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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二零一二多挑戰，飛龍追日闖新天二零一二多挑戰，飛龍追日闖新天二零一二多挑戰，飛龍追日闖新天二零一二多挑戰，飛龍追日闖新天    有云一年之計在於春，龍年將至，是時候展望來年的形勢，及早籌謀預備，以克服挑戰，把握機遇。 來年的挑戰，是一浪接一浪的。新高中學制才第二年實行，往年雖運作平穩，但始終實施經驗尚淺，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展望來年將有更大的空間，優化完善，令學生得益。新高中文憑試亦逼在眉睫，它應為師生心中最大最高的浪頭。只要看過文憑試樣本試題，都會發現其設計與考核內容，愈趨新穎，且貼近世界潮流，考生不但要具創意及分析力，還要有與時並進的視野。而要有所創見，自成一家之言，往往需豐富知識、靈活思維，這些都極須平日的累積與訓練，不能一蹴而就。以往應付公開試，學生可能只須單單夠「勤力」就游刃有餘，但現在更須「閱歷」與「創造力」，難度更大。惟人總是遇強愈強，嚴格的考核也是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的動力，相信我們也不願見到十幾年的教育的成果，是訓練出一個個只精於埋首教科書及答題，而對世情人事一無所知的書生。 新高中的挑戰，除了在於教學與考核，還在大學學額的激烈競爭。三萬餘末屆中七生和七萬多名首屆新高中學生，都在今年參加公開試，分別爭奪各一萬五千的資助大學學位。而文憑試考生的入讀大學率，只有約兩成，競爭趨白熱化。可幸是現時升學門徑眾多，我們除了盡力令學生從狹窄的文憑試場門戶中，擠身大學殿堂，還會積極提供更多升學資訊，讓他們有第二手準備，展望寬闊的升學藍海。 挑戰，也來自社會變化。香港人口減少，帶來了縮班殺校的風潮。因此我們參與了「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於本學年只開辦四班中一，其上的級別也將在往後數年順序遞減。雖然我們不願看到有意就讀本校學生「望門興嘆」，但從樂觀處想，就讀本校的學生質素將更高，且更珍惜機會；而班級規模縮小，學校的資源可更充份應用在每位學生身上。「少班」教育，挑戰在於資源的再調配，但調配得當，也能有益於學生。 挑戰，又來自評核與視學。本校分別將於下一個學年迎接教育局的「校外評核」及於本學年的下學期接收「教學語言重點視學」。前者乃全方位檢視稽核本校各方面的工作，後者則重點觀察本校在課堂運用的教學語言及其他相關措施的情況。置身於別人「審視」的目光，無疑會緊張，但逆向地想，我們只須視這些為一個表演機會，繼續貫徹平日優良的傳統，那麼嚴肅的審核者，也將成為歡呼鼓掌的觀眾，如此又何懼之有？ 挑戰，亦來自校政架構的轉變。法團校董會即將成立，由於此乃新猷，所以其設立與運作，對我們尤為陌生。但是只要我們全體同心協力，加上各方友好的支持，相信將運作順利，讓各持份者參與學校的建設，使學校更盡善盡美，並體現民主校政、透明度高的原則，有利於學校的長遠發展。 挑戰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既在校政，也在教學與考核，但這些都是提升「校能」的機遇，我們將加強教學質素及教師培訓，建立更高效的團隊，並舉辦更多交流團及參觀活動，擴闊學生視野，鍛鍊分析力與創造力，並從嶄新的體驗中建立自信，在集體的經歷中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另外，我們將搜集更多升學資訊，為同學開拓多元出路。硬件方面，我們將致力加添更美好的教學設施，例如更新電腦及改建多用途場。 因此，我們對龍年滿懷期待，它將會是我們發光發亮的一年。早前我應邀到各小學主講升中講座，席間很多老師都對我說王少清中學近年的成績節節上升，成為區內家長心儀的名校。我想王少清能脫穎而出，全賴老師團隊深厚的實力，及其不辭勞苦、默默耕耘，願意委身為同學奉獻的精神，而我有幸成為校長，身邊又有如此多有魄力的能師及傑出的學生，也與有榮焉。 歲暮陰陽催短景，舊年將逝，新年將至，在此我願同學作答高考及文憑試時筆走龍蛇，獲取佳績，此後鯉躍龍門，升讀大學，其他同學學業進步，所有教職員身心康泰，龍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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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課日回校安排非上課日回校安排非上課日回校安排非上課日回校安排    

