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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有關處理「學生聲援佔中而發動罷課」的聲明 

學校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多角度、獨立、理性批判思考，同時教育學生

以開放、持平、包容態度看待不同的意見與事物。本校十分重視學生接受

教育的權利，在處理學生罷課行動時將以全體學生的利益為首要考慮，確

保校園是一個安全的學習地方。 

本校對學生罷課行動有保留，若學生因參與罷課而缺席，必須先徵得

家長同意，並如常辦妥請假手續。學生參與任何活動前，須充分了解活動

的性質，清楚明白可能引致的後果，並考慮個人安全。 

若罷課行動於校園內發生，本校將會確保學校的正常運作，有需要時

會本著「罷課不罷學」的原則，視為一次讓學生學習的機會。 

本校一向關愛學生，並致力維護學生的學習機會。校方亦會繼續與各

持分者保持溝通，務求能妥善處理事件。 

上述為本校的明確立場，特此聲明，以正視聽。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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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Reading & Speaking Aloud Scheme (2014-2015) 

Class 
1st Term 2nd Term 

1st Round▲ 2nd Round▲▲ 3rd Round▲▲▲ (Speaking Aloud) 

3A 2014-10-07 

(Tue/D5) 

2014-11-03 

(Mon/D3) 

* New Activity 

 

2015-04-13 

to 

2015-04-17 

3B 2014-10-08 

(Wed/D6) 

2014-11-04 

(Tue/D4) 

3C 2014-10-10 

(Fri/D2) 

2014-11-05 

(Wed/D5) 

3D 2014-10-13 

(Mon/D3) 

2014-11-06 

(Thur/D6) 

Remarks: 

1. Venue: Language Lab. 

2. Monitored by Oral Teachers & IT Crew. 

3. Timetable A ▲: ( for Round 1 ) 

Class No. 1 - 9 10 – 18 19 - 27 28 – 36 

Time(pm) 4:10–4:25 4:25-4:40 4:40-4:55 4:55-5:10 

Timetable B ▲▲: ( for Round 2 ) 

Class No. 28 – 36 19 - 27 10 – 18 1 - 9 

Time(pm) 4:10–4:25 4:25-4:40 4:40-4:55 4:55-5:10 

4. Assessed by Oral Teachers. 

5. Marks will go to Oral Exam Marks (1st Term & 

2nd Term). 

6. Each assessment carries 10 marks. 

7. The Schedule is considered as normal school 

time. Please make arrangement and keep one’s 

schedule. Failure to attend assessment risks a 

penalty.  

8. Enquiry: Ms Chui Siu Chun (徐笑珍老師) (Tel: 

24140157). 

一個襟章一個轉機   支持 10 月 9 日「世界視覺日」 
全球 2 億 8 千 5 百萬名失明人士及眼疾患者每天飽受視力模糊之苦，甚至活在黑暗中。由於資源緊絀及醫療技術

落後，近九成居於發展中國家的眼疾患者缺乏適當的治療，使他們逐漸失去視力和謀生的能力，走出黑暗、邁向光明

視野的機會越見渺茫。 

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國際防盲協會(IAPB)把每年 10 月的第 2 個星期四定為「世界視覺日」，藉一連串的教育及籌

募活動，提升各界對失明問題的關注。面對嚴峻的失明情況，奧比斯響應「世界視覺日」，結合眾人力量，我們誠邀 閣

下及 貴子女與我們攜手對抗全球盲疾，獻出善心，以行動支持水深火熱的盲疾患者。 貴子女只須捐助港幣$20 或以上，

就可獲得一枚奧比斯襟章，以紀念自己在「世界視覺日」為救盲行動作出努力，為眼疾人士帶來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

港幣$100 的善款，更可資助一名居於貧窮國家的小朋友驗配眼鏡，改善視力。每個襟章均內置 QR code 短片，只要用

手機一掃，就可以用雙眼感受到令人振奮驚奇的第一身視覺短片，同時看見捐助所締造的奇蹟。 

此活動所籌得的善款將應用於奧比斯的救盲項目上，衷心感謝閣下支持 貴子女參與，與學校以及我們並肩攜手，

為 3,900 萬徘徊黑暗邊緣的眼疾患者，帶來希望和曙光。 
 

回條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本人支持子女參加奧比斯「世界視覺日」，現附上現金 / 劃線支票*(請刪去不適用者) 

支票抬頭請寫「奧比斯」或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需要正式收據，收據抬頭請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港幣$100 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免稅。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此回條連同捐款於 2014 年 9 月 25 日前交予周詠麟老師。奧比斯收到捐款後，會將收據寄回學校轉交各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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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中六級同學於香港理公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SSMSC 2014)獲獎 
我校共有72位同學於本年5月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香港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2014」，當中9位同學在比賽

中奪得高級優異獎(頭15%)或金獎(頭2%)的佳績，並獲香港理工大學邀請，參加大學聯合招生(JUPAS)的特別入學面試。

其中最優異的同學名單如下： 

 

 

中六級—范家歡同學 

化學科(金獎)  

物理科(高級優異獎) 

數學科(高級優異獎) 

 

 

 

 

 

 

 

 

中六級—鍾志誠同學 

物理科(金獎) 

數學科(高級優異獎) 

 

 

 

中六級—林俊彥同學 

物理科(金獎) 

數學科(高級優異獎) 

 

 

 

中六級—林遠翔同學 

物理科(高級優異獎) 

數學科(高級優異獎) 

