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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 虎歲學藝創佳績虎歲學藝創佳績虎歲學藝創佳績虎歲學藝創佳績  兔年校務啟新程兔年校務啟新程兔年校務啟新程兔年校務啟新程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藉此新春佳節我謹代表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向為學校發展，鼎力支持、不遺餘力的校董，默默耕耘、無私奉献的全體教職員，刻苦學習、發奮求進的同學及關心子女、無微不至的家長送上最摯誠的祝福！ 

 

虎年回顧虎年回顧虎年回顧虎年回顧 一年之計在於春，春節是一個讓我們檢討過去，策劃未來的好時機。在過去的 一個學期，我校師生同心戮力，在學術和課外活動上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英語授課成績驕人英語授課成績驕人英語授課成績驕人英語授課成績驕人 在本學年最振奮人心、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事，莫過於本校獲教育局批准，從今學年起，中一五班全數開辦英語授課班。而本校在去年度會考英文科合格率高達 100%。更有三位中六同學，品學兼優，獲頒發「交通銀行慈善基金中學生獎學金」，可喜可賀！ 

校際朗誦擊退強敵校際朗誦擊退強敵校際朗誦擊退強敵校際朗誦擊退強敵 我校學生的才華不單表現在學術上，在課外活動方面亦同樣出色。在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比賽中，共囊括了「九冠、十二亞、七季」，合共 28個獎項，成績斐然！其中英文原創劇「What a Mess」更以 86分高分，擊退一眾著名英中，榮獲冠軍。中一丙班同學亦於粵語散文集誦比賽，榮獲「第 6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盃，令師生歷時兩個多月的辛勞得到回報。 

田徑籃球屢奪冠軍田徑籃球屢奪冠軍田徑籃球屢奪冠軍田徑籃球屢奪冠軍 我校學生「靜如處子，動若脫兔」，在體育活動方面亦屢獲殊榮。本校女子丙組田徑隊於荃灣及離島區學界田徑比賽個人獎項方面勇奪三金二銀一銅。女子籃球隊更獲「迎亞運荃灣區青少年籃球比賽」公開組冠軍。男子籃球代表也不甘後人，在國慶盃三人籃球邀請賽中，奪取男子初級組冠軍。 

關心社會全情投入關心社會全情投入關心社會全情投入關心社會全情投入 本校一向重視提倡關愛文化，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有關活動。五位同學參加了由社會福利署及各安老服務機構合辦，宣揚敬老文化的「關愛長者」標誌及口號創作比賽。同學的作品出色，獲得評審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和插畫家阿虫先生青睞，在約三千份作品中脫穎而出，奪得冠軍及多個優異獎項。 作為社會棟樑，我校學生既專注學業，亦懂得關心社會，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三名中五同學憑着優秀的文筆，入選第十四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獲邀報導香港的重要新聞和訪問著名人物。其中兩項活動的報導已刊登於近日的報章上。為了支持環保，中五級甲班王蘊賢同學於去年七月參加了仁愛堂主辦的「南極野外長征計劃」。最後，脫穎而出，成為 15名「卓越極地保育大使」之一，得到全額資助，於去年十二月遠赴南極作十八天的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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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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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前瞻兔年前瞻兔年前瞻兔年前瞻 回首舊歲，看見師生共同建立的成果，我們對本校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展望兔年， 我們將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定當全力以赴，為同學們締造優良的學習環境。 

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 為了成為一所實至名歸的英文中學，我們必須為同學創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提高他們的英語能力和興趣。除了依靠日常課堂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活動外，我們將增加課堂以外讓同學接觸和運用英語的機會，除原有的活動，我們還增設英語角、優化圖書館的閱讀環境、增購英語圖書、成立工作小組，協助推行英語政策和措施，並將每周的星期五定為英語日，務求進一步提升同學的英文能力及創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 

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 順應適齡學生人口下降的契機，本校經過諮詢各持份者的意見，決定參加教育局提供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以便獲得更充裕的空間及教學人力資源，提升教學效能及更妥善照顧學生之個別差異。同時能讓區內學校繼續服務不同需要之學生。 