1. 有關週六或學校假期(非公眾假期)回校衣著儀容事宜 

 由於不少同學須於星期六及學校假期回校，本校特重申所有同學必須穿著全套整齊校服或校方

認可之運動服或制服回校，不能混雜（如穿校服而配球鞋等）；髮型儀容要求亦悉照上課日準

則施行（如不得使用髮泥等）。 

2. 在非上課日同學行為一樣受校規規管，犯校規者概受處分；行為優良者獲得表揚。 

3. 考勤方面，各補習班/課外活動老師皆會點名，遲到缺席者均須解釋，曠課者或會 

受罰，家長如須替學生告假，請按手冊所列程序辦理。 

4. 非上課日 -- 週六及學校假期 校園開放時間 (週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有老師負責的學生活動:    9:00 am – 4:45pm 

   沒有老師特別安排的學生活動:   9:00am – 11:45am 

5. 活動範圍 

 有老師帶領的活動 — 同學必須在指定地點活動，不可隨意在校園流連。 

 沒有老師帶領的活動 — 同學只可在地下範圍（有蓋操場及通用場）活動， 

        地下設有男女洗手間，不可以上一樓或以上樓層。 

6.  工友當值地點為學校門口大堂，學校只開放正樓梯供師生使用，以便監察。 

7.  11:45 am 學校會透過廣播系統要求沒有老師帶 

領的同學需要離開學校，五分鐘後工友巡查校舍， 

確保沒有同學違規留校。 

8.  如果學生活動屬於某科組老師安排的，該老師必 

須確保同學在指定地點進行指定活動，並且於指 

定時間安排相關同學離校。 

9. 遇有任何突發事故，請即聯絡學校教職員。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AAAA、、、、BBBB 及及及及 CCCC 班班班班 OLEOLEOLEOLE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活動名稱 “保家衛港” 香港海防博物館互動劇場  (第一次為分組工作坊, 第二次為互動劇場) 日  期 1 月 31 日﹝星期二﹞ 2 月 2 日 ﹝星期四 ﹞ 

(Day II)  地  點 學校 香港海防博物館 集合時間  上午 10 時 45 分 早上﹝稍後通知﹞ 集合地點 學校 散隊時間 約中午 12 時 30 分 ﹝稍後通知﹞ 散隊地點 學校 回校後繼續上課 費  用 
-- 

由校方津貼去程車費， 回程車費﹝$10﹞ 服 飾  運動服 ﹝運動衫及長褲﹞ 負責老師 陳建英老師 

參與「樂施會師生滅貧參與「樂施會師生滅貧參與「樂施會師生滅貧參與「樂施會師生滅貧

利是」收集大行動利是」收集大行動利是」收集大行動利是」收集大行動 2020202012121212在這個歡愉的農曆新年裡，萬家歡樂慶新春之際，很多家庭仍然面對三餐不繼的問題。全球仍有超過 14 億貧窮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每天的收入不足港幣 10 元。樂施會現舉辦「樂施滅貧利是」籌款活動，本校亦為善不甘後人，藉此機會培養本校園生懂得關愛社會、扶貧克己。 請同學將善款放進附上之利是封內及封口，於二月九日前交回周詠麟老師，以便集齊後送到樂施會，以幫助有需要的貧窮家庭得以脫貧。 

