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旬》第二三六期                             第一頁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 
校長的話︰「大學站」是中轉站，還是終點站？校長的話︰「大學站」是中轉站，還是終點站？校長的話︰「大學站」是中轉站，還是終點站？校長的話︰「大學站」是中轉站，還是終點站？ 春秋時代，魯國有一個駕御馬車的能手，他的名字是東野華。他能使馬車快如利箭穿空，拐彎既迅速又穩定，魯定公對他十分欣賞。有一天孔子的學生顏淵陪伴魯定公觀賞東野華在廣場上策馬飛馳。一陣塵囂掠過他們面前，待捲起的沙霧散去時，馬車已成遠方盡處的一點，如果從天上俯瞰，那景象直如一顆流星劃過天際。在人人均嘆為觀止時，顏淵卻說︰「別稱讚得這麼早，那不停地鞭打著馬屁股的傢伙，雖然現在很威風，但很快就要摔下來噢，瞧著看吧。」所謂伴君如伴虎，顏淵說了如此掃興的話，如果他的預言並沒成真，很可能就要受罰，甚至性命堪虞了。不消多久，只聽遠方傳來一聲慘烈的馬嘶，窮目眺望，是一團黃塵在沸沸揚揚。「東野華先……生的馬車不知為何翻倒了。」士兵慌張回報。顏淵料事如神，一語成讖，但一個駕車高手為何會落得如此下場？先賣個關子。現在我想先說說一個時事熱話，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蔡美兒教授，因提倡嚴苛管教才能使子女成才而得「虎媽」綽號，並出版了一本書大談心得，成為輿論焦點。最近我國也出了一位「狼爸」，四名子女的成績要是不合要求，他就會用藤條或雞毛帚狠狠對付，因為「痛才能記住」；又不准他們看新聞以外的電視節目；而子女要到同學家，甚至要申報該同學在班中的「職務」以至成績，更須班主任簽署，比政治部的審查更嚴密。《1984》有「Big Brother」，「2011」則有「Big Father」。如此嚴厲，要他們犧牲無拘無束的童年及社交圈子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他們成為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狼爸對此「成功之道」深信不疑，是因為他那廣東省第八名和入讀暨南大學的資格，也是由媽媽「打出來」的。只是如果那屆考試的頭七名考生，一直以來也不須受這皮肉之苦，那麼這第八名，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呢？  入讀一所名牌大學，固然值得高興，也並不是非份之想，但那只應是悠悠人生旅程中的一個中轉站，而非終點。試問我們會僅僅為了比別人更快到中轉站，就扔掉所有的行李，而使自己陷入無以為繼、進退維谷的困境嗎？一張證書，是入場券；大學畢業，往往才是開始。在社會中有所成就，創造力、親和力、抗逆力、毅力等等個人素質更加關鍵，而這些均須在成長階段逐步建立。當這些根基紮實，青少年才正式成為一個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一張亮麗的大學畢業證書就是成功？那無疑是狹獈的思想。人，除了是事業人、工作人，更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人，需要安全感，需要被愛的信心及愛人的勇氣，又需要自尊，也需要一個群體的位置，受人重視，以至自我實現的成功感。可惜的是，廿年過去，「狼爸」把子女的成長經歷，以至一個人的心靈需要均剝奪掏空。把子女送到中途站，卻把他們寶貴的行李全部扔掉了，他們日後如何自處？  身為家長，又身為校長，我當然想自己的子女和學生，能踏入歷史悠久的學術殿堂，一窺堂奧，學有所成。但是，對待子女和學生，我們又是否必須「如狼似虎」，只知嚴苛斥責，急於求成？我一向深信傳道授業如醞釀美酒，需要耐性和時間發酵。因此，老師在傳授知識時力求陶冶，讓同學接觸該學科有趣的一面，啓發興趣；培養品德，重視感化，關心學生感受，以良善的心靈和正直的言行作楷模，使他們樂於仿傚，成為一個端莊的、才德兼備的知識份子。當然，注重學生的自發性，不代表對學生放任自流，因此我們設立校規，作為同學的指引。學生守規，除了因恐怕遭受處分，亦體會師長的苦心，將之內化，學會與人協調步伐，磨稜削角，與其他同樣具不同個性的人和衷共濟，融入群體。學生在校守規，步出社會，也將受人歡迎。我們樂見這些衷願都能實現，王少清的學生的淳樸敦厚，在社區一向聞名遐邇。  如以東野華的故事作比喻，東野華是老師，車子就是教材及設施，而馬匹就是學生。如狼似虎般狠加鞭策，當然能令馬匹當下健步疾行，一日千里；但若以此急進的方式，長驅萬里，御車者縱為高手，軒軸為鋼石之材，赤兔的驢卻只不過是血肉之驅，終究會筋力耗盡，不支倒地。狼爸教子與東野華御馬的故事，有著共通的教育意義，值得我們反思師長如對學生不循循善誘、缺乏關愛，學生又豈會欣然受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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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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每月年創刊，逢每月年創刊，逢每月年創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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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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假期自修室安排聖誕節假期自修室安排聖誕節假期自修室安排聖誕節假期自修室安排    (21/12/2011 –2/1/2012 公眾假公眾假公眾假公眾假期除外期除外期除外期除外) 

