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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青年人讀些什麼？」 
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5和 2008年分別進行了一項名爲「青年人讀些什麼？」的調查，發覺本港的中學生和大

專生比較愛看大眾化報章、八卦雜誌、小說和人物傳奇。 

我不敢對青年人的閱讀傾向下價值判斷。 

回顧八十多年前，有人要求著名的學者兼作家魯迅列出「青年必讀書目」；大師的答覆是：「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魯迅也不說，我又豈敢斗膽造次。 

不過，我自己成長時期的閱讀經驗，或可與各位分享。我發覺讀一些中西文化的經典，可以幫助年青人更好

地理解人生。這些典故內容，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影響了中西文化的傳統和發展，不可不識。 

中、西方文化各有三大典故源泉，中國文化方面，要讀一下（1）孔夫子的論語、（2）唐宋詩詞、（3）成語故
事。西方文化方面，要讀一下（1）聖經故事、（2）希臘羅馬神話、（3）沙士比亞戲劇。 

文科和理科同學都應該花點時間涉獵這些典故，以豐富自己的知識倉庫。當然，中西文化的經典浩如煙海，

都加以熟悉甚有難度。我的方法是採取捷徑，就是讀簡易本，故事梗要、簡寫本，然後再深入其中有興趣的內容

詳細了解。 

走「捷徑」閱讀人類文化的精品，雖是讀「二手書」，但是擁有入門認識總好過毫不認識。 

這就是我介紹你「升呢」成為一個有文化的青年的方法。希望適合你。 

推行了多年的中國古典詩文背誦活動，以及下學年新設的校本英國文學 (English Literature) 課程，都是因應
上述考慮而出台的，請大家認真配合。 

★★★★★★★★★★★★★★★★★★★★★★★★★★★★★★★★★★★★★★★★★★★★★★★★★★★★★★★★★★★★★ 

香港學校音樂節本校再添一冠兩季！ 
姓 名  得 獎 項 目  評 語  

1A李永霆 高音木笛獨奏冠軍 The tone is warm and expressive. Promising performance. 
4B姚煦晴、4E巫曦妍 女聲二重唱季軍 Sweet voices. A good balance and blend. Well done. 
3C葉安祺 七級鋼琴獨奏季軍 Thoughtful. Promising performance. 
 

港台將轉播本校合唱團精彩演出 
本校初級組合唱團A隊決賽的精彩演出將於 5月 16日晚上 8時和 5月 21日下午 2時在香港電台第四台播出。 

 

English Week is coming this May (10-14/5)  
This year, we have a series of events for all students. The kick-off of the English Week will be the inter-class debates 

for F.4 from 3 May to 5 May. Details and rules are printed on the English Bulletin Board. Of course, there are other 
exciting events and competitions! 

Dates Events Dates Events 
10 May  Stall Games for F.1 & 2 , F.1 Reading Aloud Competition 13 May Stall Games for F.1 & 2 
11 May F. 4 Debate Competition (Final) 14 May Movie Corner (Twilight!) 
12 May Stall Games for F.1 & 2   
 

Wonderful games and challenging tasks are designed for students of all grades. Plenty of gifts are ready to be given 
away.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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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清旬》第一九八期                              第二頁                           二零一零年四月卅日 

作家班十年                    三十周年校慶系列

周子嘉校友 
轉眼間，作家班踏入第十年了。 
十年前，我有份協助作家班籌辦活動，自己也投入在每項活動中。畢業以後，寫作這回事也從未離開我的生

活。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走了十年的路，絕不簡單。每一年作家班都有不少新力軍加入，

至於舊人呢？離開作家班，甚或離開王少清中學以後，他們未必會當上作家，但相信他們還是像我一樣，依然熱

愛寫作，寫部落格(blog) 也好、投稿也好，都會找一個空間讓自己繼續寫下去，也繼續跟人分享。 
作家班每個成員都是因為喜歡看書，喜歡寫作而聚頭。作家班給予同學一個理想的平台，讓他們可以分享彼