 

「今日公益．明日領袖」計劃 (2014-15年度) 

延展領導才能  強化服務精神   (新界校長會主辦) 

「今日公益．明日領袖」計劃，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富有社會責

任感的未來領袖，促進服務社會的風氣，尤其致力扶助弱勢社群。 

參加本計劃的同學，將會透過策劃、組織服務工作、獨立解難、

與同學溝通，以及團隊協作，建立他們的領導才能，並提升社會責

任感。此外，本年度的參加者，將獲以下安排﹕  

1. 出席由教育局提供的培訓班或工作坊  

2. 有機會於分享日暨頒獎禮上，與同學及出席嘉賓，分享參

加計劃的經驗；更有機會到小學進行分享活動  

2014-15 年度的「今日公益，明日領袖」計劃現正公開接受申請，

截止日期訂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計劃為期一年，有興趣

同學請於 10 月 3 日前聯絡何釗志副校長。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
者計劃 現正接受報名！ 

青年使者計劃自 1996 年起，一直

為香港青少年提供難能可貴的機會，

去學習兒童權利、挑戰自己及舉辦不

同的教育活動，為兒童發聲。 

表現出色的參加者更有機會參與

考察團，親身到發展中國家了解當地

兒童和婦女的狀況和 UNICEF 在當地

的援助工作。報名詳情可瀏覽以下網

址︰www.unicef.org.hk/tc/youngenvoys 

報名及查詢，請聯絡周詠麟老師。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10 月 17 日 

2014-2015 年度 

四社社監及社長名

單公佈 

本年度四社社監社長名單 
 敬社 遜社 時社 敏社 

社監 邵嘉茵老師 

Mark Knill 

何娉嫚老師 

趙懷信老師 

徐雅然老師 

李悅基老師 

鄭靜萍老師 

鄺啓德老師 

社長 5B 翁小榕 

5B 梁智樂 

5E 何浚彥 

5E 傅欣延 

5D 陳姿澄 

5E 范雷鳴 

5E 黃舒婷 

5E 陳子昊 



 
 
 

 

《清旬》第三零三期                             第四頁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第九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該比賽由香港教育學院及理性溝通教育協會主辦，旨

在開廣學生眼界，提升他們的思考、溝通和社交能力，並

有助他們口語表達能力的發展。各項初賽日期為本年 11

月 8 日、9 日、15 日、16 日、23 日、30 日。比賽為自

費參與，費用詳見右表。如欲參加，請於 9 月 26 日之前

聯絡謝穗芬副校長或林禮賢老師。 

2014-2015 圖書館賞讀計劃 

舉辦時段 計劃名稱 閱讀範圍 

9 月至 12 月 F.2 Reading Plus Junior Literature 

10 月至翌年 5 月 中一賞讀計劃 廣泛閱讀 (本年度與中

文及科學科合作) 

11 月至翌年 3 月 60 本好書選舉 全港中學推介 60 本好書 

9、10、12、3、4月 口頭報告賞讀活動 每月專題閱讀 

歡迎同學參與上述計劃，欲知各項計劃詳情，請到圖書館查詢。 

中國古典詩文背誦活動開鑼﹗ 
為加強初中同學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認

識，及培養同學對文學鑑賞能力，中文學會

將於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起，逢循環周六 

(Day6) 下午一時正至一時三十分，於中文室

替同學背誦古典詩文。希望各位同學把握機

會，多背詩文，豐富文學素養。 

有關公益金便服日服飾要求 
本校於 9 月 30 日舉行公益金便服日，訓導

處期望同學穿著以端莊樸素為本，符合學生身

份。為使同學能清楚了解，當天服飾要求詳見右

表。希望同學謹遵以上要求，感受穿著便服、參與公益的快樂。 

2014 公益便服日，國慶前夕表善心 
今年的「公益金便服日」將於九月三十日 (星期二) 國慶日前夕舉行，如同學願意響應這項大型善舉，

可選擇穿上便服上課。所有籌得善款將全數撥捐公益金所資助的 150 間社會福利機構。如同學有意參加，請

於九月廿四日或之前，把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班主任收集後，請把回條及款項交到校務處。 

----------------------------------------------------------------------------------------------------------------------------- ------------------------------------------ 

回條 

本人同意 / 不同意 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 (班別) 參加九月三十日 (星期二) 國慶日前夕之「公

益金便服日」並進行募捐。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1   1   

2   2   

3   3   

4   4   

5   5   

贊助總額  

注意事項 

1.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的贊助人請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公益金」，稍後可獲發正式收據。 

2.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3. 原則上，學生不設最低捐款額，但為免銀行徵收行政費，最低捐款為港幣一元正。請勿使用一毫、二毫、五毫硬幣，

作為捐款之用。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賽項目 
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中學文憑組  

(中四至中六) 

經典誦讀 (粵) $70 $70 

即席演講 (粵及普) $75 $80 

備稿演講 (粵及普) $75 $80 

小組討論 (粵及普) $85 $100 

政策辯論 (粵) $110 $110 

大專入學面試 (粵)  $110 

求職面試 (粵) $110 

男女適用 男生 女生 

▲ 必須穿著有袖上衣 

▲ 不能穿著露趾的鞋 

▲ 穿戴飾物方面依據平

日標準 

▲  只 准 許

穿長褲 

▲  不 准 穿 著 襪 褲  ( 即

leggings) 

▲ 只可穿長褲或裙 (必須

及膝，質料不可過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