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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晚上每一個晚上每一個晚上每一個晚上 一天晚上，這是常出現的晚上。讀中一的女兒一邊趕「課」，一邊嘀咕：「週記、數學整個單元、全本英文課業，還有小測……不讓人喘氣呀！」接着，她請母親修改中文週記草稿，母親對她說：「女呀，寫週記還要起草稿，豈不浪費時間？」 女兒還要打電話「傾」功課，拿着電話絮聒不休，母親出言阻止，女兒辯解：「我們在討論數學。」 「怎可能拿着電話完成全本課業？中間還夾雜其他『討論』……」 「不是啦，喂，這題數……」 「要快，哪有這樣做功課的！」母親多次催促後，女兒終於掛綫。 時間總跑得比女兒的工作速度快，晚上十時，女兒開始求救：「媽，全本英文課業，我還沒有查好字典，怎樣做呢？」母親一看，又說：「會查字詞是好事，但不是要查解所有生字才可答問題啊，留待週末吧。現在交『課』要緊，要快！」 又有一個晚上，一個更不愉快的晚上。將近十一時，女兒的數學難題還未解決，迫於無奈，唯有抓住她視為畏途的「救生圈」——爸爸。女兒最想知道的是最後兩三條數的解決方法，好完成功課，爸爸看到的是她概念未清，要拿紙筆跟女兒詳細解說，女兒漲紅了臉，急得直跳，說：「我那有時間，你讓我先做了這兩題，明天要交呢，要快……」這次母親有點發怒，拍了一下枱，嚴肅地說：「都多少次啦，你何時才可認真仔細地做數學，概念不清，交了功課又如何？」 還有一個更失敗的晚上。女兒做成語功課。十五個成語故事，中間有部份資料漏空，要學生上網翻查，再有每個成語一個造句，要一個晚上完成。本來把詞語打上網，答案便垂手可得的話，這也不難，偏又天不從人願，沒有如此順暢。個多小時過去，女兒開始煩躁，平日甚愛惜的作業本因被猛力翻揭而「皺紋」畢露，電腦鍵盤也慘遭「蹂躪」，被她拍打得「霹啪叫痛」。 這時，母親按捺不住要問：「這是今天才安排的作業嗎？」 「不呀，每兩星期交一次。」 「你現在才做呀？」女兒默不作聲，但揭頁聲更響。 「喂，你網上抄功課？！」 「我沒抄，是參考！你看你看，我寫的呀！」女兒翻出前幾頁向母親力証。她先是臉蛋漲紅，很快，眼淚也簌簌掉下。 「十五個成語，一天一個，分期做才吸收呢。起碼也多分幾天呀……」母親還是忍不住。 「倒霉！資料找不着，老媽潑冷水，還說每天一成語，放屁！這鬼功課，以後消失！」女兒心想。 第二天晚上，母親問女兒十五個成語記了多少？女兒搜索枯腸地吐出來：「洛陽紙貴、賣甚麽還珠（買櫝還珠）, 曲—曲—薪徒突（曲突徒薪）……」說着說着, 女兒便跳開了。 每一個晚上，這樣的片段不斷重複。這位母親也真煩人，女兒要仔細做的，母親要她「馬虎」；女兒要趕快做的，母親駡她不認真，女兒要一次過做的，母親建議她「分期付款」。 這位母親是我，我希望女兒學會分清功課性質，緩急先後，在每晚的功課累積學識，累積學習經驗。我告訴女兒，你在初中累積了多少，決定了你在高中是擁抱學習，還是死抱補習。 各位同學：每一個晚上，你在做甚麽？ （我女兒與所有肯捱苦，肯努力的同學一樣漸見進步，謝謝她能大方地讓我談她做功課的點滴，我也為她有了更強壯的心靈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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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通告通告通告，，，，2002200220022002 年創刊年創刊年創刊年創刊，，，，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 10101010、、、、20202020 及及及及 30303030 日派發日派發日派發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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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    ————    家校溝通家校溝通家校溝通家校溝通        攜手攜手攜手攜手齊心齊心齊心齊心    日期：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目的： 1. 聯繫全體中一家長（整體討論中一適應問題，派發成績表，教師與家長面談）； 

2. 中三選科輔導（介紹新高中學制及校本選科安排，並派發測驗成績）； 

3. 聯繫部份中二、中四及中五的學生家長（班主任特別邀約）； 活動時間表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對象 

2:00 – 
3:30 

禮堂 介紹新高中學制及校本選科安排 學科表現報告 

陳紹基副校長 徐笑珍老師 及 中英數教師 

所有中三同學及中三家長 派發成績表 所有中三學生家長 3:30 – 
4:30 

課室 中三班主任與個別家長面談 

班主任 部分家長 

2:00 – 
3:00 

五樓
501-3 

「做個正向快樂的爸媽」講座 趙善明老師 + 班主任 輔導組 + 邀約講者 

所有中一學生家長 派發成績表 所有中一學生家長 3:00 – 
4:15 

課室 中一班主任與個別家長面談 

班主任及 一位英文任教主科的老師 部分家長 

2:30 – 
3:30 

課室 其他級別 班主任與個別家長面談 

班主任 班主任約見部分學生家長 

 

