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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本校因他們更美麗 2009年畢業典禮演辭節錄 

主禮嘉賓李玉強博士、陳校監，各位校董、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對本校而言，2009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開始立足於香港優質中學之

林的一年。本校能夠「三十而立」，是寶安商會歷屆理事、歷任校監指導匡扶，以及歷任教職員通力合

作的成果。本校能夠三十而立，有賴創校校長陳兆明先生奠下了堅實的基礎，還有賴友好個人以及友好

團體的鼎力幫助。例如主禮嘉賓李博士多年來主動與本校攜手舉辦教學活動，擴闊了本校師生的眼界。

又例如本區區議員陳金霖先生多年來主動與本校攜手，為改善本校周圍環境，以及安排本校師生課外考

察活動，親自奔走聯絡，成為了本校在地區人士中最重要的粉絲，再例如灣仔扶輪社八年來先後共捐出

七十萬元獎學金，保送本校二十位同學赴英國遊學，都大大促進了本校的發展。 

當然，本校能夠三十而立，其中居功至偉的，是我們幾十位在前線默默耕耘的老師，而如果要我在

這些默默耕耘的前線老師之中，選出一位三十年王少清之寶，我會毫不猶疑選出羅玉芳老師。 

羅玉芳老師是八位創校教師之一，她已經在本校工作滿三十年，也是目前惟一仍在校服務的開校功

臣。三十年如一日，羅玉芳老師忠心耿耿，孜孜不倦，她的訓育工作有條不紊，她的英語教學工作精益

求精，而且愈教愈精彩。三十年來，羅玉芳老師心繫學校榮辱，胸懷學生福祉，領導視她為中流砥柱，

行政長官頒她以傑出教學獎，羅玉芳老師在平凡的崗位上作出了出不平凡的貢獻。本校正是因為有一批

如羅玉芳老師這樣有心有力的同工，合力耕耘了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這塊園地，本校因她們更美麗。本

人作為校長，能夠與這些得力又肯幹的同工共事近三十年，實在感到幸運與光榮，今天在此，本人由衷

地向羅玉芳老師以及本校教學團隊的各位同工，表示欣賞及感謝。 

各位，為紀念創校三十周年這一盛事，本校新近特別在清園種植了兩株三十周年校慶樹，左邊的一

株是楊柳，右邊的一株也是楊柳，可以說，我們是有心插柳。今天早上稍後，當禮堂的典禮程序完成之

後，我們將移步到清園，舉行三十周年校慶樹掛牌儀式，請各位見證。到時由陳校監邀請李玉強博士及

羅玉芳老師，分別為兩株三十周年校慶樹掛上牌匾。這個簡單而又隆重的儀式，是要帶出兩個象徵意義，

一方面以校慶樹表揚本校同仁三十年來樹木樹人的努力，另一方面，楊柳依依，正象徵著本校的同事、

學生和校友對不久之後提早榮休的創校老師羅王芳女士依依不捨的心情，楊柳依依，同時亦代表著羅玉

芳老師對清園，對同事和對學生依依不捨的懷念與牽掛。我們可以想像，他朝清園內的三十周年校慶樹

茁壯成長，春風楊柳萬千條，柳絮隨風飄動，就好像是一位永不言倦的老師，向莘莘學子一次又一次地

發出叮嚀和祝福，這正是眾多默默耕耘的王少清中學的老師的寫照。本人期望，三十周年校慶樹將會鼓

勵新一輩的教師和學生繼承傳統，自強不息，邁向第二個精彩的三十年。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09.11.30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2002 年創刊，逢每月 10、20 及 30 日派發。

187



 
 

 

《清旬》第一八七期                             第二頁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卅日 

長時間觀察的結論  2009年畢業典禮主禮嘉賓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首席講師李玉強博士演辭全文 
陳校監、各位校董、各位嘉賓、李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您好！幾年前我曾經在運動會同大家見面。今日能夠再一次與大家相聚，是我的榮幸。今次聚會，

