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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老師的法寶─低班靠       ，高班靠        
學校的核心工作是課堂教學，老師怎樣才能保証課堂教學的質量呢？以我的觀察，我校

成功教師對初中學生和高中學生的做法，側重有所不同。 

初中學生的自制能力和求學態度都未臻成熟，所以，成功的教師多著重課堂秩序控制，

課業嚴格要求，解說明確清晰，賞罰言出必行，使學生知所依循。同學的學習生活有所規範，

同學才會獲得安全感。 

高中的學生在公開考試的影子下生活，冀盼老師以豐富的學養指導他們成功闖過升學

關。成功的高中老師都是以充實的學科知識使學生獲得安全感；相對初中的教學，要求上又

上了一個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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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今天來校巡視： 
本校校董今天到校巡視，觀察學生上課，又與師生進行交流；並在校內舉行「校政委員

會會議」，審閱並通過 2004-05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跟進近期校務發展，決定陸運會

及畢業典禮安排。 

「校政委員會」成員共有13人，除各校董外，還包括教師代表(程兆麒老師)，家長教師

會主席(馮國基先生)，校友會主席(趙懷信先生)，以及校長和兩位副校長。會議是公開的，

歡迎老師列席。 

本校校董會由校監及六位註冊校董組成。成員包括：趙志鴻先生(校監，寶安商會主席)，

張天寵先生(校政委員會主席)，鄧耀雄律師，李崇正博士，陳潤林先生，趙熾堅先生，溫國

雄先生。各位校董都學有專長(大部份曾在美、加留學)，從事金融、貿易，法律等業務，公

私事務非常繁忙，出任本校校董，純是義務性質。校董熱心教育，貢獻社會的精神令本校師

生十分欣佩，並表示衷心感謝。 
 

放馬過去 ─ 到國際學校鬥講英文： 
本校 Lunch Time Debate Group 於六月共四個星期三，舉辦校外英語交流活動。在英文

科主任吳國強老師及領隊 4E黃騰騰同學的帶領下，一同到「鳳凰國際學校」參加英語辯論

工作坊，與國際學校同學鬥講英文，亦同時學習演辯技巧，同學皆表示獲益良多。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04.6.1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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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旬》第五十一期                            第二頁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 

聯校學生會比賽我校奪冠！ 
 本校於聯校四角象棋賽擊敗可風、荃官及聖芳濟，奪得高級組團體冠軍。而於聯校團體

籃球比賽，則擊敗聖芳濟等眾多強隊，與梁省德雙雙奪冠，實屬可喜可賀。參賽同學名單如

下： 

聯校四角象棋賽 ── 高級組團體冠軍 

隊員：6A黃頌文  7B陳子鋒  3A施俊安 
聯校團體籃球比賽 ── 團體籃球比賽冠軍 

隊員：4D李強 葉凱帆  5A李錫安  5C李浩龍  5E李榮 江承聰 羅兆麟  6B俞淵升 江智豐 
 

你會投他們一票嗎？「卓越學生」選舉： 
以下共有 17位同學被老師提名為「卓越學生」，究竟他們之中誰能贏得老師的支持，當

選為本年度的「卓越學生」？考考你眼光，試根據以下資料，於每級選出一位「卓越學生」。 

學生姓名 班別 上學期考試全班名次 操行 服務紀錄 其他原因 我的選擇

陳卓群 1A 第一名 A 班長 樂於服務 
積極進取 

 

周祖兒 1C 第五名 B+ 中文組組長  
班會康樂 

負責任 
有禮貌 

 
 

余佩琼 1D 第二名 B+ 回條大使   
容朗祺 1E 第三名 B+ 中文科「每日一

篇」網上偵查員

對師長有禮 
受同學愛戴 
樂於助人 
有責任心 

 
 

黃加豪 2A 第五名 A 班長   
李幗希 2B 第七名 B+ 報紙大使 有禮貌 

忍讓認真 
肯接受同學的意見 
服務準時、安排有序 

 
 
 

黃詠霖 2C 第十五名 A 班長 願意表達個人意見  
陳善怡 2D 第七名 A- 班會幹事 

美術學會幹事 
學生會幹事 

熱心服務 
有領導才能 

 
 

鄭洭淇 2E 第一名 A- 班會幹事 
功課組長 
壁報組長 

  

范家暐 3B 第六名 A 班長 
圖書館管理員 
領袖生 
童軍隊長 

  

劉翠容 3E 第一名 A- 領袖生 品學兼優  
冼煦茵 4A 第二名 A- 領袖生 樂於助人 

主動積極 
 

葉德莉 4A 第一名 A- 班會主席 
領袖生 

品學兼優 
做事專注、用心、認真 

 
 

李曉民 4B 第一名 A- 班長 盡責，樂於助人 
組成溫習小組與同學互相

幫助，於班中有著領導地位

 

張庭筠 4D 第一名 A- 班長 
領袖生 

樂於助人 
 

 
 

劉頴殷 6A 第六名 A- 女童軍主席 
副領袖生長 

  

林碧婷 6A 第一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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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words by Chan Wan 
There’re some silly words, 
which always hurt . 
So take good care , 
and do not spread them in the air. 
For people like breeze , and tender words. 

