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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王少清可以轉為英中嗎？  
最近，政府終於發表了中學教學語言的政策文件，維持中中、英中二分。中中可於２００

８年入紙申請轉爲英中，審查後如獲通過，可在２０１０年從中一級起逐年變爲全英語教學。

這個進度，比原先計劃推遲了兩年。 

中中申請轉英，必須滿足三大條件。第一條件是有８５﹪的學生適合英語教學（當局認為，

全港４０﹪的學生有能力以英語學習）。本校近五年的中一新生差不多全屬第一組別，符合首

項條件當無疑問。雖然當局只會以０８年和０９年的中一新生作為計算依據，但我們相信，屆

時本校的新生亦會達到要求。 

第二大條件是教師英文要達標。我們不少老師會考英文已獲Ｃ級或高考英文獲Ｄ級，部分

老師參加同等學歷的考核亦順利通過。他們以英語授課的經驗豐富，辭可達意，對學習英語無

負面影響，符合條件不成問題。 

第三大條件是學校有足夠的措施配合英語爲教學語言。本校的英語閱讀計劃，英語自由寫

計劃，英語師徒制計劃，英語午間藝墟以及英語早會等措施，已多次獲政府及傳媒推介報導。

這項條件，本校不單達標，更可以說是超標了。 

其實，本校目前的教學運作，以產出環節而言，從實質到成效，與一般英中相差並不太遠。

只要師生繼續努力以赴，全面轉英只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本校已具備轉英條件，大多數教師、家長和同學都主張轉。本校將積極考慮申請轉為英中，

但因為現在離正式申請轉英還有兩年多，正式落實轉英則在五年之後，本校辦學團體將繼續審

時度勢，聆聽各持分者的意見，以作出最符合學生利益的決定。  
 

 

《明報》報導我校英語活動：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的學生，透過午膳時間的閱讀計劃和「英語師徒制」來互動學習，

互相增長。校方特意把午膳時間延長至1小時25分鐘，並在期間推行多項活動如Lunch Time 

Show、辯論、歌唱比賽、Lunch Time Reading Programme 等。該校的「英語師徒制」爲他們

提供練習英語會話的機會。「英語師徒制」是由兩名分別中二及中三的學生充當小師父，帶

領一名中一小徒弟組成小組，定期見面以英語交談聊天。有學生表示，他們從「英語師徒

制」中學會不少英文生字；亦有些學生覺得可和不同年級、不同班別的學生相處，有助擴

大朋友圈子。                                            2005年11月29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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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 
本校將於聖誕假期前舉行兩項大型活動，包括「班際聖誕聯歡日」及「音樂比賽」。而

在假期之後，則會舉行上學期考試，各同學在歡渡佳節之餘，亦千萬別忘記溫習啊！ 

21/12(星期三) 班際聖誕聯歡日(Class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聯歡會在課室進行至中午12：

00 結束，下午無課。 

2. 拍攝班相：時間由 8：30 開始至 12：05 結束。請各班按通告之指定時間到禮

堂集合（帶備校褸，結好領帶）。 

22/12(星期四) 音樂比賽(Music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比賽約在下午 3：40 完畢。

23/12(星期五)至

2/1(星期一) 

聖誕及新年假期。1月3日(星期二)復課。 

3/1(星期二)至

12/1(星期四) 

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已經派發，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勤加溫習。

 注意事項： 
1. 同學應詳閱考試時間表及按時回校應考；無考試則不用回校。 

2. 同學必須在每天８：１０前回校；遲到者，必須先到校務處登記。 

3. 考試期間，凡遇天氣惡劣，同學應留意電台廣播；除非當局或校方有特別通告，

所有考試均按原定之日期及地點舉行。受天氣影響未能如期舉行之考試；校方

將另行通知日期及地點。 

4. 因病缺席考試的同學，須出示醫生證明；因事缺席考試，必須要有充分理由，

校方始考慮予以補考；補考日由校方安排，得分按規定調整。無故缺席者，不

安排補考。 

 中七同學考試期間照常上課（8：10 回校） 
 

Wong Siu Ching Revisited : A Letter from Mrs. Cottone 

重訪王少清：外籍英語老師高麗莎女士來函  
Mrs. Elizabeth Cottone served as a NET teacher in our school from 2000 to 2004. She is 

now teaching at Ng Wah Secondary School in Kowloon. After attending our Annual Speech Day 

in late November, Mrs. Cottone wrote this letter to our Principal, Mr. Lee. 

榮休外籍老師高麗莎女士，闊別本校兩年後回來參加我們的畢業典禮，感受良多，請

看她寫給李校長的信： 

Dear Mr. Lee 
I'd like to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to your celebration - and what a celebration it 
was.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all you have done.  The school as a whole is incredibly impressive, from 
the new courtyard to the hanging gardens (that I liken to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The facilities in 
the staff room are the stuff dreams are made of in Hong Kong! 
The performances were incredible, especially the excerpts from West Side Story.  I thoroughly enjoyed that 
being from my musical background.  The play was also a top effort and of course up to your (usual) 
amazingly high standard. 
So the cogs have now turned, and your school is now running smoothly into top gear.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appears amazingly high, so your vision has paid off handsomel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the chance to be witness to the school's coming-of-age. I feel moved to write yet 
another poem about your school, but time constrains me at the moment. It will come though! 
Take care 
Eliz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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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奇同學上電視教你保護熱帶雨林：  
2005 年 7 月，經過全港選拔，我有幸獲選為香港代表，參加了由「亞太廣播聯

