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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大學校長之路值得深思 

港大校長徐立之，中大校長金耀基，科大校長朱經武，浸大校長吳清輝有何共

同之處﹖答：他們都是先用母語學習，再以英語學習而成才的。 

至今為止共有七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獎，他們是物理學的楊振寧、李政道、丁肇

中、朱棣文、崔琦，化學的李遠哲和文學的高行健。這七位得獎者之中，除了朱棣

文(朱氏是美國土生華裔)在美國長大外，都是先接受中文教育而成長的。有他們作為

榜樣，你的信心和勇氣不是沒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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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校慶文集《清風》第三期已密鑼緊鼓： 
 我校自二零零零年起，開始邀請本地專業作家來校開班授徒，教授中文創作，名為「作

家班」，目的是請專業作家培養小作家。首兩屆「作家班」的創作成果已收錄在本校刊物《清

風》第一及第二期。 

 而第三及第四屆「作家班」分別由專業作家袁兆昌及關麗珊，周淑屏及陳慧任教，小

作家們兩年以來的創作成果將會結集成《清風》第三期並於下學年出版。 

今期《清風》的內容十分豐富，除了小說、散文及新詩作品外，更有人物專訪以及全

校同學的佳作，請各位拭目以待。 

 現階段《清風》編輯部正徵求美術、打字、校對及設計等義工多名，歡迎各有興趣的

同學與教員C室黃麗萍老師聯絡，為校慶刊物出一分力。 

 

老師聚首分享教學成果及學習聲線護理： 
 6月10日為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為「鞏固不斷探究、追求上進、互相協作、鼓

勵及欣賞的團隊文化」。 

當天上午，所有老師齊集家政室分享各科組在專題研習、德育及公民教育等方面的推

行情況。同日下午則邀得「香港大學聲線研究所」言語治療師為全校教師舉行「聲線護理

工作坊」，向老師講解講書用聲的竅門及進行喉嚨鬆弛按摩的技巧，老師們都表示獲益良多。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04.6.2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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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期                          第二頁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日 

恭賀陳建榮老師獲頒「高級教練證書」： 
 本校體育科陳建榮老師為手球健將，帶領本校手球隊創下「六年不敗」佳績。為使技

術更上一層樓，陳老師於6月上旬完成了由香港手球總會舉辦的「高級教練證書課程」，獲

頒發高級教練證書(資歷等同國際教練)，成績令人鼓舞。 

6B 余彩鳳獲選代表本港制服團隊到國內考察：  
 本港12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合辦「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國內考察團─同心萬里行2004」

活動，將於本月7月下旬組團前往北京、南京等地進行為期8日7夜的考察及交流活動。  

本校代表「聖約翰護士見習支隊」組長6B余彩鳳同學已順利通過甄別試並獲選參加，

實屬可喜可賀。 

 

是時候備戰「陸運」： 
本校第二十五屆陸運會定於本年十月十二日(初賽)及十月十五日(決賽)在城門谷運動

場舉行，距今大約一百三十日左右而已。各社社長及健兒，是時候開始練兵了！ 

 

「03-04 校長閱讀獎勵計劃」獲獎名單： 
為鼓勵同學善用課餘時間多汲取課外知識，本校圖書館每年都會舉辦「校長閱讀獎勵

計劃」。同學須閱讀最少 10 本中英文書，並定期把完成的簡單讀書報告，交圖書館主任查

閱。為提高同學的閱讀興趣，校長更會親自審核同學的閱讀記錄冊，從中選出認真完成閱

讀報告的同學予以獎勵。本年度獲獎的同學如下： 

金 獎  銀 獎  銅 獎  

3A  李嘉利   (96本) 

1D  溫麗玲   (81本) 

2B  翁麗娟   (80本) 

2D  李美玉   (80本) 

3B  勞異珮   (67本) 

1C  莊綽姿   (48本) 

2C  黃尹嬋   (45本) 

4D  蔡穎妮   (42本) 

1A  曾舒薏   (41本) 

3D  陳芳萍   (41本) 

6A  楊家顏   (40本) 

2D  陳善怡   (40本) 

1B  溫浩樑   (40本) 

1B  陳高旭   (40本) 

3A  黃曉晴   (35本) 

1E  李燕萍   (34本) 

1D  陸穎琪   (32本) 

1D  溫碧梅   (30本) 

3B  傅習軒   (30本) 

1B  陳雯杏   (28本) 

1B  張偉雄   (28本) 

1E  劉嘉恩   (28本) 

2E  溫秀雪   (24本) 

1D  曹惠嫻   (22本) 

4A  何頌如   (22本) 

5A  余曉烽   (22本) 

1B  張曉彤   (20本) 

1B  麥樂銦   (20本) 

1C  顏嘉樂   (20本) 

1D  楊康澄   (20本) 

3B  范家暐   (20本) 

3B  周家祈   (20本) 

*括號內是獲獎同學閱讀圖書的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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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後活動安排話你知：  
期終考試完畢後，各同學必須按下列日期回校出席各項試後活動(中三同學須依照已派

發的時間表回校補課)，詳情如下： 

日期 項目 出席班級 集合時間／完畢時間 進行地點 備註 

24/6 
(四) 

「03/04 年校長閱讀獎

勵計劃」校長分享會 

參加此計

劃的同學

9：30am／11：00am 圖書館  

中一核對分數 F.1 1：20pm／4：00pm  禮堂 帶計數機 25/6 
(五)      

