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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w this Year?

Tireless teachers on the English Panel en-
sure there’s something NEW every year! 
Here’s what we got up to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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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his Year! 
Hong Kong Goes to 
Singapore!
Inspired by a visit to WSC last year 
by a Secondary School from Singapore, 
this year Mr Knill, Miss Lee and Mrs 
Law took the Lion City by storm! A 
group of 28 F.1 and F.2 students went 
to Singapore on an ‘all-in-English’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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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gby Club
A� er the recent success of the POCA WSC girls’ rugby team, the PE 
Panel together wit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decided to open up this 
fun and exciting Olympic sport to more students. � ey not only enjoyed 
playing rugby but also learned and practised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A 
big THANK YOU to Mr Healey and Mr Chan!

Two new Teachers

Ms Lau along with Miss Lawas introduced “SIU CHING 
105, Live Radio” to WSC students.

Live Radio

Every Monday at lunch time junior DJs have entertained us by 
announcing and playing music over the school PA system.

2

Poetry Reading Competition
� e brain-child of the English Society’s Chair-People, 
Monica Tam and Melody Lam. Junior form students read 
poetry for book voucher prizes during English Week.

Siu Ching 105 Live, 
E X T E N D !
English Week was given a boost this 
year. While the Form One’s played Eng-
lish Games in the game booths, senior 
students and four English teachers took 
to the stage to perform music to enter-
tain the crowds in the Music Week.

Welcome to Ms Jasmine Lau and Ms Chan Ka Ying, two 
new additions to the English Panel this year.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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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Chai Rotary Club

Debate! Debate! Debate! Dramatic English 

English Reading Scheme 

� ank you! � ank You! We would like thank the Wan 
Chai Rotary Club for their generous sponsorship of a 
trip for two of our F.4 students, Lam Hung Wan and 
Wong Yuen Shan to visit the UK. � ere’s nothing like 
being in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to really moti-
vate young learners to use everything they have learnt. 
Again, THANK YOU, Wan Chai Rotary Club!

As our debaters grow in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under Mr Healey’s guidance, we take on famous 
schools like: La Salle College, St Joseph’s College 
and South Island School in the NESTA/SCMP and 
Tsing Tao debating competitions.

D.E. is an early building block towards speaking 
con� dently in front of others. With a focus on 
creativity, its success lies in the students feeling 
relaxed and enjoying the experience.

It’s the question parents ask teachers more o� en than any other: 
     “How do I improve my child”s English?”
� e answer?
     “Get them to READ, READ, & READ!”
� e focus should be on reading for enjoyment. As we all know, 
the more we are enjoying something, the more we will do it. � is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school ERS program. Students 
choose what they want to read and have a week until it’s time to 
hand in the report and choose another one. Student center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at its best!

Form 3 Lunchtime Debate

It’s also a fun way to speak out, argue in public and 
build con� dence...For some it is the very � rst time 
they have done this. 
    “Was Hitler a patriot?” 
     “Was the Second World War more disastrous than    
      the First World War? “
� ese were just some of the ideas that students de-
bated on. What do you think? Learning English with 
History is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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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
灣及離島區全年總錦
標男子團體冠軍

1

2 甲乙丙組全勝奪冠，
更連奪十五年總冠軍

3 籃球奪一亞一季一殿

6A劉宏基獲選為「中
銀香港傑出青少年選
舉手球界代表」

4

5 再奪全港中學女子七
人欖球賽銀碟組冠軍

6 男子羽毛球隊以一冠
二亞重奪總冠軍

7 男籃全港學界前三十
二強

文武兼擅 五育並重
   

文武兼擅 五育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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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合唱（英文聖詩） 季軍

初級組合唱（童聲合唱） 優良

高音木笛獨奏（14 歲或以下） 冠軍

女聲二重唱（14 歲或以下） 季軍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中級組） 季軍

高音木笛獨奏（19 歲或以下） 亞軍

八級鋼琴（獨奏） 亞軍 亞軍

鋼琴二重奏（高級組） 亞軍

校際音樂節大豐收

第二十五屆
荃灣藝術節
第二屆中樂
比賽(金獎)

