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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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不行！有謂人性具有雙重性，一面善良，一面醜惡；若無外力

制約，魔鬼一面即會肆虐。觀乎近年聖誕期間文化中心市容屢受摧殘，信焉。 

 一小撮刁民借「人多無有怕」掩護起哄，以破壞作樂，以行惡為榮；個別無恥之尤

甚至理曲氣壯，鏡頭前大言不慚。受傳媒處處掣肘之執法當局若放軟手腳，無異打開潘

多拉盒子；歪風遇上綠燈，只會愈吹愈烈。有外國人投函《南華早報》：「The only thing which 

is lacking is the will (and possibly resources) to enforce the legislation in a way that make the 

culprits think twice about their anti-social habits.」可謂一針見血。 

 學校如政府，管治必須有力。本校收生準則，開宗明義要申請者「願意接受嚴謹管

教」。得師生家長多年支持配合，本校始有今日良好校風；今後仍應循此方向努力，道理

已愈見愈明。 

★★★★★★★★★★★★★★★★★★★★★★★★★★★★★★★★★★★★★★★★★★★★★★★★★★★★★★★★★★★★★★★★★ 

 

傳媒關注本校辦學方向： 
12月 28日《明報》港聞版有如下報導： 

「『中學生應否談戀愛？』一個老生常談的辯題。荃灣的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在剛出

版的中學概覽中列明：『明確反對中學生拍拖，亦不舉辦舞會。』該校網站中『校長的話』

更強調，學校校風淳樸，但如果稍有鬆懈，社會上的歪風邪氣就會侵入校園。  

1979 年創校的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中英數的會考平均及格率為90.3%，校方十分

重視學業成績及校風，校長在網站中進一步指明，為維持校風，『音樂日』參賽者不選意

識不良、品味低下、肉麻庸俗的歌曲；聖誕節不能開黑燈舞會。 

該校學生表示，校規沒有列明學生不准拍拖，而近幾年新校長李民標上任，才開始

關注同學談戀愛的問題。不過，多年來只是口頭警告，從未聽說有學生因此受罰，該校

教師亦指出，學校不至用懲罰方式『棒打鴛鴦』，但會勸學生勿穿校服拍拖。」 

 
新一期《清文清史》快將出版： 
由文史學會出版的刊物《清文清史》，將於本月十五日強勢發行！ 

今期《清文清史》的內容十分豐富，先簡介三國歷史，繼而探討《三國演義》中的

「虛實」之謎。接著則有本校多位資深老師談及《三國演義》的訪問稿及同學的「讀史

隨筆」，各位同學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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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田徑錦標賽捷報： 
 本校田徑隊於今屆荃灣及離島區校際田徑錦標賽中勇奪二十多個獎項，成績美滿，

其中女子乙組更獲得全場總季軍，實屬可嘉可賀。其他得獎名單如下： 

   獎項    學生姓名 
   男甲 100米亞軍、200米亞軍    6A蘇嘉璜 
   男乙 100米亞軍、200米亞軍    3C李善恆 
   男乙 4x400米接力亞軍    2E林小弼、3B曾慶斌、3C李善恆、4A李錫安
   男乙跳高亞軍    2E林小弼 
   男丙 400米季軍    2E黃耀永 
   男丙 4x100米接力季軍    1A連澤鑫、1E林強弟、2A林輝、蔡浩然 
   男丙 4x400米接力季軍    2A許永豪、2D林洪、2E黃耀永、林俊傑 
   男丙跳高冠軍    2A蔡浩然 
   女甲 200米季軍    7B林瑛燕 
   女甲 400米冠軍、800米冠軍    4D勞嘉雯 
   女甲 1500米季軍    6A黃珺婷 
   女甲跳遠季軍    5B謝曉樺 
   女乙 400米亞軍、800米冠軍    4D陳佩芬 
   女乙 4x100米接力亞軍    1D梁鈺君、3B陳宇君、廖雯珊、3D唐卓鳳 
   女乙鉛球冠軍    3B陳宇君 
   女乙標槍冠軍    4C張佩雯 
   女乙標槍亞軍    4B劉麗珠 
   女丙 100米亞軍    1A劉家瑤 
   女丙 400米亞軍    1A陳嘉茵 
   女丙 4x100米接力冠軍    1A劉家瑤、1C路善希、區穎思、2A陳斯瑋 
 

本月十五日：血的紀錄有待你去打破！ 
下星期三上午，紅十字會來校募捐血液。該會每次出動，人力物力所耗不菲；以成

本效益考慮，捐血人數自然是愈多愈好。 

 凡足十六歲的同學可因應本身條件自願捐血(注意：1.未足十八歲的要有家長簽署的

同意書，表格可向校務處關小姐索取；2.捐血前記得吃早餐。) 

 我校每年有幾十至上百位師生捐血；李校長已捐了十五次，何副校長也捐了十次以

上了。前輩的紀錄，年青的你遲早可以打破！本月十五日就踏進禮堂救人吧！ 

 

聽「關」一席話，要讀十年書！ 
 名作家關女士是本校「作家班」導師。最近，關老師在她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港人要