28/6 
(一) 

中一、中二「網上『情』

緣?」講座 

F.1, F.2 8：50am／11：00am 禮堂  

貝多芬生平及作品欣

賞 

F.1, F.2 8：30am／10：00am 禮堂  

健康教育講座「瘦即是

『美』?」 

F.1, F.2 10：30am／11：30am 禮堂  

29/6 
(二) 

參觀青衣科技學院 F.4 8：30am／12：30pm 青衣 

科技學院 

‧穿著整齊校服

‧另發家長信 
30/6 
(三) 

學生會「嘉年華」 F.1 8：30am／11：00am 禮堂 穿著體育服 

2/7 
(五) 

中一、中二班際文史、

公民教育常識問答比

賽 

F.1, F.2 8：20am／10：30am 禮堂  

 中二、中四英語電影欣

賞「Pay it forward」 

F.2, F.4 11：00am／1：00pm 禮堂 須完成工作紙並

於指定日期交回
 

JUPAS F.6 10：30am／11：30am 多媒體室  
5/7 
(一) 

電影欣賞「那山那人那

狗」※ 

F.4, F.6 9：20am／11：00am 禮堂  

 升學途徑 部份 F.4 同

學 

11：00am／12：00nn 001 室  

6/7 
(二) 

高年級辯論比賽決賽 F.4, F.6 8：30am／10：30am 禮堂  

 全體教師會議  2：00pm／4：30pm 家政室  

7/7 
(三) 

中一級數理常識問答

比賽 

F.1 9：00am／11：00am 禮堂  

散學禮 全校學生 8：15am／10：30am 禮堂  8/7 
(四) 

派發成績表 全校學生 10：30am／12：00nn 課室  
9/7 
(五) 

舊生註冊日 全校學生 8：30am 課室  

 

※本片榮獲 
1998年上海電影評論學會十佳影片之一      1999年金雞獎最佳故事片 
1999年加拿大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奪 People’s Award  2000年印度電影節奪銀孔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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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 A 隊精采表演上網有得睇： 
 「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優勝者電視錄播」已被上載到互聯網，歡迎各位家長及

同學到http://www.etvonline.tv/etv/front/archive.jsp?PROGRAM_REF_NBR=3626重溫本校初

級組合唱團A隊的精采表演。 

 

「子女迷上網，教你點樣防」家長工作坊取消：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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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輔導組

特別邀請資深社工為家長於 7月 2日晚上舉辦工作坊，但由於參加人數太少，本校將取消

是次活動，敬請已報名的家長留意。 

 

家長涼茶鋪  ─  老鷹醒你教兒好方法：  
由本校家長教師會及輔導組合辦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家長講座已於上月順利舉行。

活動完畢前，講者何玉慧小姐(衛生署社工)向家長送贈了一個有關老鷹築巢的小故事，現

節錄如下與各位分享： 

老鷹是怎麼樣築巢的呢？生態學家用望遠鏡仔細觀察後發現，母鷹先用尖嘴含著一些

「荊棘」，放置在底層，再叨來一些「尖銳的小石子」，鋪放在荊棘上面。乍看之下，總覺

得用銳利的小石子當材料築巢，是很突兀、怪異的，這怎麼能築出一個溫暖舒適的窩呢？

不過，母鷹後來又含來一些枯草、羽毛或獸皮，覆蓋在小石子上，做成一個能「孵蛋

的窩」。子鷹孵化、出生後，住在窩巢裏，母鷹按時叨回小蟲、肉食，喂入雛鷹嗷嗷待哺

的小嘴中。母鷹天天供應食物，細心保護，以防敵人入侵。後來，小鷹慢慢長大，羽毛漸

豐。這時，母鷹認為，該是小鷹學習「自我獨立」的時侯了！ 

可是，有什麼辦法能讓小鷹不再眷戀這始終被母鷹呵護、舒適無比的窩巢呢？有的，

母鷹開始「攪動窩巢」，讓巢上的枯草、羽毛掉落，而暴露出尖銳的「小石子和荊棘」；小

鷹被刺痛得哇哇叫，可是母鷹又很無情地加以驅逐、揮趕，小鷹只好忍痛扇起它的雙翅，

離巢他飛。 

母鷹殘忍、無情嗎？不，母鷹深愛著它生養的小鷹！但是，母鷹更渴望它疼愛的小鷹

能成為四處翱翔的飛鷹。因此，必須無情地逼著小鷹「飛離舒適的窩，勇敢地學習獨立」；

其實小鷹剛開始時跌跌撞撞，母鷹仍偷偷地在旁照顧看護它，直到小鷹能「展翅高飛、直

上青天」。(文章節錄自戴晨志博士《激勵高手(一)》) 

在我們成長過程中，有時侯太舒適的環境會令我們不願學習獨立，甚至不願面對困難

及逆境。正如老鷹般，如果母鷹不是狠下心腸讓雛鷹學飛，長久下去，那麼我們不但不懂

得飛，更會忘記要學飛、忘記我們懂得飛。 

所以，正如戴晨志博士說：「失敗，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的潛力，須靠逆境激發。」

因此，作為父母的可以循循善誘，與孩子一同去面對及克服困難，讓孩子也能學會如何從

失敗中學習。正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那麼我們又何須懼怕接受磨練，面對失敗呢？

 

下期《清旬》將於 7 月 10 日出版，敬請各位讀者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