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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與別不同 
二十五年來，我校一直向「校風純樸，雙語並進」這個目標努力，定

位非常清晰。我校的良好學風已經獲得社會人士普遍認同，我們要進一步

鞏固和補充已取得的成果，就要把王少清中學辦成一間有特色的學校，一

間有個性的學校，就要建立和積澱一種屬於王少清的校園文化，使王少清

校園文化成為一種孕育著潛能的資源，發揮教育的影響力。  
學校的文化主要由校園佈置、文化設施、花園草木以及繽紛多彩的文

化活動來體現。美好的校園有利塑造美好的心靈，校園景點和文化傳統對

學生的影響不是一種硬推銷，它通過文化因素的暗示，讓學生受到潛移默

化的熏陶，啟迪和鞭策，「潤物細無聲」。這種文化熏陶又會回過來加強和

鞏固良好的學習風氣。 

要把王少清辦成一間有特色的學校，已擺在我校的議事日程上；我們

剛起步，師生要共同努力，假以十年八載，當可大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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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統局推介本校「午間英語藝墟」： 
配合政府推出「教學語言諮詢文件」，教統局向全港市民介紹成功推動英語學習的學校，

本校以「午間英語藝墟」配合正規英語課程，獲得重點推介。節錄如下： 

敏於應對   樂於聆聽  

「午間英語藝墟」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的英語活動。該校延長午膳時間，讓學生組

織更多課外活動。每年全校輪流在有蓋操場的小舞台上，公開表演英語短劇，演唱英文歌

曲，進行英語朗誦，英語對談和講英語故事等，歷時約卅分鐘，讓參與演出的學生有機會

發揮他們的創意，另一方面，其他學生也可以通過聆聽、觀看、分析別人說話的內容和表

達手法，從中獲益。 

李民標校長指出，本地學生普遍口頭表達能力弱，缺乏自信；而學校和家長對說話能

力的培訓亦不大重視。即使有老師知道說話訓練的重要性，鑑於每班人數太多，也難以讓

每位學生有足夠的參與。「午間英語藝墟」正是嘗試為解決這個問題而設。李校長說：「能

在公開場合中，面向陌生人作英語表演，無論水平如何，對表演者及觀眾都是一次難得的

英語聽說訓練。」 

除了「午間英語藝墟」外，學校每年還舉辦多種不同的英語辯論活動，又鼓勵同學參

加各類型的演講比賽，辯論比賽，朗誦比賽等，培養學生思辨能力和掌握說話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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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獎學金接受你申請：  
$30,000 Rotary Club Scholarships:                        
自 2002 年開始，灣仔扶輪社每年向我校兩名同學頒發英國英語課程獎學金。獲獎者都

是品學兼優，操行甲等，課外活動及服務紀錄良好。2004 年，2C 符寶文同學及 5D 陳佩芬

同學為獎學金獲得者。兩位同學於七月至八月赴英國Salisbury參加為期三星期的英語課程，

所有學費、旅費、食宿由扶輪社提供 (每位約二萬七千元)。另外，寶安商會向每名獎學金

獲得者頒發3000元旅行津貼，以示鼓勵。 

完成課程後，兩位獲獎同學在灣仔扶輪社大會以英語報告赴英學習體會，並負起文化大

使的責任，推動本校同學英語學習和國際交流。曾經獲獎的黃雪儀、黃騰騰(2002年)、余翠

敏及黃莉莉(2003年)同學都以「畢生難忘」來形容獲獎赴英國進修的感受。鑑於本校獲獎同

學表現優異，灣仔扶輪社將繼續獎勵本校同學赴英進修英語。 

The Rotary Club of Wanchai is very generously making awards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 by students of our 

school to go on an all-paid-for, three-week language study vacation in England this summer. The total cash value of 

each award will be around HK$30,000. Contact your English teach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Selection criteria are: 

1. Applicants should be among the top 10 % in Form position. 

2. Conduct: A. 

3. Good record of service and leadership. 

4. Financial needs: Applicants would otherwise be unable to undertake such vacation without the Award. 

5. Recommended by at least five teachers. 

6. Able and willing to serve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7. Be 17 years old or under. 

Teachers please make the information known to all students and encourage potential candidates to apply.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sit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conducted by Directors of the Wanchai Rotary 

Club. 

 

網上英文天天學，F.1，2，3 做習作： 
為了提高同學的英語水平，本校英文科安排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參加由中文大學舉辦的網

上「英語基礎增強課程」。同學必須每天登入網頁www.eng-class.com 完成練習，內容包括閱

讀，聆聽及文法部分。由二月份開始，每位同學每月完成練習總數不得少於 15 篇，否則作

欠交功課處理。 

家長可憑同學的編號和密碼進入網頁，瞭解子女參與的情況。 

 

「文史普通話周」，你我參加樂悠悠：  
 文史學會將與普通話學會聯合舉辦「文史普通話周」，主題為「三國時代」，詳情如下： 

日期 / 時間：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 / 中午 12 時 45 分至 1 時 30 分 

活動：  

(1) 中三級班際歷史戲劇比賽，以普通話作旁述 (地點：有蓋操場、日期：星期五) 

