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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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話：「我們的學校發展得很快，也發展得很好。我們的教學活動、課外活

動和家長聯絡活動迅速增加；同學們取得成績獎項目不暇給。我們需要老師，同學

和家長更加緊密的配合和參與。《清旬》為大家提供有關學校政策，活動要事通知等

訊息，讓老師、同學和家長能及時了解學校動向和安排，作出適當的配合。」 
 

校際音樂節獲獎消息： 

 本校學生參加校際音樂節，成績美滿，初級組合唱團獲得英文歌曲組冠軍，高

級組合唱團獲得中文聖詩四部合唱亞軍。其他個人獎項名單如下： 

 

1C 曾舒蔚 二胡獨奏季軍 

1C 陳雅婷 第七級鋼琴獨奏亞軍、鋼琴獨奏季軍 

4E 曾舒薇 琵琶獨奏季軍 

5D 湯詠諭、6B 梁詩曼 女聲二重唱季軍 

 

中三學生的升學安排： 

本年度共有十四位中三學生未能於原校升讀中四。其中三位同學因參加「中三

結業職業訓練課程」，分別被派到建造業訓練局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就讀文法學校

以外的專業進修課程。另有十一位同學透過教育署中央統一派位，獲派到石籬天主

教中學、全完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及路德會呂明才中學就

讀中四。 

 

中六收生情況： 

 本校中六理科班學額百分之一百由本校中五畢業生填滿；中六文科班學額則有

百分之九十由本校中五畢業生填滿，另有六位同學分別由荃灣官立中學、嗇色園主

辦可風中學、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及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轉到本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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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資料：    

1. 2002年度中學會考成績 

科目 本校優良率 
全港日校 

平均優良率 
本校合格率 

全港日校 

平均合格率 

附加數 41.1% 29.9% 93.5% 83.2% 

生物 36.2% 31.9% 96.8% 82.2% 

化學 43.1% 31.4% 93.1% 77.1% 

中國文學 20.5% 16.1% 97.7% 65.5% 

中國歷史 20.9% 14.6% 100% 61.3% 

中國語文 24.3% 18.5% 90.5% 65.6% 

電腦 42.9% 28.7% 90.5% 76.2% 

經濟 19.7% 21.1% 84.5% 71.5% 

英文(課程乙) 4.2% 11.3% 81.5% 66.4% 

地理 27.3% 18.7% 78.8% 74.1% 

歷史 36.8% 20.2% 100% 74.2% 

數學 57.1% 28.6% 98.9% 74.3% 

物理 37.9% 30.8% 89.7% 75.0% 

會計 19.2% 17.1% 88.5% 63.3% 

旅遊 18.8% 4.8% 84.4% 49.1% 

1.1 本校考生共報考十五科，平均合格率為91.2%，高於全港考生平均合格率達二十

多個百分點。 

1.2 以合格率計，所有科目皆高於全港平均。  

1.3 以優良率計，十五科中有十三科高於全港平均。數學、化學、電腦、附加數各科

近半同學考獲優或良。另物理、世史、生物各科逾三分一同學考獲優或良。  

1.4 本屆中五同學會考成績優異，其中5A 劉淑芬同學考獲五優二良、5D 林振華同

學及陳偉煌同學亦分別考獲四優一良。考獲二十分以上成績的同學如下： 

 

文科班 劉淑芬、呂紅香、區永明、黃珺婷、劉家怡、蔡佩兒 

理科班 林振華、陳偉煌、陳萍萍、陳圓、陳翠貞、吳志昊、陳子鋒、黃俊偉、 

劉蒂、陳嘉敏、蔡彬紅、許駿婉、林家燕、馮嘉雯、李洲康 

 

2. 2002年度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科目 本校考生合格率 全港考生平均合格率 