第八屆明日
之星全國青
少年藝術大
賽(金獎)

第六十五屆
香港校際音
樂節(冠軍)

鋼琴二重奏（高級組） 亞軍

容容
寶
汶

二胡新星

聖約翰救傷及護士見習支隊男隊
奪周年團際比賽亞軍、急救季軍
及總成績季軍

聖約翰救傷及護士見習支隊女
隊獲周年隊際比賽急救季軍

許峰(下右二)獲葛量洪青少年
制服團隊傑出服務奬

1

3

4

1

2

陳鈺琪奪英文急救比賽個人冠軍

3

5

6 何贊毅獲選民眾安全服務隊少
年團傑出少年團員

5

第八屆明日
之星全國青
少年藝術大
賽(金獎)

香港理公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金獎得主
李維泰 (生物) 、郭豫聲 (數學)、陳尚智 (數學)

何家成獲浸大電影學院種子
計劃Youth創意起動嘉許獎

實力實力

第二十五屆
荃灣藝術節
第二屆中樂
比賽(金獎)

第六十五屆
香港校際音

第八屆明日

樂節(冠軍)

第八屆明日

何家成獲浸大電影學院種子何家成獲浸大電影學院種子

楊心怡獲中華傳統德育
與慈善文化比賽初中組
標語創作比賽項目季軍 

幹勁幹勁

紀律
實力實力

幹勁

紀律
制服團隊

紀律
實力實力

幹勁
實力實力

幹勁

紀律
制服
幹勁
制服
幹勁

紀律
制服
紀律

團隊實力團隊實力

2

姚賴嫦奪2013個人急救比賽冠軍

4

6

文武兼擅 五育並重
   

文武兼擅 五育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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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屆校際朗誦節囊括22獎

男女子散文集誦-季軍 中三、四年級

  中一女子詩詞獨誦（粤語）-冠軍 1D 徐曼嘉

    中一女子詩詞獨誦（粤語）-季軍 1D 余碧清

      中三男子散文獨誦（粤語）-亞軍 3A 葉琅彥

        中五女子散文獨誦（粤語）-季軍 5F 林健瑩

          中一、二年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亞軍 1B 陳穎茵

            中一、二年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季軍 1B 馮曉嵐

               中一、二年級男子散文獨誦（普通話）-亞軍 2A 黃創基

                 中一、二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季軍 2A 宋珮怡

                   中一、二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亞軍 2B 鄭芷晴

                     中三、四年級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亞軍 4B 梁紅珊

6

            

              

                中三、四級 英詩集誦-亞軍 中三及中四同學                   

                  中一級 英詩集誦-亞軍 中一同學

                    中二級 英詩集誦-季軍 2A,C 宋珮怡,葉芷晴(Duologue)

                       F1-3 Rehearsed Original Scene 冠軍 中一及中二同學

中一、二級英詩獨誦-季軍 1B 陳穎茵

  中四級英詩獨誦-季軍 4A 譚嘉瑜

    中四級英詩獨誦-冠軍 4A 譚嘉瑜

      

          

      中四級英詩獨誦-季軍 4F 博文

        中四級英詩獨誦-亞軍 4F 藍虹芸

          中四級英詩獨誦-亞軍 4C 涂倩華

            中五級英詩獨誦-亞軍 5F 秦琬婷

          

66

文武兼擅 五育並重
   

文武兼擅 五育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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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與耆康會「擕手同心
荃為你 鄰里支援計劃」，獲頒
義工委任狀