落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落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落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落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為配合校本管理措施和建立自我評估的文化，我們會積極落實 2010-13學校發展計劃，實踐（一）提升學生使用英語學習的能力、（二）實現新高中課程願景、（三）鞏固和優化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計劃、（四）強化價值教育，培養良好品格四個重點關注項目，並按時評鑑各項工作的質素及表現，以促進本校的自我完善及持續發展。 

建立健康關愛校園建立健康關愛校園建立健康關愛校園建立健康關愛校園 為了達到以上目的，我們希望建立一個著重營造健康環境，發展學生健康生活習慣的校園。同時，透過相關的措施及政策，提倡關愛校園文化，推崇互相尊重和平等關愛的價值觀，照顧各持份者包括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的需要，讓他們能夠在充滿愛與關懷的校園氣氛下學習、成長與工作。 最後，再次敬祝各位兔年萬事如意，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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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考試全級首上學期考試全級首上學期考試全級首上學期考試全級首 20 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 

First Term Examination Top Twenty List  名次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1 楊樂宜 梁可明 盧逸晴 郭豫聲 張潁詩 朱鴻城 
2 余凱鈞 王婉姍 張楚君 陳尚智 蘇卓 周智弘 
3 關佩慈 鍾志誠 張齡茜 陳燕萍 陳家雯 袁嘉彩 
4 林  榕 王竹影 林倩冰 卞韋雄 鄭俊豪 鄭博文 
5 陳稀菊 蔡浚明 葉  青 林嘉兒 梁可茵 潘  君 
6 黎詠心 陳愷怡 梁懿華 黃子浩 潘嘉渝 蔡美婷 
7 陳逸天 梅曉澄 周貝怡 郁美美 胡珮慧 張柏鋮 
8 申洛禎 鄭詠恩 朱鴻財 陳家汶 林麗欣 梁浩強 
9 廖健汝 陳青 翁聖業 鄭瑜瑋 何輝輝 李銘揚 
10 葉天朗 林俊彥 陳誦升 楊日寧 王嘉韻 陳蕙瑜 
11 玲  笙 梁筠羚 劉卓非 朱俊杰 林紹坤 
12 張凱琳 唐志杰 羅家浩 李維泰 林青怡 
13 楊巧欣 許詠琛 區樂晴 馮緯彤 梁惠敏 
14 黃嘉俊 鄭樂遙 朱梓柔 繆俊熹 梁麗笳 
15 李衍頤 范家歡 黃  嵐 李文俊 葉志輝 
16 陳施穎 張文懿 陳俊亨 董柏延 石浚霖 
17 何晉傑 馮縈瑋 鄭嘉杰 柯培偉 蔡瀚霖 
18 曾明春 丘柏勤 廖紫恩 莫昕皓 梁懿澄 
19 陳智朗 梁紅珊 林冬怡 姚賴嫦 管  彬 
20 吳宜婷  卓欣宜 李穎琪 關建進 洪穎琪 鄒安貽 

 



 

 

 《清旬》第二一五期                             第三頁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社際戲劇比賽延期舉行社際戲劇比賽延期舉行社際戲劇比賽延期舉行社際戲劇比賽延期舉行    原定於 2011年 2月 25日下午舉行的社際戲劇比賽要延期舉行，新安排如下： - 2月 25日（星期五，Day 5）：取消社際戲劇比賽，全日照常上課 - 3月 4 日（星期五，Day 4）：上午照常上課，下午舉行社際戲劇比賽，全校學生出席  
參加寸心行動參加寸心行動參加寸心行動參加寸心行動        救助貧困同胞救助貧困同胞救助貧困同胞救助貧困同胞    本校參加了由寸心行動基金和中國綠化基金會合辦的寸心行動，將會在學校門口置放捐款箱，鼓勵同學在農曆新年過後，捐出利是錢或零錢幫助仍在為生活勞碌的祖國同胞，養成關心他人、樂善好施的良好品德。 在中國大陸仍有很多人受到天然環境影響，未能維持生計，更遑論接受教育。所以是次活動主要為這些同胞籌款，不求善款數量，但願集腋成裘，幫助他們擺脫世代貧困的命運。籌得善款會捐往西北八省的指定教育、扶貧項目；其餘則捐往突發賑災。謹此邀請同學踴躍捐款，為祖國救難扶貧工作出一分力。 