此的寫作經驗，並從一眾導師身上吸收寶貴的寫作經驗。每個學年，作家班的同學在每周抽出一天，出席一個半

小時的課堂，除此之外，同學也有機會在週末跟隨導師走訪社區，感受生活，積存寫作的材料和靈感。 
數一數歷屆作家班導師，包括：關夢南、董啟章、關麗珊、袁兆昌、潘明珠、韓麗珠、陳慧、黃虹堅、周淑

屏、余非、馬翠蘿、君比、鄧小樺、可洛、周子嘉、呂永佳。導師中，有詩人、有小說作家，有兒童文學作家、

有精於散文的；他們有的閱歷豐富，有的則年輕而富創意，由他們教導同學，自然讓同學得益不淺。面對面的分

享，交換寫作經驗外，加上導師細心為同學批改作品，難怪同學除了有作品經常獲刊各報外，有的更奪得公開比

賽獎項。 
近年中學重視「其他學習歷程」，作家班其實早已讓同學經歷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讓同學感受生活，從而寫

出更動人的文字。每周的課堂學習寫作技巧，而到香港不同的地方考察，同學可以走到繁榮鬧市中細察過路人，

也有機會在郊外感受大自然的威力。跳出生活原有的框框，有助刺激寫作思維。 
此外，同學也有機會親身訪問社會各界人士，聆聽別人的故事，有助同學刻畫人物性格，並將別人的故事轉

化成各類型的作品。作家班成立初期，已活躍於聯校的寫作活動，也跟其他團體合辦朗誦會，跨媒體活動，以讓

同學嘗試更多類型的創作。作家班的結集作品名為《清風》，並已出版了三期，每一本都非常有份量，但鮮為人知

的是，其實作家班同學私下曾出版了另一本作品，名為《冰點》，是部份作家班同學自資印行的，若你有幸得到一

本，請好好保存呢！ 
經過多年發展，作家班越趨成熟。在王少清裡，我們得到非常良好的學習環境，有各類型的導師親自到校傳

授秘技。作家班是一個孕育成長的搖籃，期待在不久將來，有更多王少清同學在香港文壇上有所成就。 
編者按：本文作者周子嘉校友是 2004年畢業生，第一至第四屆作家班主席，曾任作家班導師；作品《我不要上學
去》獲第三十四屆青年文學獎冠軍；目前是 bma博美出版社旗下作家，近作包括小說《先行予約》、《友達以上》。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三十周年音樂會誠邀你出席 
本校將於 5月 31日下午 3時至 4時 30分，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辦三十周年校慶音樂會，全體學生出席；歡迎

各位校董、家長、校友及社會友好光臨指導；家長請填寫回條，其他人士請致電 24140157留位。表演項目如下： 

1 管樂團       指揮：陳志強先生~ Joyance by Bruce Pearson /St.Petersburg March by Johnnie Vinson  

2 初級組合唱團 指揮：鄭思勤 伴奏﹕3E姚沛鈃 /4F石浚霖~ I’ve been roaming /Three Russian folk songs /上主是我牧者 

3 英詩集誦     F. 1 students  ~Seasonal Limericks  by Eric Finney 

4 鋼琴獨奏     陳雅婷校友 ~Rondo Capriccioso in E major op.14  by Mendelssohn 

5 女聲二重唱   鍾慧妍校友、曾舒蔚校友  伴奏：陳曉羚校友  ~You Raise Me Up 

6 男聲獨唱     4E 蔡瀚霖  伴奏：4F石浚霖  ~水車謠 

7 男聲獨唱     鄭思勤校友 伴奏：羅家寶小姐 ~Widmung by R. Schumann 

8 男聲獨唱     顏家樂校友 伴奏：3E姚沛鈃  ~O Sole Mio / Quanto e bella 

9 男聲獨唱     趙懷信校友/老師 伴奏：4F石浚霖 ~三套車  

10 即興英語話劇 F.1 & 2 Students：Improvised English Drama 

11 高級組女聲合唱團/高級組混聲合唱團 指揮：劉振豪校友 伴奏：4F石浚霖 

~ The Rhodora /Danny Boy /Good Morning Creation /The Music’s Always There With You 