讀書救香港。她說：「不看書何來知識？香港有很多讀書機會，但很多人樂於『讀書少，

眼界窄』。」真是一語中的。 
 

校際初中數學比賽選手積極備戰： 
 經過本校數學科老師的嚴格挑選，最後能代表本校參加校際初中數學比賽的同學為

3E 姚俊勤、陳佩玲、張庭筠、楊錫豪及2C 黃莉莉。現時他們已積極備戰，期於本月二

十五日舉行的比賽中奪得佳績，為本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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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比賽結果公佈： 
 本校一年一度的音樂比賽已於 12 月 20 日圓滿結束。比賽當日氣氛熱鬧，所有參賽

者都各出其謀，施展混身解數，務求以好歌贈知音。經過大會評判的細心挑選，終選出

了以下各組的優勝者：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班際 2C 1C 1E、2D 

中級班際 4D 4E 4C 

高級班際 5B 7B 6A 

樂器組 1C 魏安娜 5A 陳  勁 2C 林倩君 

獨唱/小組合唱 4C 陳佩宜 6A 林碧珠 7A 溫玉茹 
 

此外，4D班同學更以一曲「That’s Why You Go Away/ “A”」奪得了全校同學的芳

心，勇奪「最受同學歡迎獎」！ 

 
健康通訊站：吸煙影響女生發育！  
 根據《無煙新一代》第 46期期刊指出，女孩吸煙會影響胸部發育，而且罹患乳癌的

機會亦較不抽煙者高 7.5倍！其次，父母於女兒 12歲以前在家抽煙者，他們的女兒罹患

乳癌的機會高 4.5倍！ 

 此外，吸煙亦會加速皮膚老化，提早出現皺紋比非煙民高 3 倍！吸煙更會直接影響

皮膚的狀態，令暗瘡長多！ 

 總而言之，吸煙百害而無一利，各位同學千萬不要吸煙！ 

 

「識飲識食」活動系列： 
 天下父母最關心的，除了子女的學業問題，子女的健康亦絕不會忽視的。隨著醫療

科技愈發達，人的壽命愈長，因為不良的飲食習慣，慢性疾病(如心臟病、糖尿病‧‧‧‧‧‧)

正愈趨年輕化，預防勝於治療，加上良好的飲食習慣要從小培養，有鑑於此，本校家政

學會將於本月中開始舉辦一連串與飲食營養有關的活動，希望能喚起同學對健康的關

注，活動的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活動 對象 地點 

1月14日 11:00-12:00 營養講座──「均衡飲食」 中一級同學 禮堂 

1月14日 10:00-11:00 營養講座──「均衡飲食」 中二級女生 家政室 

1月20-24日 9:00-4:00 圖片展覽──「適飲適食青少年篇」全校同學 有蓋操場

1月20-22日 午膳時間 營養常識問答比賽 全校同學 有蓋操場
 

歡迎各有興趣的家長出席是次講座及展覽，與貴  子弟一同探討有關飲食營養的問

題。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與嚴麗意老師聯絡(電話：24906302)。 

 

食環署訊息：做個有公德心的好市民！ 
 保持香港清潔費用不菲，市民應愛護環境，不要亂拋垃圾。 

 亂吐香口膠等於亂拋垃圾，不但嚴重影響環境衛生，同時更會被即時檢控。我校同

學必須時刻緊記「香港清潔你我有責，不要亂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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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建議獲接納： 
 學期初本屆學生會幹事向校長建議在地下男更衣室設置僻味劑，現僻味設備已裝妥

使用；還望各同學合力把校園清潔做得更好。 

 
請來參加第二次教師、家長羽毛球同樂日： 
 

日期      2003年1月13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4時至6時 

地點      楊屋道室內場 (街市大樓按4字) 
 

 當日共有四個羽毛球場供本校教師及家長同樂，不須報名，請自備球拍，到時在球

場上見！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與黎淑儀老師聯絡(電話：24936860)。(上次地點資料有變，

致多位家長校友奔波轉折，謹致歉意！) 

 
旅行日安排： 
 下星期五是我校一年一度的「旅行日」，屆時全校師生將會兵分十三路，向不同的目

的地進發，享受郊遊的樂趣。十三路分別為： 

中一級          大帽山郊野公園 

中二級          鯉魚門渡假村 

中三級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中四級          屯門蝴蝶灣 

中五A班          大埔親親大自然農莊 

中五B班          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李鄭屋古墓 

中五C班          赤柱 

中五D班          西貢橋咀島 

中五E班          梅窩 

中六A班          南Y島 

中六B班          海下 

中七A班          大澳門 

中七B班          大尾篤 

 

家長涼茶鋪：名教授教子之法！ 
 黃寶財教授為中文大學訊息工程系教授，他有兩名分別在本地學校唸小三及中一的

兒子。黃教授認為閱讀是提升學習能力的不二法門，家長應著重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

閱讀有助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及想像力，是學習的重要基石。黃教授補充說：「我們的要

求很簡單，孩子有一定的責任。做家課、溫習、練琴、收拾房間等，就像奧運項目的『指

定動作』。同時，我們也給孩子進行一些『自選動作』，例如閱讀，運動，發白日夢等，

讓他們有自己的空間。」 

 那麼，送子女到國際學校讀書，是否一個恰當的選擇呢？黃教授表示，對比本地學

校而言，國際學校的教學則略為鬆散，未必能讓學生有系統地去學習不同的課題。再者，

國際學校的學生會失去對中國及本地文化的認同，這是相當可惜的；要知道融匯中西文

化正是香港的優勢所在。「我和太太認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許多外國人羨慕卻不得進

其門檻。我們應該珍惜在本地受教育的機會，讓孩子能對中西文化有平衡的接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