 

恭喜同學入選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恭喜同學入選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恭喜同學入選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恭喜同學入選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於 2008年成立，為具備卓越才華的學生提供有系統、富連貫性及具挑戰性的校外培訓課程，以及實踐資優教育和推廣理念。 早前本校提名多位同學參與「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的課程，經過筆試及面試等，下列同學由於下列範疇表現出色，獲選成為學院成員。同學可以學員身份報讀由學院舉辦的各項課程；除了可以在所屬範疇內繼續挑戰自己，更可報讀其他範疇課程，全面提升個人學習能力。 

 人文學科︰ 管 彬（5F） 

 數    學︰ 黃子浩（4F） 施偉杰（4F） 陳尚智（4F） 

 科    學︰ 郭豫聲（4F） 何輝輝（5E） 恭喜以上獲選同學，祝願各位同學在參加課程後能有所得著，更上一層樓！ 

 

作家班下學期導師簡介作家班下學期導師簡介作家班下學期導師簡介作家班下學期導師簡介    作家班課程在下學期仍會繼續培養小作家，並有幸邀得作家謝傲霜來校教授中文寫作。以下是導師簡介： 香港作家、編劇，香港大學文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系榮譽學士，97 年始撰寫並出版多本著作、舞台及電影劇本，作品範疇廣泛，包括文化評論、散文、新詩、小說等，稿件亦見諸各大報章雜誌，如明報、香港經濟日報、香港文學、字花、小說風等。曾於 Hong Kong Standard及香港經濟日報任職記者及編輯，及後於中學任職圖書館主任，並任教中外文學名著導讀、高中通識多年，現職為自由撰稿人。 無字不歡，沉溺於幻想而不能自拔。酷愛自然，對不公義之事尤為憤慨。曾出版作品包括文化評論《愛情廢話》、《香港情書》、《廣告熱賣》（與馬傑偉合著）、《音樂敏感地帶》（與馮應謙合著）；詩集《在霧裏遇上一尾孔雀魚》；劇作《失戀大發現》、《時間交易》；小說《一半自己．曲戀癲癇症》、《耶穌 13 門徒》等。《香港情書》、《廣告熱賣》、《音樂敏感地帶》及《耶穌 13 門徒》均曾入選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六十本好書之一。 曾獲獎項及榮譽：香港學校戲劇節 2007-2008劇本創作獎 曾帶領學生獲獎：第四屆大學文學獎 2007-2008「少年作家獎」 獲邀主講 講 座 ：採訪和寫作經驗談（嶺南大學） 新詩創作坊（聖母玫瑰書院） 作家、故事人特工隊（迦密梁省德學校） 「謝傲霜刃口邊的徘徊」 文匯報  2008年 7月 7 日  「倒向刀鋒的某一邊 — 謝傲霜《耶穌 13 門徒》」  文匯報  2008年 6月 30日  「愛信仰」  明報  2008年 6月 23日  「你可能忽略：但不應忽略的十本書」  明報  2007年 7月 18日  

獲報章雜誌訪問：
「WOMEN 你，快樂嗎？」  明報  2007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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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團隊領袖生團隊領袖生團隊領袖生團隊參訪上海世博交流有感參訪上海世博交流有感參訪上海世博交流有感參訪上海世博交流有感    去年暑假，本校領袖生團隊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上海世博參訪與交流團」，在長三角展開了五日四夜的難忘旅程。同學都把握這次機會，認識中國城市發展概況和欣賞當地風土民情。且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反思： 經過五天的旅程，我對上海、自身的感覺變了。 也許是因為我在小時候曾到過上海，我在此旅程前已有了對上海的基本概念——認定上海還是比香港低一級、上海的發展仍比香港遜色。但事實上，經歷了五天的上海長三角之旅後，我發現以往那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上海不再是以前那個只有浦西發達，其餘落後的城市；不再是以往那個只有外灘美麗，其餘古舊的城市；不再是從前那個排名在香港之後，仍需努力追趕的城市。而是蛻變成一個獨當一面、發展完善的國際金融大都會，一個足夠超越香港、甚至其他國際城市的現代大都會。 作為香港居民，看過上海那種驚人的、急速的、又同時令人家羨慕的進步，心裡深處總是有點兒不是味兒。但，想深一層，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自己國家的城市進步，心情又突然由谷底急升至山頂，開始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和光榮。然而，這種感覺、心情是以往沒有感受過的。 我想，這也許就是新的國民身份認同吧。 伴隨著國民身份認同的轉變，我發現自身的人生觀也有改變。五天前，我認為人生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同學，進大學是奮鬥的終點；五天後，我發現人生的競爭對手是全世界，進大學是奮鬥的起點。 總括而言，經過五天的旅程，我對上海、自身的感覺變了。 