2012

9月

10月

11月

12月12月
2013

3月3月3月

5月

本校學生於荃灣藝術節籌劃攤位遊
戲，陳建英老師和鍾校長到場支持

女童軍總檢閱於旺角運動場舉行
本校女童軍亦參與了這項盛事

3D霍海珊及何詠琛同學遠赴廣東清
遠義教當地學生，關愛內地同胞

學校社工與香港耀能協會石
圍角家庭資源中心舉辦「義
戲仔女」活動，學生受訓後
向自閉症兒童提供教育服務

學生於「匡智農場服務
日」參與農務，樂在其中

本校民安隊隊員於2012
國慶荃灣區升旗滙演當值

本校學生於渣打藝趣嘉年華設
置攤位，讓公眾體驗藝術樂趣

5月5月5月5月5月5月5月

愛己愛人 服務社群
   

愛己愛人 服務社群
   

本校學生到劍橋護老院探
訪長者，並派發禮品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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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軒 放 眼 覽 物 華
   

開 軒 放 眼 覽 物 華
   

qing yin5.indd   8 27/8/2013   9:49:00



6 7

9

10

11
圖片說明
參觀香港演藝學院，根據畫作
利用物料即場設計服裝及故事
參觀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
參觀香港科學館，由該館專業
員指導下進行實驗
參觀添馬艦立法會大樓
參觀明愛樂勤學校，本校學生
嘗試該校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營養飲料
到一對手農舍體驗農家樂，親
手製作本地風味小食—雞蛋仔
參觀香港科技大學的MCPF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and Preparation Facility) 以認
識現時最嶄新的研究儀器
參觀皇家博物館，欣賞來自世
界各地的皇家藏品
遊迪士尼樂園，看全球化現象
訪六四紀念館，認識六四真相
遊香港大學大學堂宿舍，認識
本港開埠初期西式建築風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9

8

學 習 經 歷 多 元 化
   

學 習 經 歷 多 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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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期間，文學科程老師率
領十多修讀文學科的中五級同
學，進行了為期四天的文學考
察之旅，走訪了長江三峽，黃
鶴樓，將課堂遷移至歷史詩人
曾足迹的名勝，讓學生見詩人
所見，觸發感興，創作詩句。

陳思穎︰
今遊黃鶴樓
英雄逝不留
古城存無缺
洞庭奪千秋

行萬里

復活節期間，修讀歷史科的同學到
澳門參觀其世界歷史文化遺產與文
物（如大三巴牌坊、大炮台等），
了解澳門歷史發展和時代演變，又
透個品嚐葡式小食及澳門著名食
品，體會澳門的多元飲食文化。學
生又獲接待參觀當地學校，又與當
地學生文化交流，了解兩地教育模
式的異同。

探索

深度行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

10

同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3京港澳交流團

七月中旬，本校黃宇彤和林健瑩同學
參加了教育局主辦的京港交流團，到
北京與澳門及當地學生一同遊覽居庸
關長城、天安門廣場、故宮、頤和
園、798藝術區和王府井大街等北京勝
景。京港澳學生在七天的旅程中，建
立了深厚的友誼，相處融洽，無所不
談，對彼此的文化增進了解。

青春祖國行

在城市定向遊戲中遊覽澳門文化古蹟
每到一個checkpoint，

均須完成指定動作

林健瑩(左) 和黃宇彤(右)於王府井大街品嘗地道串燒

遊 異 鄉  拓 眼 界
   

遊 異 鄉  拓 眼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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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期間，中
五同學到珠海參
觀當地的污水處
理廠、汽車廠、
農業科技園、澳
門大學橫琴新校
園等，從中了解
經濟發展，如何
平衡社會和環保
的需要。

珠海環保體驗營 1

11

生態環保
學習之旅

6月8日至11日，本校老師率領中六學生到台北考
察當地如何在垃圾回收及焚化、改造堆填區及建
設生態公園保護生態環境。師生參觀了北投焚化
廠、三峽碳中和樂園和野柳地質公園等地，從實
地考察汲取台灣的環保經驗。

