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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不知各位同學有沒有留意，每天除了吃、喝、談話之外，還有甚麼事是我們經常做，定時做，至

少要做幾次，說不定，有些人甚至會做十幾次方休呢？而這件事，做得快則幾秒，做得仔細的，可能

要幾分鐘，有些人樂此不疲，反反覆覆也不願停止。 

可能有些同學已猜到了。 

對了，就是照鏡。 

照鏡，端詳自己的儀容衣冠，察見有凌亂不整之處，則細心整理，務求以端莊整潔的儀表示人，

令人看起來悅目順眼，是尊重別人，顧念別人的感受。因此照鏡，不是貪靚，是一種自重重人的表現。 

鏡，只是其中一種反映自貌、觀照內省的媒介。「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

失」。鏡子有助我們整理衣冠儀容，我們珍而重之，常常擦拭，使之常常光潔澄明；旁人的提點和意

見，有助我們躬身自省，了解己之所短，從而改進完善，那麼我們是否更應重視關注，並善待這些真

正關心我們的人，向他們衷心道謝？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 

很高興，於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我們將有來自教育局的來賓，蒞臨本校，充當一面光亮的鏡

子，如實反映本校的日常運作、老師和學生之間如何相處，從而讓我們知道自己有甚麼地方做得好，

須繼續維持，使之成為優良傳統；也讓我們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從而改善，使各位同學享有更充實

豐盛的校園生活。因此，我很希望，當各位同學看到外評來賓時，能報以微笑，以示友好，並感謝他

們遠道而來，不辭勞苦地走訪校園各個角落，以全面地、客觀地反映我們現時的狀況。 

「校情為本」及「對焦評估」 

今次的來賓，主要採用「校情為本」及「對焦評估」的模式審視本校的運作情況。前者按學校的

辦學宗旨、文化、規模及學生背景，發掘其獨特性；後者則指學校如何以「策劃——推行——評估」

的模式，制定計劃、開展工作、評估成效，範圍包括學校發展計劃內的關注事項及推行策略、學校如

何跟進上一次外評報告的改善建議。 

外評人員除閱覽文件外，還會親身到課室參觀上課情況，並有機會與各位同學傾談，從您們的第

一身話語，了解您們的校園生活，如他們與各位對話，希望您們可暢所欲言，讓彼此能真誠坦率溝通。 

不患人之不己知，只患不知「己」也 

外評只短短數天，而本校多年來的工作，卻如此浩繁，為了方便來賓了解本校校情，我們已從中

歸納成一些「亮點」以供參考︰第一是校風純樸，師生關係良好，學校富人情味；第二是本校創設了

優質英語學習環境，學生活學活用英語，學生的公開試成績優異；最後是本校著重全人教育，全方位

發展學生潛能，而學生的課外活動亦表現出色。 

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句說話，我只能認同一半。我相信有真材實料的

人，從不須憂慮別人忽視他的才能，只要他的眼光在於做實事，真章自見；不了解別人，不是不值得

憂慮，但連「自己」也不認識，毫無自我認同，豈非如失根浮萍，隨波逐流？因此，以上提及的「亮

點」，正是各位王少清中學的一份子的「根」之所在，足以讓各位引以為榮；也讓各位認清本貌，以

免「照鏡」時，也認不出鏡中的自己。 

對鏡本是平常事 

照鏡，是我們常做的事，我們不會緊張；如此當外評人員來到本校，如實反映我們的「衣冠」時，

我們也無須覺得拘謹，只要懷著一顆平常心，一如以往專心上課、與師友融洽相處就可以了。 

我們懇切期待外評人員這面明鏡能反映實況，讓我們自我完善，提供更優質的教育，為學生締造

愉快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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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專題 
「自主學習 SDL」小錦囊 陳紹基副校長 

研究發現 

1. 一些針對表演藝術，球類運動，西洋棋和寫作等專門技巧所做的研究顯示， 

學習的方法，遠比個人的天賦才能來得重要。 

2. 融合了目標設定 (goal setting)，策略使用 (Strategy use)，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 及系統化