12 大合唱 (初級組和高級組)  伴奏：4F石浚霖  ~ Look At The World 

13 校歌  全場大合唱 

------------------------------------------------------家長回條---------------------------------------------------------------- 

5月 7日前交回本校。請班主任收齊回條後，轉交校務處關小姐辦理。無論出席與否，都必須交回條。 

本人將 會 / 無暇 (請刪去不適用者) 出席貴校的三十周年音樂會，出席人數為___________人。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F. 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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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成績超卓  校長獲免費午餐 
2008年 7B畢業的黃莉莉校友以優異成績考入科技大學精算系，並連續兩年考試名列前茅，榮登 Dean’s List。

科大校長陳繁昌教授將於五月上旬設午宴嘉許優等生，特邀請本校李校長出席，接受恭賀。「舊生好，校長執到寶」，

此話又添上了新的含義。 
 

Best Teamwork prize in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Last Saturday, April 24th, a select group of Form 1 and Form 2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peak Out – Act Up’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held by the EDB. These five spectacular young actors (Lam Dong Yi 2C, Lai Hiu Man 2C, 
Choi Wing Ki 1A, Cheung Ka Nam 1A,Cheung Yui Ting 1B) defeated twenty- four other schools and were awarded the 
title of “Best Teamwork.” The students had to prepare weeks before the competition by learning to speak with emotions in 
English and to dramatize their movements on stage.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break out of their shell so that they can learn 
to speak with confidence in public. 

Our school was given the topics ‘At Ocean Park’ and ‘The Message’. The task was to create an original script that 
demonstrated our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On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the students performed one of the topics and 
received raved reviews. 

All in all,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the kids and teachers involved. We certainly look forward to participating 
again next year. I challenge YOU and your inner performer to ‘Speak Out and Act Up!’               By Miss Si Wing 

 

科學館「普及科學」講座  實有一場適合你！ 
為推行普及科學教育，科學館將於五至七月舉辦多場講座，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hk.science.museum/pp/sl.php。 
 

家福會刊物徵求有關「寵物情緣」稿件 
作品一經刊登，同學將獲得 50元的書券以茲鼓勵，請踴躍投稿。同學可將照片(須自己拍攝，並附上約 20字

之描述)，或者一篇不多於 200字的文章電郵至 hkfws_newsletter@yahoo.com.hk。截止收稿日期為本年 5月 7日。 

 

中五同學臨別依依  早會細訴點點心聲 
陳蕙瑜 

中一的同學，你們校呔上面的數字是什麼？當我一天發現你們的是「30」，而回看自己的是「25」時，我才醒覺到原來歲月
不饒人，五年光景，怱怱而過！轉眼間，當年的中一生現在快要中五畢業了。 

五年前，開學的一天，我還記得班主任要我們在手冊寫下「對己嚴，對人寬」這個要求。五年來我們朝着這個方向，對自

己有一定的要求並寬待別人，同學之間和睦共處，王少清就像我們的大家庭一樣。 

五年裡，我們一起走過五個音樂日、長跑和陸運會。記得中一開學不久的迎新營，我們全級二百人是唯一一屆曾經在禮堂

的地板上睡過一晚。當晚，有同學講鬼故，有同學只顧談天而不睡覺。到了中五的音樂日，又是我們這二百人在禮堂裡高唱《歲

月如歌》和《惡搞版校歌》，一邊向我們的老師致謝，一邊表達我們對王少清的熱愛。 

五年裡，我們一定犯過大大小小的錯，我們從跌跌碰碰中成長，每一次都多得老師的扶持，我們才能重新站起來，不再重

蹈覆轍。老師使我們發現自己的長處和價值，令我們成為有抱負，有理想的年青人，在人生的路途上能夠遇上你們，真是我們

的福氣！ 

五年裡，我們除了學會書本上的知識，更學會如何待人接物，立身處世；這一切都全賴我們有一位好校長和一班好老師。

前樓梯的「師者父母心，不忘父母恩」，完全是我們 60多位老師的寫照。他們用午飯的時間為我們補課，用課餘的時間解答我
們學業上的疑難，用私人時間為我們備課，批改作業。當我們遇到學習以外的煩惱時，他們總不會說這是教務以外的事而把我

