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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 

♦♦♦♦♦♦♦♦♦♦♦♦♦♦♦♦♦♦♦♦♦♦♦♦♦♦♦♦♦♦♦♦♦♦♦♦♦♦♦♦♦♦♦♦♦♦♦♦♦♦♦♦♦♦♦♦♦♦♦♦♦♦♦♦♦♦♦♦♦♦♦♦♦♦♦♦♦♦♦♦♦♦♦♦♦♦♦ 

校長話：「本學年五大新聞。 
這一年很不平凡。在師生家長共同努力下，我們渡過了難關，創建新猷，要選『本

學年五大新聞』，我會這樣選： 

(一) 抗炎努力有成效，教學秩序恢復順暢。 

(二) 圍校天橋危機終於化解。 

(三) 《清旬》刊行，遇上『抗炎』，『驅橋』，恰好發揮作用。 

(四) 文化 (音樂、戲劇、美術、舞蹈) 主題活動倍增，外出參觀 / 邀約來校表

現次數 (及交通費！) 破紀錄。 

(五) 中七高考成績好，升大比率再超群。 

在『非典』的一年，師生以典型的努力取得了非凡的好成績，本人表示祝賀和感謝。」 

♦♦♦♦♦♦♦♦♦♦♦♦♦♦♦♦♦♦♦♦♦♦♦♦♦♦♦♦♦♦♦♦♦♦♦♦♦♦♦♦♦♦♦♦♦♦♦♦♦♦♦♦♦♦♦♦♦♦♦♦♦♦♦♦♦♦♦♦♦♦♦♦♦♦♦♦♦♦♦♦♦♦♦♦♦♦♦ 

 

中一新生，保持 Band One： 
本校新生 200名，其中 40名自行錄取額，另 160人為中央派位額。今年中一新生派

位已於七月十五日公佈，本校獲派 200名新生中，第一組別 (Band One) 新生佔 95 %，

另外第二組別學生佔 5 %。 

最近三年 ( 2001至 2003年 ) 本校中一新生平均組別為： 

Band One 佔 97.5 %、Band Two佔 2.5 %、Band Three佔 0 %。 

(放榜後已有數百名派往其他中學的升中生申請轉讀本校，但本校已再無學額收生，致令向隅者極眾，

滄海遺珠，情非得已，實有違曾推薦學生報讀本校的議員、長官、各中小學校長，本校各校董、教師、家

長，校友等人士之雅意，在此謹向各位致歉。) 
 

2C 黃莉莉、3E 余翠敏獲「扶輪社獎學金」赴英進修： 
2C 黃莉莉及 3E 余翠敏成績及操行皆優，已順利通過面試，榮獲「扶輪社獎學金」 

$25000於今年暑假到英國參與一個為期三星期 (7月 19日至 8月 10日) 的英語課程，開

拓視野，增廣見聞；另寶安商會亦會分發每人 $3000 作為獎勵。本校師生特此向他們致

賀。(黃莉莉及余翠敏都分別被選為本年度的「卓越學生」，詳見第四頁。) 
 

恭賀 3E 余翠敏、何秀玲榮獲「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3E 余翠敏除了榮獲「扶輪社獎學金」之外，更雙喜臨門，與何秀玲同學一同獲得

「2002-2003年度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實在是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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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績「再跨大步」！ 
 

2003 年度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科  目 本校考生合格率 全港考生平均合格率 