我會帶來更多的祝福和期盼。運動會和畢業禮不同之處，在於後者的主角不是運動員，而是每一位學成

離校的畢業生。說到離校，我不得不對即將離任的李民標校長致最衷心的祝福和謝意。 

一位出色的當代校長究竟是怎樣的 
我要對李校長致謝，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得到他的邀請；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光榮。另一個更重要的

原因，是李校長三十多年來對教育所作出的貢獻。作為新校長培育人員，我認為李校長的貢獻，不僅在

於令眾多學生得以成材，而且在於他能夠給予我們一個非比尋常的重要示範：一位出色的當代校長究竟

是怎樣的！ 

我與王少清中學師生相交已有28年，可以說是與王少清中學一起成長。與我交往而年代較久遠的，

除了幾位為王少清中學羽毛球隊奠下穩固根基的葉克聲、陳超立和葉泮明，還有徐均瑜、湛倩儀、何美

玉、黃世雄、廖國雄等老師；而舊生方面，有許玉虎、陳建榮等「同學」；與我相交往而在任的教師，

我雖然無法一一列出，但少說亦有 20 多位。至於剛畢業或仍在學、甚至在大學裡上我的課、目前正在

台下等待領取畢業證書的王少清畢業生亦應有幾位。在我們交往的過程中，雖然避免談論校政，但通過

長時間的觀察可以知道，李校長能夠給予老師們最大的專業空間。教育當局認為要「拆牆鬆綁」，但李

校長所建的，只不過是「矮牆」，綁的是「安全繩」，試問又何需如當局所言，要「拆牆鬆綁」呢？我實

在看不到，王少清中學曾經有過甚麼無形的高牆或者緊索去限制老師的工作。在事事過份講求制度化、

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主導的現今香港，能夠帶領學校，令校政簡樸、定位清晰而又成就非凡的，絕對

是一位傑出的校長。我這個結論，是我十多年來不斷到不同學校視學、觀課和比較之後得出的。 

李校長真正做到「訥於言而敏於行」。李校長「敏」的一面，可從他對教育政策的敏銳觸角、先知

先覺的部署和行動中看到。在母語教學政策下，王少清中學的英文會考成績不降反升，比部份同區的英

中有過之而無不及！單單這一點，王少清中學已堪稱典範！ 

李校長在校長群中表現非常低調，表現謙遜，實而不華。除了需要解釋學校發展而不得不「高調」

外，李校長在其他時間和場合中絕不會爭取曝光。有一次我邀請他到大學講課，希望他與受訓中的擬任

校長們分享學校管理心得。我本來以為憑我們的交情，他或許會勉為其難答應我，但最終他仍是謙虛地

婉拒了我。由此可見，他是何等低調！我們看不到李校長做過甚麼大鳴大放、轟轟烈烈的改革，只是看

到教師們緊守崗位，學生們努力以赴，這不就是正如《道德經》所言：「太上(的管理)，不知有之」嗎？

緊隨這句話之後的，是「其次，親(近)之(讚)譽之」。所以與其說我是在讚譽他，令他「降呢」，倒不如說

我是懂得欣賞他吧！目前，世界上很多不同領域中最頂尖的科學家們，正埋首思考「複雜調適系統理論」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在教育領域，亦只有極少數先驅者在數年前才開始發現這個理論與及它

的巨大威力。當大家明白這些比彼得聖吉(Peter Senge)所提倡的「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等概念還