(2) 攤位遊戲，包括：地理志、三國紀事、猜燈謎、錯別字/語病辨識等。(地點：紫荊園、日期：

星期一至五) 

(3) 電影欣賞，包括：《三國演義之三顧草蘆》(星期一)及《孫中山先生事蹟》(星期四) (地點：禮

堂) 

 「文史普通話周」節目豐富，請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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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清旬》的出版日期為 3 月 10 日，敬請各位留意！

「英語自由寫」嘉許榜： 
English Free Writing Writers’ List  
「英語自由寫」計劃為常規作文課之外，同學及老師參與的文字交流活動，據不完全統

計，由去年 9月至本年 1月，完成了 2000字或以上的同學有： 

2000字以上： 

3000字以上： 
 

 

 

 

 

 

 

 

 

4000字以上： 
1D 梁慧雲 

2D 卓芳婷 盧書研 文綺彤 黃嘉欣 顏嘉樂  

3B 陳秀芳 李咏珊 馬綺均 黃珮瑜  

3D 何靜瑜 楊思遠  

4C 潘麗穎 尹梓皓 俞日紅 杜超平 
    

 
 
 
 
 

 

 
 
 
 
 
    
 
 
 

 
 
 
 

 

 

1B 陳佩瑚 

1D 陳穎兒 趙紫君 鍾浩雯 林曉渝 林思欣 林瞳欣 李翠華 李詠雅 梁思欣 

 吳思慧 黃碧怡 黃詩穎 楊詩雅 葉子君 程穎軒 葉靖堃 林博文 梁子軒 

 羅智超 盧逸謙 呂均浩 曾煒樂 曾穎聰 

2A 張姿慧 趙  星 黎淑怡 林鳳珊 林天恩 劉欣瑜 羅樂蕙 梁婉婷 朱展鑫 

 廖曉君 陸穎琪 馬妙怡 吳嘉欣 謝綺婷 黃繡惠 余盈慧 張裕華 黃茂輝 

 黎焯延 黎曉倫 時雋熙 鄧日華 曾霆鋒 黃志欽 劉家珊 

2B 陳燕笑 周  環 張寶萃 朱麗華 林嘉敏 劉嘉恩 李洛儀 李萃琪 梁家瑜 

 莫燕雲 吳秋香 吳瑞欣 鮑凱琪 施燕妮 杜杏媚 曹凱羚 黃碧瑜 黃永麗 

 王穎欣 黃詠怡 王蘊兒 黃玉婷 俞勤悌 張曉彤 

2D 陳雅紅 林珊晴 謝心悅 謝慧盈 葉展鵬 李晉逸 譚祖文 葉國豪 陳主威 

 趙梓峰 

2E 何靜琪 江淑勤 李詠霞 盧芷萱 麥麗淇 溫菊紅 溫麗玲 溫碧梅 黃耶麗 

 司徒英傑 

3B 陳雯珊 陳雪嬌 張楚宜 張營翠 周凱淇 鄒慧玲 徐嘉敏 洪挺秀 劉貝珍 

 李幗希 李小芬 李玉婷 凌錦璇 路善希 陸嘉銘 麥詠兒 黃可欣 黃麗冰 

 黃梓雯 黃惠琼 翁麗娟 

3D 區穎思 鄭洭淇 符寶文 何嘉曦 李樂琳 李慧琪 伍雅儀 沈嘉敏 鄧梓琪 

 曾慧寧 黃詠霖 溫秀雪 葉慧雯 霍尚男 何永汭 郭天健 林道健 梁正南 

 連奕琮 萬頌騏 黃漢釗 胡璟麟 陳艷誼 

4C 賴智勇 劉聯和 李文鋒 
    

1D 陳雅怡 張嘉珆 廖曉彤 伍靖雯 曾麗雯 溫芷欣 張齡傑 

2A 趙汶禧 林燕秋 楊綺霜 徐展珩 

2D 陳卓群 趙幗寶 趙芷蔚 莊綽姿 周祖兒 奚夢奇 葉穎思 江雪梅 
 關曉彤 關瑋昕 林君文 李嘉敏 李雅妍 梁蔚琦 梁琬琛 潘  昱 
 謝潤宜 徐嫚婷 楊曼筠 翁嘉 陳致宏 陳偉洛 侯志豪 洪思聰 
 林龍威 梁偉豪 吳卓勇 顏兆軒 容朗祺 

2E 林靜雯 

3B 陳  云 陳映霖 周  靜 周夏韻 李穎琪 吳燕婷 蕭小玲 楊家欣 
3D 趙汶樺 鍾敏婷 許穎欣 劉燕翹 文海媚 伍家瑩 溫家嘉 黃詩敏 
 黃尹嬋 王裕笙 朱鴻展 黎銘堯 嚴定匡 

4C 陳  婷 林  姍 吳彤彤 

5000字以上： 
1D 陳娉婷 方梓全 

3D 陳嘉欣 陳素婷 

4C 鍾慧妍 李兆婷 

6000字以上： 
3D 梁嘉敏   

4C 陳興法 張葦傑  
     

8000字以上： 
3C 何玲玲 
  

  

10000字以上： 

 

 

4C 吳婉芬 

5D 張明珠 張庭筠 鍾美儀 林婷婷 鄧詠心 黃慧心     羅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