英  語  運  用 86.4% 75.1% 

中國語文及文化 94.9% 90.0% 

中  國  文  學 90.0% 71.5% 

中  國  歷  史 96.0% 77.3% 

經          濟 72.2% 69.8% 

地          理 90.9% 73.4% 

世  界  歷  史 100 % 74.9% 

生          物 83.3% 75.8% 

物          理 100 % 78.5% 

化          學 100 % 77.4% 

純          數 100 % 78.2% 
 

2003 年度高級程度會考：考獲 A 級百分比 
科  目 本  校 全  港 

英  語  運  用 1.7% 0.7% 

中  國  文  學 15.0% 3.8% 

中  國  歷  史 4.0% 2.9% 

化          學 13.3% 3.6% 

物          理 6.7% 4.3% 

純          數 22.2% 7.9% 
 

 本校考生共報考十一科，所有科目的平均合格率為92.4%。 

 以合格率計，本校所有科目的合格率皆高於全港平均。 

 以優良率計，十一科中有八科優良率高於全港平均。 

 符合大學入學要求百分率 ── 本校考生：80%，全港考生：50%。 

 本屆中七同學高考成績優異，較突出的有： 

余黃莉 3A 2B (英語運用 A、化學 A、純數 A、物理 B、中國語文及文化 B)、 

衛健龍 2A 1B 1C、   

陳晨麒 2A 1B、 

梁偉傑 2A 1B、 

關健強 2A 1C。 

本校師生衷心祝賀他們鵬程萬里！ 
 

恭賀物理科尹 Sir「新婚之喜」！ 
 年輕的物理科老師尹國棟老師於今天 (七月二十日，星期日) 舉行結婚典禮，本校同

寅齊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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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顏奉詩、王曦雙雙於「英語寫作比賽」獲獎： 
6A顏奉詩及王曦參加由英文雜誌 《The English Channel》主辦的「2003 香港中學

英語寫作比賽」，分別獲得高中組 (公開題目) 冠軍 (作文題目：“Fire and Ice”)及季軍 

(作文題目：“The Wedding”)。 

(另比賽之初中組冠軍為協恩中學，高中組冠軍分別為聖保羅書院及聖公會莫壽增會

督中學。) 
 

「罵」得出色！本校代表奪校際「英語最佳辯論員獎」： 
為了提升同學的英語說話技巧，本校英文科主任吳國強老師由五月開始每周帶領不

同級別的同學，到英基國際學校參與校際「英語辯論工作坊」，與其他學校的代表互相切

磋；其中 2C梁善婷、3E 張明珠、4D陳佩芬及左偉力因表現出色，分別被選為「最佳辯

論員」，每人獲獎書卷一百元。 

 

十三位中二同學完成「領袖訓練計劃之山野挑戰」： 
為了訓練同學成為「堅持、細心、盡責、合作、有耐性」的小領袖，本月六日，輔

導組陳承綱老師及趙善明老師帶領了十三位中二同學到赤柱戶外活動中心，在炎炎夏日

之下接受多個挑戰：先跳三百下大繩，然後在石灘中找出六塊磚頭；再蒙著雙眼，沿著

預先綁好的繩索爬上山頂；接著與組員綁在同一個繩圈中爬上山；最後再一次爬上山頂，

利用七巧板拼出一個正方形和用一至九的數字拼出一個幻方。 

縱使訓練過程十分艱辛，但十三位同學都竭盡所能完成，而且表現出色，獲導師高

度評價！ 

 

本校初中英語夏令營：「住酒店，學英文！」 
 為了讓同學善用暑假，提升英語水平，本校英文科莫少瑛老師將會安排約三十位初

中同學，於八月初入住尖沙咀美麗華酒店一星期，參與由外籍教師主持的暑期英語課程，

在寫意的環境下學習英語；扣除校方的津貼後，每位同學約需繳交 $1600。 

 

二十位中三同學轉校升中四： 
獲教統局安排，二十位剛完成了中三的同學將於九月轉往其他學校繼續學業。他們

是六位女同學和十四位男同學，分別派往直資中學，津貼中學及專業教育學院升學。母

校給予輔導，以保各同學能「順利過渡」，並歡迎各同學與母校保持聯絡。 
 

暑假回校應穿甚麼？ 
 訓導處提醒同學，如有特別原因需於暑假期間回校，必須依照訓導處以下的規定，

穿著合適的衣服。 

1. 同學回校補課，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2. 同學回校參加課外活動，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或校服。 

3. 制服隊隊員可穿著整齊的制服回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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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卓越學生」誕生： 
    由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辦的 2002─2003「卓越學生」獎勵計劃已完滿結束，