英語運用 90.7% 75.0% 

中國語文及文化 100% 88.3% 

中國文學 76.2% 72.7% 

中國歷史 93.3% 62.0% 

經濟 60.9% 65.9% 

地理 80.0% 72.1% 

世界歷史 100% 71.8% 

生物 100% 72.8% 

物理 96.2% 76.2% 

化學 91.7% 77.4% 

電腦應用 100% 65.0% 

純數 100%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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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校考生共報考十二科，平均合格率為 90.8%，高於全港考生平均合格率達  

    17.6%。 

2.2以合格率計，十二科中有十一科高於全港平均。 

 

申請學費減免事宜： 

 家長如希望在學年開始後申請學費減免，便須以學生為單位的申請表遞交申

請。如有多於一名在學子女，家長須為每名子女遞交個別申請。申請表格可到校務

處索取。請將填妥的申請表直接郵寄至學生資助辦事處。 

 學生資助辦事處在接獲申請後，會直接通知家長有關申請結果。如申請獲得批

准，學生資助辦事處會把資助額悉數存入家長的銀行帳戶內。 

 

夏季體育服裝派發事宜： 

本校體育服裝供應商 ── 卓麗成衣公司將於本星期三（九月十一日）上午十

時三十分至中午一時三十分到校派發夏季體育服裝並為未購買體育服裝的同學提供

補購服務。已訂購夏季體育服裝之同學請於當日帶備訂單到雨天操場領取。如若購

買體育服裝之同學請帶備所需款項(約八十元)到雨天操場購買。 

 

Principal: Form Six no honeymoon year 

Many a new student to the sixth form tends to think that he or she has a year ahead 

for relaxation and romance. Nothing could be more wrong than this infantile idea,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al, Mr Lee man Piu. 

Addressing the sixty new sixth formers at an orientation session in late August, the 

Principal advised students to guide themselves with the “1C 2S” principle throughout 

their matriculation years—“Concentrate, Serve and Study”, with “Concentrate” being the 

key word. 

“You will be competing on a much higher platform against much better players. Of 

the 36,000 to 40,000 Form Six students, fewer than half of them will be able to secure a 

place at the university. For these university hopefuls, the fight begins with day one in 

Form Six. Dating can wait after the A-Levels, or even better, after the university.” The 

principal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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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課外書籍推廣： 

 The Children Magazine Co. 將於本月十九日到本校進行書籍推廣，屆時各中一

同學將會收到“DISCOVERY BOX”、“STORY BOX”及“ADVENTURE BOX”共三

套圖書的樣本，以及獲得約一週的免費閱讀時間。如閱畢後有興趣訂購任何一冊或

全套圖書的家長，請保留該圖書樣本並依照書商的指示，於本月二十四日將訂購表

格及支票交回學校。如不訂購，則須於本月二十四日將全部圖書樣本交回學校，以

便書商收回。 

 

 

 

「中國歷史科」評核方法： 

為使中國歷史科評分方法多元化，本校透過生動課堂習作、課外實地考察、專

題習作、圖片搜集、問答比賽及簡單的小測驗等活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

藉此印證從課本中所學的歷史知識。本校據此給予學生評分，年終不用考試，減輕

同學壓力，加強其對學科本身的興趣。 

※※※※※※※※※※※※※※※※※※※※※※※※※※※※※※※※※※※※※※※※※※※※※※※※※※※※※※ 

��‧‧‧‧‧‧‧‧‧‧‧‧‧‧‧‧‧‧‧‧‧‧‧‧‧‧‧‧‧‧‧‧‧‧‧‧‧‧‧‧‧‧‧‧‧‧‧‧‧ 

家長回條 

本人已閱畢 貴校《清旬》第一期，知悉《清旬》為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

通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如遇假期則提前或押後）向學生派發。 

本人明白家長有責任閱讀學校發出的通訊和通告，並及時因應需要作出回覆。

本人當督促敝子弟準時將《清旬》及其他學校通訊交予本人覽閱。 

學生姓名：           

學生班別：       （  ） 

                             家長簽署：         

日期：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 

 

��所有同學須於 9月 11日交下列回條予班主任存檔 

��中一及中二級家長請特別留意

��中一級家長請特別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