 帶 CALL機的女孩 

 魔法王子 The magic prince / Terry Cei. 

 小偷，盜之始 / 赤川次郎著‧葉蕙譯 

 老懵董笑話 

 笑爆 U記校園 / 楊碧瑤編 

 森林唱遊 / 幾米著 

 雪地裏的蝸牛奄列   

 旋風少年手記 / 孫慧玲 

 再見黎明 / 阮海棠 

 偶像插班生 / 馬翠蘿  

 鬼屋凶鈴 / 赤川次郎 

 新男友的舊女友 

 貓之良品 

 15歲的愛 

 幽靈地下室 / 胡金翔 

2B 同學寫英詩： 
Form 2B students have been writing little poems to polish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for fun, too. 

The following are three limericks from their collections. 
 

Sing a song by Ng Yin Ting 
Stars are in the sky, 
you are always in my min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oment when you were saying goodbye, 
and I beg you to allow me to be always in your mind. 
For there are always stars in the sky. 
 

My pet cat by Lau Ho Tak      
I have a lovely pet, 
It’s a funny cat. 
It always eats and eats, 
and then it always sleeps and sleeps. 
You must know that it is becoming very fat. 
 

「拉記調查 I」 ─ 本年度 30 本最受歡迎圖書： 
 貓之報恩 / 宮崎駿企劃      

 這個男孩不太冷 / 馬翠蘿 

 三線一族 / 胡燕青    

 布瓜的世界 Pourquoi / 幾米 

 向左走‧向右走 / 幾米著    

 四個 10 A的少年 / 君比著 

 月亮忘記了 / 幾米 

 小偷，單程票 / 赤川次郎 

 小偷，盜亦有道 / 赤川次郎. 

 十三歲的深秋 

 當四葉草碰上劍尖時 / 梁芷珊著 

 魔法蛋糕店 / 張小嫻 

 我的小丑爸爸 / Michel Quint著‧林長杰譯 

 好好，好好啊！從 12歲到 120歲的愛情故事 / 阿谷   

 哈利波特魔法解密書《彩色版》：帶你進入 93/4月台 / 七會靜 

 

「拉記調查 II」 ─ 本年度 15 位圖書館「常客」： 
姓名 借閱圖書數目           姓名    借閱圖書數目     

第一位 1D溫麗玲        204    第九位  2C黃尹嬋  101 

第二位 3A李嘉利  182    第十位  1E張紫桐  99 

第三位 2D李美玉  161    第十一位 2A李咏珊  98 

第四位 3D陳芳萍  140    第十一位 1B江雪梅  98  

第五位 3B勞異珮  138    第十一位 1D葉睿怡  98 

第六位 1D周蔚玲  132    第十四位 1E王穎欣  97 

第七位 4D蔡穎妮  127    第十五位 2E溫秀雪  91 

第八位 2B翁麗娟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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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站：點解佢瘦身？ 
1. 大眾傳媒經常標榜瘦就是美的信息，「瘦」好像已成為現今社會的規範了。有很多骨瘦

如柴的著名模特兒和影星成為美的標準，有些人為了達到這個不符現實的「標準」而不

惜用一些急進、錯誤及傷害身體的方法減肥，形成保持瘦削的心理，以致不知不覺墮進

進食失調症的陷阱。 

2. 個人性格也可能是其中的病因，患者大多數是個追求完美、過份依賴和自信心低的人，

她們會透過控制體重來提升自我價值。 

3. 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亦是進食失調症的主要成因。患者會利用進食作為一種武器去抗衡

父母的管束；又或作為一種工具去維持家庭的穩定及完整。  (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資料) 

 

家長來郵推介好節目： 
家長司徒家華先生透過家長教師會電子郵箱，來信說：「<小伙子‧大攪作>益智有

趣！」。多謝司徒先生的推介！有興趣的家長可到下列網址欣賞：  

http://www.rthk.org.hk/rthk/tv/challengeoflife/20040510.html 

 

子女「迷」上網，教你點樣防！ 
上期《清旬》報導了許多家長因為子女沉迷電腦遊戲及網上留言等而徵求教子良方，有

見及此，本校繼於二月舉辦「網上資訊全接觸」家長活動後，再次邀請資深社工為家長舉辦

工作坊，協助家長了解青少年沉迷上網的原因及處理因上網而引致的親子衝突；屆時本校輔

導組老師及社工吳姑娘都會一同參與，歡迎各級家長參加。活動的詳情如下： 

日  期   2004年7月2日 ( 星期五 ) 

時  間   晚上7時至9時 

地  點   本校家政室  

內  容 1. 認識青少年上網文化 
2. 學生沉迷上網的原因及影響 
3. 如何處理上網所引致的親子衝突 
4. 如何運用上網促進親子溝通 

人  數 30  ( 如參加人數少於30人，是項活動將會取消 ) 

費  用 20元 ( 於活動舉行當日繳交 ) 
 

 有興趣參加工作坊的家長，請填妥下列回條並於 6月 14日前交回教員 C室謝穗芬老師。 
---------------------------------------------------------------------------------------------------------------- 

回    條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將會參加輔導組於 7 月 2 日舉辦的工作坊，並明白如參與人數少於 30 人，是項活

動將會取消。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