經點算後各級的「卓越學生」為： 

中一級：鍾敏婷 ( 1C ) 

學生自我簡介：我叫鍾敏婷，讀中一 C 班。我最喜歡唱歌和彈琴，在學校參加了合唱團

和聖約翰護士見習支隊。另外，我非常喜歡我校的同學和老師，我覺得我沒有選錯中學。

我認為要做一個好學生並不困難，他的成績不需十分優異，只要有良好的品德和懂得待

人接物，就是一個好學生。相信這個好學生不但被老師認同，亦得到同學的愛戴。 

 

中二級：黃莉莉 ( 2C ) 

學生自我簡介：我是 2C 班的黃莉莉。今年能夠被提名參選優秀學生，實屬榮幸。來港不

夠三年的我，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新移民。能夠來港，是天賜的幸運，更是一個挑戰。羅

湖關卡一過，要面對的就是一個與內地截然不同的世界‧‧‧‧‧‧廣東話不易說，A、B、C 更

加不是易讀。生活中，處處是挑戰，就算是坐電梯，甚至是一句「唔該！」，都要從頭學

起！我踏近這個門檻前，內心渺茫，但現在，我知道我要努力及盡力。我認為一個好學

生是要盡用學校給予你的資源，盡力做好每一件事，盡好學生的責任──學而時用之。

而我就會盡力做好每一件事。 

 

中三級：余翠敏 ( 3E ) 

學生自我簡介：各位老師，大家好。我乃就讀 F.3E 的余翠敏。首先，藉此機會，我很希

望向我的班主任李進軒老師道謝。承蒙老師的錯愛，我今次才有機會參與是次活動。論

「卓越」，我相信無論在我班中或其他級別都可找到比我無論是在學業或品行上做得更加

好的同學。在王少清讀上了三年了，期間遇見各種不同的人與困難的事情，我不可以說

我處理得很好，其中有些我更解決不來。但就是這些人和事令我從中不斷學習，成長起

來。直至今日，無可否認我的學業和品行上都尚未做到最好，但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中，

我會憑著自己的努力更加去做好自己的各方面。希望各老師多加支持！ 

 

中四級：黃加秋 ( 4A ) 

學生自我簡介：我是 4A 班的黃加秋。今年慶幸得到潘老師提名，有份角逐卓越學生。本

人現任領袖生組長，另外亦為學校文史學會、少年警訊和公民教育組等幹事，對學校事

務甚為熱心。除此以外，我並無特別專長，但我仍希望能為學校服務。謝謝！ 

 

中六級：劉淑芬 ( 6A ) 

學生自我簡介：入讀王少清已接近六年，我從沒有想過要做「好學生」。但一些老師的教

誨──「擴闊眼界」，我一定會時刻銘記心中。「好學生」不一定要成績好，但是一定要

修養自己的品性，待人待己都要真誠，更要衝破自己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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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各級首二十名精英榜 ( Grand Average Top Twenty List )： 
  

