃碧怡 情真意切，聲韻鏗鏘，神完氣足，流
暢動人。  程兆麒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2B張嘉珆 音色嘹亮，情態自然悅目，甚具感染
力。  程兆麒  

中二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2D何  靜 語氣真摰自然，生動感人，眼神與動
作配合得宜。  黃玉瑜  

中三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3E溫碧梅 全情投入，聲音清朗悅耳，極具感染
力。  朱啟章  

中五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5B何卓倫 語音清亮，投入感強，表達有力，詩詞
感情流露甚足。 張佩恩  

中三、四級粵語  
散文集誦季軍  4D 隊伍整齊有表現，開聲雄壯。  張佩恩  

普通話朗誦：一冠  
中三、四級普通話  
散文獨誦冠軍  3B文綺彤 聲韻優美動聽，字正腔圓。語氣自然

生動，清晰感人。整體感覺很好。  蔡潔瑩  

英文朗誦：一冠、兩亞、三季  

中二級英詩獨誦亞軍  2D梁凱淋
Good emphasis on howling. Good 
sense of softness and depth. Nice 
relaxed pace, good climax. 

谷嶺昭  

中二級英詩獨誦亞軍  2B林曉渝 Good clear voice. Good variation of 
tone and emphasis. Nice performance. 陳敏華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B廖曉彤 Sensitive speaking. You made a good 
effort to suspend the thoughts. 李佩雯  

中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2B陳娉婷 Good variation of tone in each verse. 
Very good last line. 陳敏華  

中五級英詩獨誦季軍  5D曾舒蔚 Clear diction, good variation of tone 
and emphasis- watching said well. Mr.Healey

中一級和聲英詩集誦冠軍  40位 
F1 同學

Effective! (註：此項目為全港高水平
比賽，本校擊敗多間著名英中奪

冠！) 
莫少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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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測驗全級首二十名精英榜： 

First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名次 中 一 級  中 二 級  中 三 級  中 四 級  中 六 級 

1 朱鴻城 梁慧雲 莊綽姿 嚴定匡 姚俊勤 

2 梁浩強 曾麗雯 謝潤宜 鄧梓琪 葉德莉 

3 林宏達 盧逸謙 林君文 區穎思 李曉民 

4 吳思雅 馮靜儀 周祖兒 陳素婷 陳  濠 

5 黃敏宜 嚴舒婷 梁蔚琦 伍家瑩 羅珮明 

6 李建鴻 李翠華 李雅妍 鍾敏婷 冼煦茵 

7 鄭博文 廖曉彤 潘  昱 郭天健 彭耀麟 

8 袁嘉彩 梁智皓 陳卓群 溫家嘉 葉慧英 

9 何書維 伍靖雯 卓芳婷 鄭洭淇 鍾美儀 

10 周智弘 呂均浩 林靜雯 朱鴻展 許俊翹 

11 何麗珠 廖碧琪 顏兆軒 葉慧雯 ☺  

12 陳  品 劉曉恩 王穎欣 馬綺均 ☺  

13 區樂生 張齡傑 容朗祺 文海媚 ☺  

14 李銘揚 劉常威 關瑋昕 曾慧寧 ☺  

15 陳蕙瑜 朱穗欣 楊曼筠 梁嘉敏 ☺  

16 周彥穎 鍾浩雯 葉穎思 李慧琪 ☺  

17 周穎嫻 尹偉良 文綺彤 何嘉曦 ☺  

18 莊凱殷 張家穎 李嘉敏 陳艷誼 ☺  

19 陳瑋浩 張  婷 陳偉洛 陳嘉欣 ☺  

20 蔡美婷 張嘉珆 朱麗華 何玲玲 ☺  
 

發掘潛能、回饋社會：中三全級參加義工服務 
 本校生活教育科及輔導組每年都與荃灣青年空間合辦「中三級義工服務活動」，旨在讓

同學發掘潛能，回饋社會，所有中三同學必須參加。 

 中三全級同學需於12月7日(星期三)，中午12時45分到禮堂出席義工服務簡介會，

屆時將進行分組，請各位中三同學留意，切勿遲到。 

 

English Society — Good news to all of you! 
*Stamps Reward Scheme has started! 

Whenever you join any of our activities, you’ll get one stamp. If you are awarded prizes, 

you’ll get three stamps. The one who gets the most stamps at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will be 

awarded a big “English Champion” Prize! So don’t hesitate, join our activities! 
 

*Coming Event—Songs Dedication! 
Date: 19thDec,05        Time: 12.30 p.m.        Venue: Covered Playground 

The dedication sheets will be given to each class on 9/12. You can dedicate songs to your 

teachers or classmates by selecting the songs we provide or bring your own CD/DVD. You can 

also sing the songs by yourself! We’ll help you read out what you want to say. Hope all of you 

will enjoy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