練習 (Systematic Practice) 的教學模式，可以用於一般學習及教室的環境中。 

3. 研究証實，學習的動機一開始通常是來自父母親的期待，但是最終還是靠自己現有的學業水

平，對自己能力的信心，以及個人的目標設定來決定。 

 

自主學習的循環模式 

 

                               

                            

 

「家長日」快到了！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為幫助家長及同學了解上學期學業成績及品行表現，本校將於 2 月 24 日（星期日）舉行「家長日」，請家長

預留時間出席。詳情將另有家長信通知，及於下期清旬公佈。2 月 25 日（星期一）為假期，全校放假一天。 

 

中三及中五家長日升學輔導講座 
為幫助中三同學了解學業成績和模擬選科結果，及輔導中五同學認識新高中課程之升學途徑，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誠邀各家長參與下列講座，詳情如下： 

 中三家長及同學 中五家長及同學 

日期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地點 本校禮堂 

時間 上午 8:30 至 10:00 下午 1:30 至 2:30 

備註 當日派發上學期成績表，班主任會約見部分同學，詳情另見家長信 

 

體驗在港大：入學講座及參觀活動 
日期 2013 年 2 月 15 日 

地點 香港大學校園 

活動內容 入學講座、學生分享及各項校園活動 

觀迎家長及學生出席 

查詢 登記留位及節目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www.hku.hk/lslo 

1. 自我的評價與監控 

（同學根據對先前表現與結果的 

觀察和記錄，來判斷其學習的效能） 

2. 目標的設定與策略的計劃 

（學生分析學習的任務，設立特定的

學習目標，並計畫策略來達成目標） 

4. 策略結果的監控 

（學生比較學習結果與策略的

歷程相關上，決定策略的效用） 

3. 策略的執行與監控 

（學生執行某個策略，並且

在實行時監控其精確性） 

http://www.hku.hk/l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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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My Way — 生涯規畫小組 

對自己強弱、喜惡不甚了解？對前路感到茫然不知方向？ 

在人人也問你：你究竟想點？你第時想做咩？ 

其實答案一早在你心裡，讓我們來一場「尋夢」之旅！ 

學校社工將於 2 月起舉辦〈Find My Way — 生涯規畫小組〉，讓中四、中五同學了解個人的職業性向並訂立

發展目標，社工並運用性格透視®  (Personality Dimensions) 這套專業可靠的個性分析工具，以協助同學了解

自己的性格表現。 

日期 22/2、1/3、8/3、22/3（星期五），共 4 堂 

時間 下午 4:00 - 5:30 

地點 學校英文室 

人數 約 15 人（歡迎家長、老師推薦同學參加） 

負責社工 
吳姑娘、黃 sir 

如有興趣之同學，請於 2 月 5 日前向學校社工報名，額滿即止。 

 

17 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初中科學比賽」 
下列 17位同學已成功報名，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首辦的「初中科學比賽 SSJSC (2013)」： 

2C  潘耀朗、王政彥 3A  黃樂曦、沈中傑 3B  龔孫宇、丘鈞樂 

3C  陳稀菊、玲笙、楊巧欣、陳逸天、鄭程朗、 

    劉蔚藍、曾明春、楊凱翔、余凱鈞 

3D  何詠琛 

3E  馮靜雯 

他們將於 2月 2日（星期六）代表我校，挑戰全港來自 137間中學幾千位科學科高手，與他們爭奪獎項。在

此預祝 17位同學能凱旋回歸，替本校爭光，並取得免費入讀香港理工大學暑期尖子計劃課程的機會，為將

來升讀大學預早鋪路。 

 

香港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為提升香港中學生對學習數學及科學的興趣，及選拔有潛質的中學生作尖子培訓，香港理工大學將舉行「香

港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SSMSC）」。比賽詳情如下： 

日期 

與 

時間 

數學：2013 年 5 月 1 日 （上午 9:00 至 10:15） 

物理：2013 年 5 月 1 日 （上午 11:30 至 12:45） 

生物：2013 年 5 月 17 日 （上午 9:00 至 10:15） 

化學：2013 年 5 月 17 日 （上午 11:30 至 12:45）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 