本校林倩冰同學勇奪『本校林倩冰同學勇奪『本校林倩冰同學勇奪『本校林倩冰同學勇奪『家居設計比賽家居設計比賽家居設計比賽家居設計比賽』全港冠軍』全港冠軍』全港冠軍』全港冠軍    「星島雜誌集團有限公司」於 2011 年 11 月首度舉辦全港中學生「『90 後·我有我理想·生活空間』家居設計比賽」，邀請全港中學生參與，於有限空間上利用無限創意，創作一所融和自己的理想與創意的未來生活空間。大會在截止日期前共收到來自全港 90所中學、大約 1200份的參賽作品。本校 4D班 林倩冰同學 成為是次家居設計比賽 30名入圍者之一，被邀出席參與於 2011年 12月 17日在九龍塘創新中心舉行的頒獎典禮。 在頒獎典禮上，林同學在 30名入圍者中脫穎而出，最終奪得冠軍。 林同學除可獲得港幣 2,000元的獎學金和獎盃一座外，參賽學校更可獲得港幣壹萬元的油漆禮卷，以示鼓勵。

二月中英文圖書展銷二月中英文圖書展銷二月中英文圖書展銷二月中英文圖書展銷 
地 點：本校圖書館自修室 

日 期：2月 7-8日 (星期二、三) 

書 商：書香世家 

推 介：中英文小說 

考試工具書 

英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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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隊伍上學年傑出成就運動隊伍上學年傑出成就運動隊伍上學年傑出成就運動隊伍上學年傑出成就    

1. “入水能游”本校泳隊在香港學界體

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游泳比賽獲多個

獎項 

2. 本校田徑女隊盛產”槍后”。本校女子

田徑隊不但在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

及離島區中學田徑比賽包辦了女子標

槍所有組別冠軍，更在女甲及女乙組別

打破大會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游泳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游泳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游泳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游泳比賽    葵青區田徑分齡葵青區田徑分齡葵青區田徑分齡葵青區田徑分齡比賽獲獎比賽獲獎比賽獲獎比賽獲獎    女子青少年 C 組(16—18 歲)鐵餅冠軍: 7A 鄭欣嵐 女子青少年D組(13—15歲)標槍冠軍及鉛球亞軍: 4A 張雪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中學田徑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中學田徑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中學田徑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中學田徑比賽 

男乙 50 米自由季軍: 3E 葉智昌 男乙 200 米自由季軍: 3A 陳雋樂 男乙 50 米蝶泳亞軍:  3A 陳雋樂 男丙 50 米蛙泳季軍:  1D 翁昊林 女乙 100 米蛙泳季軍:  3B 張嘉楠 女乙 200 米蛙泳亞軍: 3B 張嘉楠 

女丙 50 米自由泳冠軍: 2A申洛禎  女丙100米自由泳冠軍: 2A申洛禎 女丙100米自由泳亞軍: 2B關佩慈 女丙200米自由泳冠軍: 2B關佩慈 女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冠軍: 2A 申洛幀 2B 關佩慈 2A 劉巧兒 1B 李珈儀 女子丙組團體冠軍: 代表以上接力隊    

女子甲組標槍冠軍(破大會紀錄): 7A 鄭欣嵐 女子甲組鐵餅亞軍: 7A 鄭欣嵐 女子乙組標槍冠軍(破大會紀錄): 4A 張雪晴 女子乙組鉛球冠軍: 4A 張雪晴 女子丙組標槍冠軍: 2D 翁小榕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1A 謝洛敏  1D 駱朗泠  2A 劉巧兒  2B 溫婉瑩 男子丙組 200 米冠軍及 100 米亞軍: 1D 林恩澤 男子丙組標槍季軍: 1D 鄒  叡    

3.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 

中學越野長跑比賽 
4. 本校男女子籃球隊齊奪標 

荃灣區中學籃球精英賽荃灣區中學籃球精英賽荃灣區中學籃球精英賽荃灣區中學籃球精英賽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1A謝洛敏、1B張雅茵、1B李珈儀、1B顏心妍、1D駱朗泠、1D何穎堯、2A陳姿澄、2D曾祥如 女子組亞軍 : 7A鄭欣嵐 5F李雅詩 5C林紀均 6E楊凌舒 6F梁惠敏  4B林依婷 3C徐佩筠 3C劉曉彤 3E梁慧雯    