F. 5F 鄭俊豪 五日四夜的「上海世博參訪與交流團」終於在同學的依依不捨下拉下了帷幕。 甚少踏出香港的我，對能一訪世博風采及感受當地文化氣息雀躍不已；而隨團的部分同學雖在年幼時曾到訪上海，卻畢竟年紀太少，印象並不深刻。故今次我跟同學都萬分感謝教育局及副辦機構的悉心的特別安排，讓同學能享受到貴賓式的舒適待遇。 這次跟隨丙團——長三角城市規劃與發展之旅，有機會到上海及蘇州的多個名勝參觀，比方上海臨港產業區、飛機製造有限公司，蘇州古運河、拙政園及蘇繡博物館，少不了當然還有是次參訪團的主題目的地——上海世博園，見識了國家悠久的文化特色之餘，更親眼目睹了國家現今發展之迅速。 眼下普羅大眾都在比較長三角與珠三角，更甚的是不少學者談及上海跟香港的比較時，認為其繁榮幾可媲美堪譽「東方之珠」的香港，而以上海現今發展之快，又借其天然水陸交通之便，超越香港更是指日可待。耳聞果不如目睹——高廈林立、道路縱橫交錯如網織，而且亦有不少規劃中或建築中的現代高樓、商廈，相信以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以及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崛起的經濟及旅遊發展，絕對是獨當一面的國際金融大都會；反觀香港卻給人一種停滯不前之感，加上又有土地不足人口密集之窘，擔憂國內城市崛起的挑戰亦不無道理。 是次參觀，印象深刻的是世博園區之大、展覽館建築的宏偉，還有對教育局及副辦機構的悉心安排和世博園區內的自願工作人員感到難忘，尤其是參觀中國國家館一環中，教育局及國家為參訪團提早開放展覽館，又有隨團專業導遊為同學講解及介紹，讓參觀同學都不需受擁擠之苦，舒適的觀賞及取得豐富的資料。 此外，在偌大的世博園區內訪問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體驗——起初擔心遊客及工作人員在悶熱的環境下，會不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加上是次訪問對象是來自蘇滬兩地的人，怕會遇的不多。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訪問相當順利，受訪者亦友善隨和，為我們不清楚的現況補充了不少。過程當中少不了的還有認識了不少健談的領隊老師及自願工作人員。 惟一感到失望的，是學校與學校之間的交流不多，而且大部分的參觀活動略厭有點兒走馬看花，深入了解的時間並不多。幸而有隨團的金老師和高老師為同學作很多豐富的資料補充，為同學提供了不少相關的歷史知識和現今發展狀況，更暢談上海及香港兩者之間彼此的優越，獲益匪淺。 最後在此，再次衷心感謝教育局和有關機構的悉心安排，更感謝的他們對每一位同學都關懷備至。雖然是次交流團規模過大，大得接待單位都難以承受、控制，但他們仍為每一位同學安排周到，使同學都能走進國內城市及世博會探討、考究，並欣賞祖國的文化精髓，增加了同學們對祖國發展道路的認知。相信隨團參觀的同學，包括我，亦衷心的希望往後會有類似的交流活動，讓同學有更多機會了解我們發展一日千里的祖國。 
F. 6B 朱鴻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