同學於橫琴新區展覽廳外大合照

河源環保  
 考察團

同學細心聆聽興業太陽能導

賞員講解

復活節假期期間，本校老師及中
五學生百多人到廣東河源參觀新
豐江水庫、水力發電廠、農夫山
泉廣東萬綠湖生產基地、恐龍博
物館、及污水處理廠，主要考察
當地如何活用水資源滿足環保及
經濟發展的需要。

11

同學於「模擬地震屋」感受地震的威力

參觀地質公園，考察台灣如何兼顧保育、教育及旅遊的需要

新豐江大壩及其水力發電站大合照

積 跬 步  致 千 里
   

積 跬 步  致 千 里
   

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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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參加學生須擬定營商計劃，並加以實踐，從中理
解營商運作，包括集資、購貨、銷售、推廣等過
程，學以致用，並為日後投身真實商業社會作準
備。

中文辯論比賽
由中文科及通識科主辦，學生通過對辯價值衝突
及具爭議性的時事議題，鍛鍊思維的邏輯性以及
語文表達能力，能提升中文及通識的能力水平。

4F班陳梓盈同學去年9-12月獲得香港航空青年團
全額資助，參加紐西蘭航空青年團初級戶外領袖
課程。課程於在皇家紐西蘭空軍Dip Flat基地舉
行。課程主要訓練學員的野外活動能力，如基本
求生技巧、營藝、日間導航、河流及水道安全等
技能。除此以外，陳梓盈同學還趁此機會增進了
英語溝通能力，和培養了更好的領導才能，還認
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陳梓盈
紐西蘭航空青年團—初級戶外領袖課程

作家班

自2000年開始，本校已開設作家班，多年來曾邀請
過不少著名作家來校教授寫作技巧，如董啓章、關
夢南、關麗珊、袁兆昌、鄧小樺、周淑屏等，給予
同學發揮創意的土壤。

2012年度就有幸邀請余非小姐擔任導師，教授寫作
技巧；此外本校畢業生陳美玲（F.6A，2009-2013
年作家班成員）參加第七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
獎」比賽，憑著作品〈腐爛阿紫〉獲得殊榮。

12

開 闢 廣 闊 天 地
   

開 闢 廣 闊 天 地
   

qing yin5.indd   12 27/8/2013   9:49:15



同行閣
由一群服務社區和學校的同學組成，接受各
項領袖訓練，與社工或社區組織合作，推展
活動，不但有助宣揚各種正面訊息及價值
觀，亦從中培養團隊合作及領袖才能。

中五學生在此計劃中，須出席由專業社工舉辦
的工作坊，了解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特徵，並
學習與他們溝通相處，以致向他們教授知識的
技巧。之後他們便須學以致用，提供義工服
務，從中增廣知識，實踐關愛精神。

「讀行障義」義工訓練計劃

中三教育營
中三是踏入高中前的一個重要序幕，一方面既要爭
取好成績，修讀心儀選修科；另一方面，亦開始要
為升讀高中而作好心理準備。本校特意為中三學生
舉辦教育營，提供一連串的團體協作及領袖訓練，
加強心智，迎接新高中挑戰。

中一迎新營

為使中一新生適應本
校環境，提早發展各
方面潛能，本校於八
月時舉辦迎新營，使
他們有一個愉快溫暖
的新開始。

13

生涯規劃工作坊
為使高中學生更早規劃自己的人生，從而訂立
清晰的目標及方向，香港家庭福利會社工舉辦
了工作坊，學生繪製圖表，釐清路線與目標。

中史話劇比賽
本校舉辦了中史話劇比賽，學生取材歷史故
事，編成戲劇，在編劇及演出的過程中，既是
一項語文訓練，亦能引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

同行閣

發 展 學 生 潛 能
   

發 展 學 生 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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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少清嘉年華︰吳姬「
焗餅」勸客嘗 家長教師會活動︰親子芝士蛋糕