中三選科輔導活動，所有中三同學務必出席所有中三同學務必出席所有中三同學務必出席所有中三同學務必出席。若中三家長因事未能出席家長因事未能出席家長因事未能出席家長因事未能出席，請使用手冊內學校

家長通訊欄通知班主任通知班主任通知班主任通知班主任。敬請各位家長及學生準時出席。 
 

更換冬季校服 本校將於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正式更換冬季校服，所有同學必須於當日起，穿著整齊的冬季校服回校上課。中一同學將於十一月十九日領取冬季校服。請各位家長及同學留意。 

 

好書推介活動好書推介活動好書推介活動好書推介活動：：：：中一級中文科中一級中文科中一級中文科中一級中文科「「「「影視與書籍影視與書籍影視與書籍影視與書籍」」」」    中一級中文科午間語文活動「影視與書籍」，由 11月 12日起，逢 Day 5中午十二時五十分開始。 目的：用不同影視片段推介好書，希望更多同學能物色自己心頭好，課餘閱讀增樂趣。 

12/11/2010午間活動安排如下： 所有中一同學請帶紙筆，準時出席。 

 

科學學會精彩節目等緊你科學學會精彩節目等緊你科學學會精彩節目等緊你科學學會精彩節目等緊你    科學學會主席及一班幹事為各級同學安排了一系列校內的科學實驗示範及活動！請所有會員，準時出席以下活動；其他對科學活動有興趣的同學，亦歡迎即場報名，成為科學學會會員。11月份之活動如下： 學會學會學會學會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物理學會 
物理實驗示範 （凸透鏡成像與摩擦力的介紹） 

11月 19日 （星期五） 

下午 4:15 – 

5:15 
407室 化學學會 火山實驗示範與肥皂製作 

11月 18日 （星期四） 

下午 4:00 – 

5:00 507室 生物學會 
用顯微鏡觀看生物組織切片， 如心臟、肝、胃、肺、洋蔥等等。 

11月 26日 （星期五） 
下午 12:45 – 

1:40 
408室 

科學講座介紹科學講座介紹科學講座介紹科學講座介紹  以下地點將舉行科學講座，有興趣的同學及家長可留意，詳情如下： 負責機構負責機構負責機構負責機構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 二型糖尿病治療的最新發展 （講者：林小玲教授） 香港中央圖書館 (2) 糖尿眼：日趨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講者：賴維均醫生） 

11月 13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 

12:00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演講廳 香港 中文大學 
鳳園自然及文化學院-生態講座系列 （講者：蘇偉恩小姐及譚健聰先生） 

11月 13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 

12:00 
香港中文大學 科學院 SCL1講室 香港 科學館 

新藥研發與有機合成 （講者：中大副校長黃乃正教授） 
11月 27日 （星期六） 

下午 2:15 – 
3:30 

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同學如對以上講座有興趣，可向 6B班袁嘉彩同學查詢。 

  

 地點：禮堂 時間：十二時五十分於禮堂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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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講座校友講座校友講座校友講座：：：：介紹介紹介紹介紹大學課程大學課程大學課程大學課程    為使同學掌握大學課程資料，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校友會，邀請多位就讀大學之校友，回校為同學介紹各間大學課程內容、收生要求及分享大學生活體驗，詳情如下： 對象： 全體中五、中六、中七同學 日期：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間： 早上九時半至十二時 地點： 本校禮堂 備註： 一、 請穿著整齊校服 二、 未能出席者必須呈交家長信予班主任 

 

數學輔導班  高班幫低班 唔明問到明  基礎重新建 本校為數學能力稍弱同學舉辦「數學輔導班」，課程將因應學生程度設計，以鞏固同學基礎知識，重拾學習興趣，提升對數學的學習能力。課程由數學老師主理，高年級同學協助，以提升互助的學習氣氛。數學輔導班的詳情如下：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學生導師 中一 Day 6 15/11 23/11 2/12 10/12  4E 中二 Day 2 9/11 17/11 25/11 6/12 14/12 4F 中三 Day 3 10/11 18/11 26/11 7/12 15/12 5E 中四 Day 4 11/11 19/11 30/11 8/12 16/12 5F 中五 Day 5 12/11 22/11 1/12 9/12 17/12 6B 學生成員 ： 根據上學期測驗結果，由數學老師揀選，將會另行派發家長信。 上課時間、地點 ： 放學後 4：00p.m. – 5：15p.m.，本校 501 課室。 注意事項 ： 學生因事未能出席，必須向數學老師請假並辦妥手續。 如有查詢，請聯絡本校數學科科主任廖啟成老師。 

 