名次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六級 

1 朱鴻展 黃莉莉 陳  濠 鍾智維 劉淑芬 

2 陳艷誼 陳曉羚 張庭筠 左偉力 呂紅香 

3 鄧梓琪 劉奕孜 何秀玲 林清文 黃珺婷 

4 趙汶樺 林倩君 余翠敏 陳佩芬 陳萍萍 

5 曾慧寧 范家暐 陳珮玲 章寶虹、溫婥姿 謝佳莉 

6 陳素婷 陳綺婷 鍾美儀 ☺  鄭  琳 

7 余巧玲 莫韻婷 李家華 卓達儀 陳  圓 

8 王裕笙 何鎧棋 葉德莉 陳珮宜 劉頴丹 

9 鍾敏婷 勞異珮 周潔盈 羅蒨瑩 周汝和 

10 郭天健 沈秋雁 李慧櫻 吳思慧 陳嘉敏 

11 文海媚 黃諺姿 何浩文 伍家駿 ☺  
12 葉慧雯 周家祈 姚俊勤 黃欣琪 ☺  
13 嚴定匡 梁善婷 黃騰騰 李志彬 ☺  
14 區穎思 盧志誠 梁玉珍 馮偉富 ☺  
15 蕭小玲 曾偉鳳 張明珠 熊志豪 ☺  
16 李咏珊 李兆婷 鄧詠心 陳健菁 ☺  
17 黃麗冰 林冠峰 何爾樂 周昌文 ☺  
18 陳秀芳 吳婉芬 楊菀婷 關棨勻 ☺  
19 黃詠霖 陳芳萍 楊錫豪 呂藹恩 ☺  
20 伍家瑩 項浩江 黃艷玲 江承聰 ☺  

 

中一至中四級各科第一名： 
中文：      朱鴻展(1A)、陳賽岸(2B)、葉德莉(3E)、陳珮宜(4C)、左偉力(4D) 
英文：      梁嘉敏(1C)、陳曉羚(2C)、余翠敏(3E)、伍家駿(4C) 
數學：      朱鴻展(1A)、黃莉莉(2C)、姚俊勤(3E)、鍾智維(4D) 
附加數學：  鍾智維(4D) 
中史：      黃尹嬋(1C)、黃莉莉(2C)、葉德莉(3C)、黃加秋(4A) 
中國文學：  黃加秋(4A) 
電腦：      李咏珊(1C)、何鎧棋(2A)、黃莉莉(2C)、楊錫豪(3E)、陳俊譽(4D) 
經濟：      卓達儀(4B) 
地理：      朱鴻展(1A)、劉奕孜(2C)、張庭筠(3E)、卓達儀(4B) 
世界歷史：  梁善婷(2C)、陳濠(3E)、李志彬(4A) 
會計：      陳珮宜(4C) 
綜合科學：  張營翠(1B)、黃莉莉(2C) 
生物：      陳  濠(3E)、林清文(4E) 
化學：      陳  濠(3E)、鍾智維(4D) 
物理：      林廣財(3E)、林清文(4E) 
生活教育：  鍾敏婷(1C)、黃諺姿(2B)、寧晶晶(3C)、李穎湫(3D)、陳彥伶(3E) 
旅遊：      卓達儀(4B) 
普通話：    盧雲峰(1A)、陳艷誼(1C)、余巧玲(1E)、林雅雯(2E) 
美術：      陳善怡(1D)、羅小燕(1E)、余巧玲(1E)、黃諺姿(2B)、張庭筠(3E) 
設計與科技：黃加豪(1A)、譚維傑(2D)、何爾樂(3E) 
家政：      余巧玲(1E)、黃諺姿(2B)、何頌如(3C) 

音樂：      余嘉豪(1B)、陳賽岸(2B)、曾舒蔚(2C)、劉奕孜(2C)、蔡穎妮(3B)、伍家駿(4C) 
體育：      黃可欣(1B)、張春平(1B)、張雅萍(2B)、吳逸彬(2A)、黃菱怡(3D)、曾慶斌(3B)、 

勞嘉雯(4D)、黃子振(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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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2003年度得獎同學名單： 
學生會會長盾 ─ F.6A 謝佳莉    F.6A 吳志遠    F.6A 黃楚淇 
領袖生長盾 ─   F.6B 陳  健    F.6A 劉淑芬 
傑出領袖生 ─   F.3E 黃騰騰    F.6B 陳子鋒   F.3A 張升文    F.3D 溫家樂  F.3D 冼煦茵 
            F.4E 關鍵強   F.6A 黃楚淇   F.3E 劉偉鎮    F.4C 黃樹香  F.6B 馬秋榮 
初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F.1-F.3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優良表現獎 
F.1B  郭天健、蕭小玲   
F.1C  梁嘉敏、溫家嘉、李咏珊、黃尹嬋、沈嘉敏、伍雅儀、李樂琳、許詠琪、何靜瑜 
F.1D  李美玉、陳怡怡 
F.2A  李嘉利   
F.2B  劉寶瑩      
F.2C  梁善婷、勞異珮、劉奕孜、陳綺婷、莫韻婷、周家祈、陳曉羚、劉慧妍、李兆婷、溫婥淇、程中汶、