少清慈善音樂會︰絲絲點點計算，偏
偏相差太遠⋯⋯

新城校園飛躍校園︰與洪卓
立和GEM零距離交流

新城校園飛躍校園︰與洪卓
立和GEM零距離交流

校慶長跑︰花須堪折
直須折

有 情 校 園 暖 在 心
   

有 情 校 園 暖 在 心
   

陸運會︰勝利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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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期間，校長為
廖紫恩慶祝生日 貧富宴︰體會貧窮，更體會到友情就是白麵包的果醬

少清音樂節︰Eh~~Sexy Lady~~

家長教師會燒
烤活動︰燒雞

翼，我鐘意食
~~

春節團拜︰祝您身體健康﹗

家長教師會燒
烤活動︰燒雞

翼，我鐘意食
~~

少清音樂節︰一閃一閃小星星，一顆一顆亮晶晶 15

少 清 生 活 樂 繽 紛
   

少 清 生 活 樂 繽 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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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文憑試成績

本校整體成績優異，190位同學應考，
共取得5**級17個、5*級41個、5級
122個4級436個。
各科總平均數、數學(微積分及統計)、
數學(微積分及代數)、英國語文、中國
語文、通識、數學、中國歷史、經 濟、
地理、企業、會計、財務概論、生物、
化學、資訊及通訊科技達4級或以上的
百分率，遠超全港考生水平。 

1

2

科目
2級或以上 4級或以上

本校考生 全港日校考生 本校考生 全港日校考生

英國語文 100.0% 77.8% 44.2% 25.6%
中國語文 98.4% 80.7% 46.3% 27.5%
通識 100.0% 88.5% 62.6% 35.5%

數學(必修) 100.0% 80.8% 62.6% 34.7%
數學(微積分及統計) 100.0% 87.4% 76.9% 45.4%
數學(微積分及代數) 100.0% 93.0% 62.1% 58.8%

中 國 文 學 81.3% 85.6% 15.6% 24.9%
中 國 歷 史 96.4% 87.5% 42.9% 33.7%
經      濟 82.9% 84.2% 45.7% 41.0%
地      理 86.2% 84.0% 41.4% 33.5%
世 界 歷 史 88.5% 92.8% 23.1% 45.2%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100.0% 88.5% 80.0% 37.5%
生      物 100.0% 89.7% 55.3% 43.3%
化      學 100.0% 87.5% 50.7% 48.9%
物      理 97.1% 90.3% 32.9% 49.5%

資訊及通訊科技 95.7% 77.6% 39.1% 24.2%
各科平均數 97.5% 86.0% 51.2% 38.1%

2013年度文憑試本校成績與全港日校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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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韋雄
郭豫聲 黃子浩

朱俊杰 李維泰 柯培偉

林嘉兒

陳尚智

陳冠安

5**級x1
5*級X1
5級x2

4級x2

陳燕萍
馮緯彤

5**x2
5*x2
5級x2

4級x1

5*x2
5級x4
4級x1

5*x2
5級x2

4級x3

5*x1
5級x4

4級x2

5**x2
5*x2

4級x2

5**x1
5*x3
5級x2

4級x1

5**x2
5*x1
5級x3

4級x1

5**x1
5*x2
5級x2

4級x2

5*x1
5級x5

4級x1

5**x4
5級x1

4級x2

鍾校長

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考獲大學入學最
低要求(3級)分別為94.2%及77.9%，
遠高於全港考生水平的48.8%及52.3%
英國語文、通識、數學、數學(微積
分及統計)、數學(微積分及代數)、企
業、會計、財務概論、生物、化學合
格率(2級)達100%，而總平均合格率
數更超於全港考生水平。
本校共145位同學(76.32%)成績符合
本地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基本入學
要求，而全港只得38.9%。  
   

格率(2級)達100%，而總平均合格率格率(2級)達100%，而總平均合格率
數更超於全港考生水平

3

4

5

鍾校長為應屆文憑試學生舉辦糖水宴，為他們打氣!

$12.2利是︰

實在容易，過得很易

學生善用閒暇溫習

文憑試成績概述文憑試成績概述文憑試成績概述文憑試成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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