「「「「逍遙網樂逍遙網樂逍遙網樂逍遙網樂————————認識互聯網認識互聯網認識互聯網認識互聯網」」」」家長工作坊家長工作坊家長工作坊家長工作坊    學校社工將於 2010年 12月舉辦「逍遙網樂——認識互聯網」家長工作坊，希望讓中一、中二家長認識互聯網，知道青少年使用電腦的習慣，打破數碼隔閡，達致更和諧的親子關係。活動詳情如下： 內  容  ： 建立電子郵件、MSN、facebook 的運用、搜尋生活資訊等等 日  期  ： 2010年 12月 11日（星期六） 地    點： 王少清中學 時  間  ： 上午 9:30 –12:00 名    額： 12 名 對  象  ： 中一及中二學生家長（對使用電腦有基本認識） 費  用  ： $20（完成課程後可獲全數退回） 負責社工： 黃美芝姑娘（查詢請電 2417 9014） 報  名  ： 填妥下列之回條，並於 11月 17日前將回條及費用交班主任轉交學校社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回回回回      條條條條 】】】】 （回條請於11月17日前交回班主任轉交黃姑娘） 

  本人（* 願意 / 不願意）參加 貴校所舉辦之『同闖風雨少年路 — 家長小組』（*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生姓名：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備註：參加小組活動之家長將以電話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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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科講座世界歷史科講座世界歷史科講座世界歷史科講座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五選修世史同學務必出席五選修世史同學務必出席五選修世史同學務必出席五選修世史同學務必出席 為了讓修讀新高中世界歷史科的同學對新課程有更深入了解，現特邀香港考評局評核發展經理楊穎宇博士時到校演講，所有中四及中五世史組同學均須出席，詳情如下： 講座名稱 講者 參與班級 日期/時間/地點 負責老師 新高中世史課程（校內評核） 

香港考評局評核發展經理楊穎宇博士 

S4 History 
S5 History 

19-11-2010下午 4時至 6時 英文室 
黃偉文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OLEOLEOLEOLE 好節目好節目好節目好節目────渣打渣打渣打渣打藝趣嘉年華藝趣嘉年華藝趣嘉年華藝趣嘉年華    濟濟一堂做義工濟濟一堂做義工濟濟一堂做義工濟濟一堂做義工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每年都會在維園舉辦嘉年華，目的是推動青年人發揮創意， 活動包括：免費的藝術攤位、巡遊等。我校今年有六十多位中四同學參與義工 服務，其他同學亦可免費到場參與活動，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11月13及14日（星期日） 地點： 維多利亞公園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 交通： 自行乘地鐵，於銅鑼灣站或天后站下車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林禮賢老師（24140157）。 

 

「「「「蘭桂坊蘭桂坊蘭桂坊蘭桂坊ｘｘｘｘ關懷愛滋慈善大行動關懷愛滋慈善大行動關懷愛滋慈善大行動關懷愛滋慈善大行動」」」」2010201020102010    一年一度的盛事「蘭桂坊ｘ關懷愛滋慈善大行動」將於2010年11月12日至14日舉行，並擬於11月12日揭幕，為多采多姿的慈善嘉年華活動打響頭炮。今年「關懷愛滋」除了包辦三個攤位遊戲外，亦會於嘉年華期間進行義賣及街頭籌款。我校今年有八十多位中四同學參與義工服務，其他同學亦可免費到場參與活動，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11月13及14日（星期六、日） 地點：中環蘭桂坊 時間：下午1時至下午7時 交通：自行乘地鐵，於中環站或香港站下車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趙懷信老師（24140157） 

 

畢業典禮安排畢業典禮安排畢業典禮安排畢業典禮安排    本校訂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正，在禮堂舉行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度畢業典禮，恭請校友包偉源先生（新世界中國地產財務總監）擔任主禮嘉賓。 屆時除有授憑及頒獎儀式外，還有本校同學的表演，歡迎家長蒞臨觀禮。茲列各級回校安排如下： 中一至中三級：不用回校不用回校不用回校不用回校（參與表演及領獎的同學則必須出席，此部分同學將獲另函通知） 中四至中七級：全部同學出席全部同學出席全部同學出席全部同學出席（回校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於當日上午九時十分前回校。） 
F.1 至 F.7 工作人員及紀律部隊（由負責老師另函通知） 註：(1) 同學凡因病或因事請假，必須出示有關證明文件。 

(2) 來賓請於典禮前十五分鐘入座。 

(3) 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為畢業禮補假。 

請家長填寫以下回條並於十一月十六日前交回請家長填寫以下回條並於十一月十六日前交回請家長填寫以下回條並於十一月十六日前交回請家長填寫以下回條並於十一月十六日前交回，，，，以便統籌辦理以便統籌辦理以便統籌辦理以便統籌辦理。。。。無論出席與否無論出席與否無論出席與否無論出席與否，，，，都必須交回條都必須交回條都必須交回條都必須交回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畢畢畢    業業業業    禮禮禮禮    回回回回    條條條條    （請各班班主任收齊回條並於十一月十七日前轉交關小姐）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_ 本人知悉畢業典禮事宜；並囑咐敝子弟按安排出席。而本人將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    無暇出席無暇出席無暇出席無暇出席    貴校的畢業典禮。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出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