要老練的學說，同時又發現它與李校長的學校管理取向不謀而合時，便知道我是「由衷讚嘆」還是「拍

馬屁」了！ 

每位王少清中學的學生和校友都是王少清中學的大使 
我的中學階段是在傳統名校渡過，得益很多；但來自草根階層的我，總有點與母校格格不入的感覺。

我20年前在港大任教，曾住在港大附近10多年，但最終仍以居於荃灣最為愜意。我目前居於周圍環境

不錯的簡樸「居屋」；因為需要到處視學，所以亦擁有一輛實用的自用車。知足、對環保和簡樸生活非

常執著的我，對現況很滿意。我覺得王少清中學的風格，亦是實而不華，很切合實際環境，很令人舒泰。

近年來我經常在王少清中學附近出入，從來不曾見過戾氣滿面、惡形惡相的王少清學生。反而，溫文有

禮、談吐得體和充滿自信的王少清學生則到處可見。各位同學，希望您們聽過我這一番話後，會更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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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知道，能夠在王少清中學讀書，是何等的福氣！ 

四年前，我就讀的小學 ─ 荃灣天佑小學邀請我籌組校友會。之後，我以校友會籌備委員會主席的

身份，在畢業禮中擔任主禮嘉賓。當時我表示希望校友會不是一個社交組織，而是一個以承傳和回饋為

重的組織。目前我們有「臉書」(face-book)、電郵(email)和固定的電話號碼，聯絡、聯誼等活動，實在無

需校友會代勞安排。況且不同年代的校友，在社交活動方面的要求其實亦不一樣。因此，加入校友會不

是希望校友會要為大家舉辦甚麼衣香鬢影的周年餐舞會或者甚麼大型活動(當然最好是偶一為之、適可而

止)，而是希望校友們能夠走在一起，表達對學校和師長的謝意和惦念之情，並且集中力量回饋母校，將

母校的優良傳統發揚開去。從這個角度看，每位王少清中學的在校校友和畢業校友，其實都是王少清中

學的大使！ 

一副對聯送給大家 
最後，我以一對對聯送給大家，尤其是我佩服的李民標校長，作為我的一點心意： 

民標校長  依道向前  聰敏行事  謙遜無減 

少清師生  與時齊進  敬誠待人  愛心有加 

謹祝各位身心康泰、事事如意！多謝各位！ 

 

李玉強博士 ─ 本校的長期友好支持者 
陳福林校監致詞感謝畢業典禮主禮嘉賓李玉強博士 

主禮嘉賓李玉強博士是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首席講師。李玉強博士的職務包括教育碩士班「學校

領導及管理」專修課程，統籌「擬任校長培訓課程」的教學工作；此外亦參與通識教育科學位教師培訓

課程和教育碩士班通識教育科專修課程的教學和發展工作，亦為香港浸會大學「學校通識教育資源中心」

主任，香港考試局高中通識教育委員會委員。 

李博士對本港教育具真知灼見．是本校的長期友好支持者。過去二十多年來，李博士任職教育局高級

督學，保良局教育機構成人教育部總校長，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期間，不遺餘力向本校提

供教學發展新訊息，又與本校進行過以資訊科技教授英語，粵語正音運動，體育教學方向以及通識教育品

質圈等方面的交流及合作，對擴闊本校教師眼界，提昇教學效能，起了良好作用。本人謹趁此機會向李博

士致謝！ 

 

本校學生都成了學校大使 
本校於11月28日舉行畢業典禮（上午），及升中講座暨校園開放（下午），禮堂全日座無虛設，氣

氛熱烈，參與協助的同學，包括司儀，表演同學，致詞同學，制服隊伍，皆表現出色，深獲來賓好評。 

出席的校友和家長人數破了紀錄。來賓陳金霖議員及荃灣官中姚世明校長均盛讚本校學生尊師重

道，師生互動場面感人。 

升中講座及校園開放吸引了六，七百位來賓參觀，負責校園導賞的同學分別以英語或粵語導遊，參

觀者十分欣賞，導賞同學成了學校的最佳大使。 

 