盟」所舉辦的國際教育計劃─熱帶雨林之旅，遠赴馬來西亞的沙巴等地，進行十二天

的體驗。期間，在導師帶領下，我們和來自多個國家的代表，走入幽暗的熱帶雨林，

認識稀有生物品種，瞭解當地的生態系統，帶給我畢生難忘的體驗。其中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探訪當地獨有的生物品種─紅毛猩猩。我們更夜闖「神山」，增加對熱帶

雨林的認識。 

經過此行，令我更明白到環保的重要性。環保並非一朝一夕的功夫，要具成效便

需要大家幫忙。我們這次環保之旅，已由無線電視拍成特輯，將於十二月九日及十二

月十六日晚上十一時至十一時三十分在翡翠台播映，請多多指教。      5E 吳家奇

 

參加「美好校園生活」攝影比賽，留住最難忘的一刻： 
攝影學會及美術學會合辦「美好校園生活」攝影比賽，目的是透過拍攝「美好校園生

活」，鼓勵同學多留意及關心自己學校的情況，如歌唱比賽、聖誕聯歡、「空中花園」等，

比賽的獎品豐富，歡迎全校同學參加。比賽的詳情如下： 

題材 

可隨意選擇拍攝的對象和景象，須以「美好校園生活」為主題。 

組別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同學、高中組：中四至中七同學 

參賽方法及截止日期 

1. 向黃偉文老師索取表格，填妥後連同參賽相片繳交。 

2. 參賽截止日期：2006年3月31日或之前交回黃偉文老師或高永權老師。 

3. 由校長及老師組成評判團。評選工作將於明年4月初進行。比賽結果將於4月尾公佈。 

參賽規則 

1. 每位參賽者最多只可提供三幀4R或5R照片。 

2. 如有查詢，可找黃偉文老師或高永權老師。 

 

國內書法名家來校指導： 
 中文科邀請享譽國內書法篆刻家吳鴻清教授於 12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10 分至 4

時30分，蒞臨本校，向中四及中六兩級同學，作書法講座及即席示範，敬希垂注。 

 

中三「一人一義工」繳費詳情： 
 本校安排中三全級參加「一人一義工」活動，同學需於12月12日(星期一)將行政費$100 

(包括五次講座、一次簡介會、二十組義工小組) 交班會財政，之後再轉交生活教育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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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牛津狀元培育之路：  
本校輔導組於 11 月 26 日邀得有「劍橋、牛津狀元之母」稱號的李微微老師及丈夫陳

先生到校為中一級家長舉行「成龍成鳳──子女成長青雲路」講座。為數約兩小時的講座，

陳姓氏夫婦與家長分享了多年來培育三名子女成材的心得： 

(1) 父母是核心：陳氏夫婦倆不會在子女面前爭議，亦不會在家中討論管教兒女的準

則，免孩子在未窺全豹的情況下對父母產生誤會。他們認為今天的父母多縱容孩子，若不

想孩子太自我，夫婦就要成為家庭的核心，太太先以丈夫為重，而非有子萬事足；同時丈

夫亦要尊重太太。 

(2) 分層負責制：由丈夫管太太的事、太太教長子、長子教次子、次子教細女，一層層

向上負責，且是全部事皆要負責，由此培養子女成熟的人格，令子女體會世情、有同理心。

陳氏夫婦由長子懂事開始，已委任他照顧次子。故長子遇到課業上的問題或不懂得教弟弟

時，從不越級問爸爸，他會先問媽媽，搞懂了，才去教弟弟；這樣，他自己也就重溫了一

遍。今天有很多子女不懂得尊重母親，認為媽媽什麼也不懂，用了這個策略之後，就能建

立母親的權威。 

(3) 獎賞有度：透過獎賞，令孩子有學習動機。陳先生認為一個人要是能超越基本責任，

理應獲獎。此外，陳太認為讚賞也是最有效用的，所以她會針對每件好事，當著眾人面前

稱讚，但同一件事，只會說一次。 

(4) 累積讀書法：陳氏夫婦的三名子女對任何課文都會由頭到尾背熟，方法是多溫習，

透過眼看、唸誦、耳聽來把課堂所學弄通，並堅持：(一)每日完成學校課業上的基本要求。

(二)每周六及周日早上，將該周各科的每一課文讀三遍，連音樂的歌曲也要唱三次，數學讀

例題，深化解題過程。(三)每周把由開學開始教授的課文，溫習一次。當愈接近學期末，溫

習的時間會愈長，但由早上 6時開始至早上 11時必定結束，之後孩子可以決定到哪裡玩、

玩什麼！此外，陳氏夫婦亦經常提醒子女：「書係為自己而讀，而不是為父母而讀！」 

    除了以上的教兒策略之外，本校亦獲授權刊登李老師有關教養子女的文章，敬請各位

家長留意。而為了更有效運用學校的資源，以迎合家長的需要，本校輔導組特別邀請所有

中一的家長填寫以下的回條，亦歡迎其他各級的家長給予意見。 

-------------------------------------------------------------------------------------------------------------------------- 

回  條 

(請中一各班女班長收齊回條並於12月14日前交蔡潔瑩老師，亦歡迎其他各級的家長將回條交蔡潔瑩老師)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班    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人希望貴校能舉辦有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題的活動； 

(2) 本人希望上述活動以 *講座 / 工作坊 / 連續性小組聚會 的形式進行； 

(3) 本人 *需要 / 不需要 直接聯絡輔導主任或社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