內容 新高中課程（70%）和課外知識（30%） 

形式 多項選擇題、填充及傳統長問題（可選中文卷或英文卷作答） 

報名費 每科港幣 50 元正 

* 獎項 * 
參與比賽的同學，除可獲頒發證書及評核報告各一張外，比賽中表現最優秀的頭 15%同學，

將獲理工大學的特別邀請，參與大學聯合招生時的入學面試，增加入讀理工大學的機會 

為增加同學應付公開試的臨場經驗、及豐富個人履歷，本校科學組強烈建議高中各級同學參與是項比賽。欲

報名參賽的中四及中五級同學，請於3月1日（星期五）或之前帶同報名費（每科50元正紙幣、不設找續），

到教員室向尹國棟老師報名。同學如有疑問，亦歡迎查詢，謝謝。 

註：於2011-12年度全港共8, 000位同學參加該比賽。我校共派出74位同學參加，其中12位同學在比賽中表現

優異（頭15%成績）；而中六級郭豫聲、陳尚智及李維泰同學更奪金獎（頭2%成績）。這12位同學已獲頒發嘉

許證書，並理工大學的邀請，參與大學的入學面試，入讀香港理工大學的機會明顯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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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危險藥物  建立健康校園 
本校學生輔導組將聯同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舉辦「藥物教育」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8-1-2013 至 1-2-2013 

時間 午間 

地點 有蓋操場 

活動內容 1. 體適能測試（只在 28-1-2013 提供） 

2. 藥物教育展覽（展覽資料有助中三同學了解通識科課題——青少年濫藥問題） 

3. 「危險藥物認識」問答比賽（對象是中一同學，分個人和班際比賽） 

 

中文科活動推介 
活動名稱 古老傳說的現代演繹：上海與香港的戲曲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粵語講述） 

日期時間 2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講者 許國惠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師） 

主持 葉倬瑋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師） 

查詢電話 2921 2649 

 

西方歷史文明展覽，不容錯過！ 
走出課室以外，遊走西方歷史文明是學習歷史的寶貴經驗。以下展覽，歡迎有興趣之同學參觀，而中二同學

需於三月一日前完成參觀報告。 

 

歷史博物館： 

米索不達米亞古文明展 

大英博物館與歷史博物館於月底合辦「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

展」，展出大英博物館 170 件珍藏文物，探索早於 5,500 年前

（3500 B.C. – 539 B.C.）在米索不達米亞出現的人類都市文明。 

米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指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

拉底河（Euphrates）兩河間土地，即現今伊拉克、敘利亞東北，

以及土耳其東南一帶平原。這裏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許多締

造現代文明的各種重要發展，包括文字的發明，行政管理，以

至天文學知識，都是源自美索不達米亞。 

 

科學館地下展覽廳： 

軍事天才凱撒大帝展覽 

「軍事天才凱撒大帝」是一個科學與歷史

共融的展覽，展出超過四十多件古羅馬的

物件、工具和互動機械裝置，展示當時的

軍事、測量、運輸、建築和娛樂等技術，

帶領觀眾回到二千年前的古羅馬帝國，真

正地認識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含意。 

 米索不達米亞古文明展 軍事天才凱撒大帝展覽 

日期 2013 年 1 月 30 日至 5 月 13 日 2012 年 12 月 7 日至 2013 年 4 月 10 日 

地點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科學館地下展覽館 

開放時間 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 逢星期二休館（公眾假期除外） 

周六周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 逢星期四休館（公眾假期除外） 

周六周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 

農曆年初一、二休館；農曆年除夕提前於下午五時休館。休館前一小時停止售票 

入場費 10 元 

（星期三免費入場及優惠票之安排不適用） 

常設展覽不另收費，展覽廳票價：$25* 

（星期三免費入場；* 全日制學生半價；博物

館入場證或週票持有人免費參觀 *） 

網址 http://hk.history.museum http://hk.science.muse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