Join the English Song Competition now!!!!! 
The English Society encourages students to show their talent. Now, here is your chance. They will launch a 

singing contest on 9/12 at 4:30p.m. in the covered playground.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f you are crazy about 

singing, just take an application form and put it into the box below the English Society Board on or before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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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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可明 朱鴻財 鍾子健 張潁詩 林梓濠 
2 麥梓維 盧逸晴 林嘉兒 陳家雯 歐曉春 
3 許詠琛 張齡茜 郭豫聲 何輝輝 倪祖立 
4 林俊彥 林倩冰 張頌軒 蘇卓堃 梁柏康 
5 蔡浚明 葉  青 李維泰 王嘉韻 梁子軒 
6 鄭浩然 鍾子東 郁美美 黃司豐 張齡傑 
7 王婉姍 鄭嘉杰 楊日寧 林麗欣 尹偉良 
8 丘柏勤 林冬怡 黃子浩 陳浩銘 鄺慧萍 
9 楊嬿樺 翁聖業 李文俊 梁可茵 林智濠 

10 張睿霆 何兆煒 鄒 霖咏  鄭兆霖 易詠恩 
11 王竹影 張楚君 朱俊杰 關澔賢 ☺  
12 應善婷 關建進 繆俊熹 鄭俊豪 ☺  
13 劉詠麒 翁小藍 陳家汶 劉博雅 ☺  
14 林德溥 陳誦升 柯培偉 胡珮慧 ☺  
15 陳浚紳 唐紀恒 何嘉浚 曾海琪 ☺  
16 鄭詠恩 周貝怡 楊  芸 管  彬 ☺  
17 唐志杰 陳易希 林向平 利諾怡 ☺  
18 梁茜琦 張智恩 戴暐源 梁麗笳 ☺  
19 鄭樂遙 林敬朗 姚沛鈃 石浚霖 ☺  
20 鍾卓堅 方旭晶 鄭菲菲 蔡嘉璇 ☺  

 

響應東亞運 慶祝本校三十周年 下月校慶長跑 
為鼓勵同學多做運動，強健體魄，鍛鍊意志，本校今年繼續舉辦校慶長跑，日期為12月11日。同學需穿著

整齊運動服回校，當日的安排及長跑路線如下： 

時 間 表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七 

11:15am-11:30am 10:45am-11:15am 11:30am-12:05pm 1:30pm-1:50pm 2:20pm-3:00pm 1:50pm-2:20pm 
 

路 線 圖  

中一、二級男生 碼頭→灣景花園行人天橋→碼頭 ( 約2500米 ) 

中一、二級女生 碼頭→海濱花園( 北橋底 )→碼頭 ( 約1500米 ) 

中三至中七級男生 碼頭→海濱花園( 北橋底 )→碼頭→灣景花園行人天橋→碼頭 ( 約4000米 ) 

中三至中七級女生 碼頭→灣景花園行人天橋→碼頭 ( 約2500米 ) 

 

社工誠邀你加入「義人行」行列  

學校社工將舉辦「義人行」義工小組，盼望藉此活動增加同學對社區的認識，培養他們關愛別人的心懷及與

人溝通的技巧。活動的詳情如下： 

活動內容：義工訓練，探訪獨居老人 

活動時間：2009年 12月 8日及 15日(星期二)：放學後義工訓練 

2009年 12月至 2010年 3月期間  ：由社工帶領，探訪獨居長者(探訪地點待定) 

對象：中三至中六學生     報名方法：親身到社工房報名 

備註：完成義工訓練及探訪服務可獲頒證書  查詢：請到社工房找黃姑娘或吳姑娘，或致電 24179014 

 

F.7 Mock Examination Schedule (Jan-Feb 2009) 
Jan 22 Normal lessons up to and including 22/1/2010 
Jan 25 – 27 Private studies days.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Jan 28 – Feb 9 Mock Examination (8 days) 
Feb 22-23 Discussion of mock examination papers. Normal time table (Day 5 and 6) 
Feb 23 Last day of school for F.7 
Feb 24 – Mar 19 Tutorial sessions to be arranged by subject teachers (If necessary). 
June 4 F.7 school reports ready for distribution. (1:00-1:30 p.m./ H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