們拒諸門外。若不是他們都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兒女，我們絕對不會有今天的成果。雖然有時我們會逃避、會埋怨，但只要想到

我們每人做一份功課，老師就要批改四十幾份作業的時侯……又或者，當我們想起老師那些語重心長的評語，我們就會有動力
繼續向前。此外，我們更一定要感謝校長，多年來，他永遠以我們的利益為依歸，不斷為我們爭取更好的學習語言的環境，加

入兩科附加英語，我相信這是全港獨有。而最終我校於今年升格為英中了。 

五年後，我們終於要離開這個關懷備至的溫室，離開老師的護蔭，為了我們的人生，繼續拼搏，繼續奮鬥了。在將來，或

者不會再有人在我們行差踏錯時，三番四次地提醒我們；在我們遇到挫折，頓失自信時，不厭其煩地勸勉我們。不捨之餘，我

們定必謹記老師的教訓，勇往直前，不會辜負各位老師的教育之恩。我也很榮幸可以遇到身邊的好同學，我們二百人一起在操

場上手拉手的一幕將會永遠成為我人生裡寶貴的一部份，亦希望真誠的友誼會永垂不朽。 

最後，謹祝校長退休生活愉快，各位老師身體建康，在校同學繼續努力向上，畢業同學前程錦繡。 
 

許雪敏 
幸運地我可以代表全體中五學生，站在這裡向全校師生致詞，這也為我的人生寫下了精彩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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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中五的生活已快將完結，真令人感觸良多。昔日我們曾經一起笑過，一起哭過，大叫過……此時此刻，真希望時
間的巨輪可以停下來，讓我們能相聚多一分一秒！讓我們能和校長，和老師，和同學，回憶我們曾經一起走過的每一個溫馨、

難忘的日子。 

五年來，我和同學從「路人」到「熟人」，從同學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經歷苦與甜。大家一定不會忘記，我們這屆

中五生是末代會考生，於建校 25 周年時入讀中一。曾幾何時，我們都帶著少許失望的心情入讀半英中的王少淸中學。然而，

時光飛逝，五年過去了！學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一個塵土飛揚的工地，變成了今天花紅柳綠的清園；由一所半英中，

轉化成名副其實的英中；由會考成績平平，進步至在荃灣區名列前茅，所有人都對我們刮目相看。王少清成功了！校長、老師，

這是滿園山花爛漫的時候吧！您們可以躲在叢中笑了！ 

千言萬語湧上心頭，不知從何說起……我由一個單純、「吱吱喳喳」的小女孩，在老師時雨春風的教導下，蛻變成今天亭
亭玉立、懂得思考人生的少女。在王少清，我不但學會書本上的知識，也學會做人的哲理。我感激學校给予我的每一個機會。

五年來我曾多次參加不同種類的課外活動，學懂與人相處的技巧，豐富了自己的人生；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我更是活躍份子，