 

 

 

 

 

 

 

 

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    

19/12（星期一） 
班際聖誕聯歡日班際聖誕聯歡日班際聖誕聯歡日班際聖誕聯歡日 (Class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聯歡會在課室進行至中午 

12:00 結束，下午為Music Day綵排，同學須按指定時間出席。 

2. 拍攝班相：時間由上午 8:30 開始至中午 12:05 結束。請各班按通告之指定時間到禮堂集合。 

20/12（星期二） 
音樂比賽音樂比賽音樂比賽音樂比賽 (Music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比賽約在下午 4:00 完結。 

21/12（星期三）至 

2/1（星期一） 
聖誕及新年假期聖誕及新年假期聖誕及新年假期聖誕及新年假期。 

1月3日（星期二）復課。 

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 時間表已派給各同學，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勤加溫習。 
 

�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同學應詳閱考試時間表及按時回校應考，當天考試的科目如學生不須應考，則不用回校。 

2. 同學必須在每科考試前15分鐘到達試場，宣佈開考後始到達者均視作遲到。 

3. 考試期間，凡遇天氣惡劣，同學應留意電台廣播；除非當局或校方有特別通告，所有考試均按原定之日期及地點舉行。受天氣影響未能如期舉行之考試，校方將另行通知舉行日期及地點。 

4. 因病缺席考試的同學，須出示醫生證明；因事缺席考試，必須要有充分理由，校方始考慮予以補考；補考日由校方安排，得分按規定調整。無故缺席者，不獲安排補考，並交訓導處處分。 

4/1/12-21/1/12 （中六） 

 

9/1/12-19/1/12 （中一至中五） 

中七同學中七同學中七同學中七同學於其他班級於其他班級於其他班級於其他班級考試期間照常上課考試期間照常上課考試期間照常上課考試期間照常上課（上午 8:10 前回校） 

 

有關中四級同學出席「冬季派發滅罪宣傳品」活動有關中四級同學出席「冬季派發滅罪宣傳品」活動有關中四級同學出席「冬季派發滅罪宣傳品」活動有關中四級同學出席「冬季派發滅罪宣傳品」活動 
中四全級同學將於本月 17 日出席「冬季派發滅罪宣傳品」活動，活動詳情請見下表，並已另發

家長信作正式通知，敬請留意： 

活動名稱 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辦 

「冬季派發滅罪宣傳品」活動 

日  期 12 月 17 日﹝星期六﹞ 

地  點 荃灣沙咀道遊樂埸 

集合時間 上午 9 時 45 分 

集合地點 本校有蓋操場 

散隊時間 約中午 12 時分 

散隊地點 荃灣沙咀道運動埸 

服 飾 校服 

負責及帶隊老師 程兆麒老師及中四級各班主任 

 