5. 手球隊打出水準，獲全新界亞軍 國慶盃三人籃球賽國慶盃三人籃球賽國慶盃三人籃球賽國慶盃三人籃球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新界丙組手球邀賽亞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新界丙組手球邀賽亞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新界丙組手球邀賽亞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新界丙組手球邀賽亞軍 3B 陳子昊 3E 何兆恆 3C 蔡浚明 3A 彭卓然 3E 邱博文 2D 林亮夆 2E 吳梓善 2E 胡展榮 2D 鄭耀曦 1D 鄒叡 2A 李浩源    

6. 女子乒乓球隊再傳喜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港中學乒乓球精英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港中學乒乓球精英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港中學乒乓球精英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港中學乒乓球精英賽    女子雙打亞軍︰6B 吳穎琪 6C 李楚翹 女子單打季軍  6B 吳穎琪    

男子初級組冠軍: 3B 陳子昊 3E 何兆恆 3C 蔡浚明 3A 梁智樂 3A 彭卓然    

女子組亞軍: A 隊: 5F 李雅詩 5C 林紀均 6E 楊凌舒 6F 梁惠敏  4B 林依婷    

女子組季軍 B 隊: 3C 陳梓盈 3C 徐佩筠 3C 葉恩淘 3A 莫凱珊 3E 梁慧雯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通知選舉通知選舉通知選舉通知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法團校董會已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正式成立。根據教育條例，寶安商會王

少清中學家長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作為本校認可的家長教師會將進行選舉，選出一位家長校董及

一位替代家長校董加入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都有責任出席每

年不少於三次的校董會會議，但只有當家長校董未能出席校董會會議時，替代家長校董才可於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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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議上投票。任何人不得連續出任同一類別的校董超過三屆。 

學校現有學生的家長，都有資格成為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候選人。家長就學生而言，包括該學

生的監護人、並非該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但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但如有關家長是學校的在職教

員，他／她便不能獲提名為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的任期由九月一日生效至八月三十一日終止。由於家教會未必能於九月一日前舉行家

長校董選舉，因此該選舉將定於每年的九月至十一月期間舉行。第一屆的家長校董任期至二零一二

年八月三十一日終止。 

家長校董提名期定於發出選舉通知起的兩星期內。如欲報名成為候選人，家長必需取得三位現

任家長提名(不包括候選人本人)，並於指定日期前把提名信交回學校的收集箱。如沒有人獲提名參

選，家教會有權延長提名的截止日期。獲提名的家長須向選舉主任提供有關個人資料的簡介。 

選舉主任須於選舉日之前不少於 7天，向所有家長另行發信，通知有關選舉的安排和時間表，

以及列出獲提名候選人的姓名及資料。 

學校現有學生的家長均符合資格投票。每名家長不論其就讀本校的子女數目，只可有一票，並

以個人身分投票。家教會分發兩張選票予每個家庭，讓其家長投票。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而獲得第二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

代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的權責由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法團校董會會章訂定，家長校董及替代

家長校董均須遵守有關條文。 

如有查詢請致電 67381569 與蕭友光老師聯絡。 

家長校董提名表 

參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 

就讀本校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  班號：_________ 

提名人(1)：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 

就讀本校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  班號：_________ 

 

提名人(2)：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 

就讀本校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  班號：_________ 

 

提名人(3)：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 

就讀本校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  班號：_________ 

參選人可就下列數項，寫成履歷簡介，於二月十日前交回蕭友光老師。 

� 現任公職、參選意願、興趣及專長等 

 

                    

                    

                    

                    

                    

                    

                    

                    

聲明: 上述資料只供參選用途。 

參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