沈秋雁、范家暐 
F.3A  梁詠思  
F.3D  唐卓鳳   
F.3E  余翠敏、李慧櫻、梁玉珍、楊泳軒、何秀玲、楊菀婷、林廣財、姚俊勤、何浩文、陳彥伶、黃騰騰
  陳珮玲、陳雪姫 
全校最佳表現獎 (The Best Reader of the School) : F.1C 梁嘉敏 
高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F.4 & F.6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優良表現獎 
F.4A  邱海萍 
F.4B  何健豪 
F.4C  陳佩宜、張珮雯、伍家駿、黃樹香、林冰心、陳智添、莊綺汶    
F.4D  李曉蔚 
F.4E  黃欣琪、何庚鍵、吳穎欣、呂藹恩 
F.6A  劉淑芬、呂紅香、王  勤、郭錦如、李雅端 
F.6B  錡金文、陳翠貞、陳萍萍、馬秋榮、許駿婉 
全校最佳表現獎 (The Best Reader of the School) : F.4C陳智添、F.6B陳萍萍 
校長閱讀獎勵計劃 
金獎：F.2A 李嘉利  F.1C 魏安娜  F.1C 李咏珊  F.1C 陳  云   

F.1D 李美玉       F.2C 勞異珮  F.1C 黃尹嬋  F.2B 劉寶塋   
F.4E 任凱雯   

銀獎：F.1C 李慧琪 
銅獎：F.4C 伍家駿  F.1C 伍雅儀  F.1D 莊洛倩  F.3C 何頌如   

F.3C 羅  燕       F.1C 張曼琦  F.1D 陳善怡  F.2C 吳家奇   
F.2C 周家祈 

班際守時守紀比賽：各級冠軍 –  F.1C      F.2C      F.3E      F.4D      F.6B 
高級組辯論比賽：冠軍 –  F.6B    最佳辯論員 –  F.6B 陳萍萍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榮譽獎 –  F.2C 黃莉莉 、F.3E 張庭筠 
荃灣區學生防炎大使獎勵計劃 
F.1A 黃詠霖  F.1B 王裕笙  F.1C 張曼琦  F.2A 李嘉利        F.2D 麥嘉燕 
F.2E 王愛弟  F.4A 鄭雋蕾  F.4A 黃加秋  F.4E 黃欣琪        F.6B 馬秋榮 
聖約翰救傷見習隊：優秀服務獎 –  F.2C 吳家奇   F.2C 盧志誠   F.3D 鍾美儀   F.4C 楊芷琪 
輔導組同行閣最佳服務獎：F.6A劉穎丹  F.6B 陳  健  F.6A 劉偉毅 
朋輩調解計劃 – 優秀調解員 
F.4A 蘇秀春  F.4D 劉潔慈  F.4E 曾志強  F.4E 劉敏傑  F.6A 劉淑芬 
F.6A 王  勤  F.6A 余智雯  F.6A 鄭瑩瑩  F.6A 吳志遠  F.6A 黃智偉 
F.6B 陳  健 
初中文史、公民教育常識問答比賽： 
中一： 冠軍 – F.1E  亞軍 – F.1B  季軍 – F.1C 
中二： 冠軍 – F.2E  亞軍 – F.2D  季軍 – F.2C 
聯校田徑訓練課程技術挑戰日： 女子乙組標槍亞軍及鉛球優異 ─ F.4C 張佩雯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中學分會 

校際手球比賽 ─ 男甲團體冠軍、男乙團體冠軍、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校際足球比賽 ─ 男甲亞軍  

校際乒乓球比賽 ─ 男乙團體亞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全年最佳課外活動及服務獎  ─  F.6B 錡金文 
最佳社盾 ─ 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