同 學 須 穿 着 整 齊 校 服 ,  自 修 室 內 嚴 禁 飲 食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全校學生全校學生全校學生全校學生 

開放課室開放課室開放課室開放課室: 

中文室、中文室、中文室、中文室、101、、、、  

102、、、、103、、、、104 

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星期一至六星期一至六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公眾假期除外公眾假期除外公眾假期除外) 

9am-4: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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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校慶長跑校慶長跑校慶長跑校慶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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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同學當天需穿著整齊 

運動服回校(社衣、黑色長運動褲)，當日的安排及長跑路線如下： 

 

 

 

 

 

 

 

 

 

 

 

 歡迎家長到場參賽或替健兒打氣，有興趣參與的家長請致電 2414-0157，請與本校關小姐聯絡。 
中三通識工作坊中三通識工作坊中三通識工作坊中三通識工作坊————消費文化考察報告講座消費文化考察報告講座消費文化考察報告講座消費文化考察報告講座    

為提升同學的獨立探究能力，通識科今年安排全級中三同學參與由消委會主辦的「消費文化考

察報告」比賽，並邀得消委會講者來校舉辦工作坊，指導同學學習撰寫專題報告的技巧，詳情如下： 

日期 2011 年 12 月 21 日（學校聖誕假期第一天）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 本校課室 301、302、303、304、305 

形式及 

集合時間 

全日工作坊將分為兩節， 

每節一小時三十分鐘，中段設有午飯時間（12:30 – 13:30） 

請同學準時於兩節工作坊開始前十五分鐘回校點名（分別為 10:45 及 13:15） 

費用 全免 

是日為通識科上課日，學生因事未能出席事後請補交請假信，無故缺席則作曠課論。學生是日

須穿著整齊校服，及帶備所需用品（文具及綠色習作簿）回校。 

【作家班活動】【作家班活動】【作家班活動】【作家班活動】 
主    講 甄拔濤先生 集合地點 中環大會堂（低座大堂票房，即城市電腦售票處） 

主    題 考察中環古今歷史現場 解散時間 下午五時正 

活動名稱 ＜忘掉課室上街去＞ 解散地點 中環街市 

活動日期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日（Sat） 

集合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 

參觀路線 中環大會堂→舊立法會大樓→佔領中環現場（匯豐銀行總行）→ 中環行人電梯→ 域多利監獄 → 甘棠第（中山紀念館）→中環街市 

各級上課及比賽時間 級別 時間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七 第一至三節 上課 第四至五節 11:40-12:05 11:25-11:40 10:55-11:25 

上課 第六至八節 英文科電影欣賞(禮堂) 13:30 – 15:30 13:30-13:50 13:50-14:20 14:20-15:10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 上午十時三十分 本校操場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下午一時十分 西鐵站外空地 中五及中六七中五及中六七中五及中六七中五及中六七 下午一時三十分 西鐵站外空地 

舉行時間舉行時間舉行時間舉行時間 中一至中三（第四至第五節） 中四至中七（第六至第八節） 

中一至中三級午膳時間 上午中一至中三級已完成賽事並由班主任核實人數後之班別可自行解散，午膳後一時三十分回校集合。 

頒獎典禮 下午 3時 30分全體同學到禮堂出席頒獎禮。放學時間將順延至約下午 4時 15分。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惡劣天氣安排 如比賽當天天氣(天雨或氣溫過低)不適合比賽，各同學需以正常上課時間表上課。請各同學留意比賽前一天校方宣布，一切以 12月 15日校方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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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4444 students’ sharing students’ sharing students’ sharing students’ sharing after  after  after  after spenspenspenspendingdingdingding a day with the Singaporeans a day with the Singaporeans a day with the Singaporeans a day with the Singaporeans    
 

 

 

 

 

 

 

 

 

 

 

 

 

 

 

 

 

 

 

 

 

 

 

 

 

 

 

 

 