絕對不會空手而回。蔡老師多次推薦我參加朗誦比賽，在比賽中得獎更使我對自己的能力多了一份自信和肯定；我熱愛服務，

多次擔任領袖生，圖書管理員等，這使我對學校更加有歸屬感。 

作為一個學生，我雖然沒有彪炳的讀書成績，但我以是王少清的一份子為榮，可以在王少清讀書是我的幸運，我絕對沒有

選錯學校。媽媽説我「出路遇貴人」，其實不單是我，所有王少清的同學都有同感。我們是幸運的一群，幸運地遇上李民標校

長，遇上每一位對教學充滿熱忱的好老師。王少清的老師比其他學校的老師辛苦，這是很多家長、同學有目共睹的，但老師們

從不斤斤計較。您們利用自己寶貴的課餘時間為我們補課、測驗，時刻鞭策我們，盡可能為我們提供各種機會。今天，我們長

大了，羽翼豐滿了，謝謝您們的呵護與關愛！請您們放心，我們會發奮勤勉，積極貢獻社會，秉承王少清「敬遜時敏」的精神，

銘記您們的教誨，把學校的校譽發揚光大。 

感謝上天賜給我們這一班 90 後這麼好老師，您們深受同學愛戴，我們向您們致敬！再一次感謝李校長！感謝蔡老師給了
我這個機會，讓我能代表畢業生致詞！ 

祝母校學業蒸蒸日上！學弟學妹的成績能更上一層樓！ 
 
鄭博文 
幾個星期前，中七的同學站在這個地方，感謝母校。轉眼間，終於都輪到我們中五了。 

當我站在這裡才感受到，原來每天早會，主講老師有多辛苦 ─ 站在這裡並不辛苦，但準備講話的內容就令人傷腦筋。過
去五年，不同的老師都曾在這裡和我們分享了許多故事，也有許多的人生經驗。每天早會，「開咪」的老師一定有不同的話題

及充足的內容，「填滿」早會的十五分鐘。 

在學校生活得越久，就越覺得做老師辛苦。教書、改功課、改測驗等，原來都只是其中幾項簡單任務。除此之外，中、英

文老師有時會為學生練習說話技巧；數理科老師就要隨時候命，方便學生問書；身為班主任的，更要輔導同學和家長。除了父

母之外，還有誰會這麼賣力去「做好呢份工」呢？ 

提起老師，就更加不可不提校長。我們的校長，雖然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從沒擺架子，反而常常和學生談天說

地，有時又會在學校裡拍照，有時又會親力親為，嘗試澆水、修樹、剪草等雜務。此外，李校長十分慷慨，記得在中三那年的

開學典禮，校長送了一百元給一個讀出「Maper」的同學，也送過字典給我們，更試過獎勵背誦古文的同學去迪士尼樂園遊玩，
目的都是為了鼓勵我們學更多，增強競爭力，真是用心良苦！ 

五年來，在學校裡真的有許多許多的回憶。諸位有沒有試過在學校禮堂睡覺呢？又有沒有試過給校歌吵醒？我們這一屆的

中一教育營就在學校舉行，那兩天的生活，相信每個中五同學都歷歷在目。中二的「一人一情趣」令我課餘時間更充實，我在

跳舞時更體驗到何謂手腳不協調。中三的「一人一義工」，令我和同學更加有經驗去應付頑皮的小朋友。合唱團的同學，還記

得在海洋公園練習比賽歌嗎？我們能參加那麼多有意義的活動，一定要感謝學校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機會，令我們時刻都過著充

實的生活。 

五年前，如果你問當時的中一生，有誰喜歡天天上學？答喜歡的，一定是寥寥可數。但，如果你問今屆的中五生，有誰願

意天天上學的話，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會答：「我願意」。過去幾年，每年都聽著畢業生致詞，總覺得那份離愁別緒有點兒堆砌，

可是現在，當我站在這裡，這種依依不捨的心情，相信只有中五學生才能感受到。 

藉著這個機會，我謹代表中五同學衷心地向校長和各位老師致謝。您們的教導，令我們獲益良多。最後祝福來年退休的校

長和即將放下教鞭的羅老師生活安康！所有老師工作順利，生活愉快！畢業同學成功、順利、鵬程萬里！最後，我希望各位都

能夠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 

 

中三級選科參考：會計及經濟科短期課程  
為了讓明年有意選修新高中「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或「經濟」的同學能更深入了解這兩學科的課程內容

和學習要求，有關老師將安排為期四節的短期課程，教授有關科目的基礎知識，讓有意修讀的同學親身體驗，以

作選科的參考。有關課程的資料如下：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經濟 

上課日期 第一節: 5月 13日  第二節: 5月 19日 
第三節: 5月 25日  第四節: 5月 31日 

第一節: 5月 12日  第二節: 5月 17日 
第三節: 5月 20日  第四節: 5月 26日 

時間 下午 4:15 – 5:00 下午 4:15 – 5:00 
地點 409室 409室 

-------------------------------------------------------------------回條-------------------------------------------------------------------- 
有意參加的中三同學，請填妥回條，並於 5月 4日前交班主任。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F. 3 ______ 

我希望參加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經濟   ( 請在空格內加上「 」 ) 

附註：獲取錄的同學必須出席全部四節課，無故缺席將按校規處罰。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