 

 

 

 

 

 

 

 

 

 

 

 

 

 

 

 

 

“I think that it was a worthwhile and unforgettable

day for me because I could learn to talk with 

others in English well. I feel very glad as they 

were very nice to us and they gave us some 

souvenirs from Singapore which were very 

beautiful. I hope I can go to visit Singapore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traditions too!”              Chiu Chun Ho 4EChiu Chun Ho 4EChiu Chun Ho 4EChiu Chun Ho 4E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to learn to be 

a host and practice my English to 

communicate to the foreign people. The 

unexpected thing was the two students from 

Singapore taught us their languages and I have 

learnt the Malay of words “chicken” and 

“rice”.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day and my two 

new friends.               Lee Wing Ki 4ELee Wing Ki 4ELee Wing Ki 4ELee Wing Ki 4E 

The night before they came to our school, I felt so nervous. 

Would they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Would they know how 

to speak Cantonese? What would they look like? There 

were so many questions in my mind that night. I worried 

that they could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and I wouldn’t 

know what they said or they wouldn’t know what I told 

them. What should I do?              Ching Man Kit 4EChing Man Kit 4EChing Man Kit 4EChing Man Kit 4E

After lunch, we had to go out of 

school with them and this was no 

doubt the most fantastic part of the 

whole trip. We went to many 

different places in order to let them 

know more about Hong Kong culture 

and our normal life. We took the 

MTR and Star Ferry and went to IFC 

and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Leung Yi Wah 4ELeung Yi Wah 4ELeung Yi Wah 4ELeung Yi Wah 4E

Finally, Elda and Fara gave 

us a pen and a key ring as 

souvenirs. I love these very 

much. When we needed to 

go, I was sad and I missed 

them. Although we stayed 

together a day only, I still 

missed them! It was a 

wonderful trip and 

experience and I hope that I 

can have more activities like 

these and my English level 

will improve.  

Cheung Cheuk Hang 4ECheung Cheuk Hang 4ECheung Cheuk Hang 4ECheung Cheuk Hang 4E

It was a great day for me 

to practice my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and 

improve my confidence. I 

have not been to 

Singapore so I hope I can 

go there to have a trip one 

day.   Cheung Tsz Hin 4ECheung Tsz Hin 4ECheung Tsz Hin 4ECheung Tsz Hin 4E

After my English teacher told us that 

we were hosting the Singapore 

students, I was very nervous at first 

because I had never been the host and 

I didn’t know what I had to do.. After 

taking a look at the schedule of that 

day, I was relieved and delighted —

we could have a free day with the 

Singapore students. What a big 

surprise!         Yung Siu Lam 4EYung Siu Lam 4EYung Siu Lam 4EYung Siu Lam 4E 

During our conversations, 

I found that they are nice 

and it was not as difficult 

as I thought before to chat 

with them. Although their 

English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ours, I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t. Very quickly,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well and we soon became 

friends.   Liu Tsz Yan 4ELiu Tsz Yan 4ELiu Tsz Yan 4ELiu Tsz Yan 4E 

I wish we could meet again 

if there were any chances to 

meet them. We exchanged 

our e-mail and Facebook 

accounts. I believe that even 

though now we a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e can 

still keep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It was a 

meaningful and enjoyable

trip. What a great 

experience to talk to the 

overseas students!  

Au Lok Ching 4EAu Lok Ching 4EAu Lok Ching 4EAu Lok Ching 4E

At first, l thought our teammates 

were older than us but it turned out

that they were two lovely girls who 

seemed a lot younger than us 一 by 

about 5 years. At that moment, I felt 

very stressed and perplexed since I

am not good at getting along with 

children and they are sometimes very 

naughty and difficult. However, they 

weren’t like what I had anticipated. 

They were cooperative and obedient 

as they didn’t complain about 

walking for a long distance. 

Ting Ping Fai David 4ETing Ping Fai David 4ETing Ping Fai David 4ETing Ping Fai David 4E

*F.5’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following iss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