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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俊勤，加油！傳好聖火！俊勤，加油！傳好聖火！俊勤，加油！傳好聖火！俊勤，加油！傳好聖火！ 親愛的俊勤： 去年，你以高考三科 A 的優異成績考入中大精算系，母校師長深感欣慰。不久又傳來了你競逐奧運火炬手獲選的消息，更令大家津津樂道。這是一生難得的榮譽啊！ 後天就是五月二日，是京奧火炬在香港傳遞的日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傳好你的這一棒，把歡樂、和平和友誼的訊息帶給香港的市民。 不過，最近奧運聖火傳遞，在世界各地遭到藏獨分子的破壞干擾，本來是喜氣洋洋的氣氛，給攪得緊張狼狽；舉世華人感到很不是味兒。 在 120 位香港火炬手中，你是屬於最年輕的一批；我相信，巴黎街頭的那種暴民行徑，絕不會嚇倒你。然而，鋪天蓋地的西方負面報導，加上某些本地評論員的冷嘲熱諷，有沒有影響你傳遞聖火的心情呢？ 寫這封信給你，是想要為你打打氣。 俊勤，相信你還記得，我聽 BBC 和看 Time 已有數十年，至今無變。我一向要求同學看 CNN，聽 BBC，訂閱 Time 和 Newsweek，以獲取信息，學好英文。這些西方媒體質量很高，可惜的是個別作者對中國的態度傲慢又偏見，我曾經因此而扯火斷訂。這次西方傳媒造假，或有意或無知，我已經見怪不怪；我不認為需要杯葛，只要大家清醒了，心中有數就是了。 我近期去過西藏，親眼觀察當地社會的發展；早年也去過雲南、四川和青海的藏區。就我所見所聞，今天的西藏，社會、經濟、民生均有長足進步，「傳統文化滅絕」之說，並非事實。我認為藏人漢人可以和諧相處，可以攜手繁榮進步，但是達賴的影響既深且遠，藏漢矛盾在很長的時間內不會消除。藏獨的訴求確實存在，但不會是主流；西方利用藏獨牽制中國，則已漸成主流了。 藏獨集團旨在還鄉分權，除了向漢人要權之外，也向其他安居樂業的藏人奪權。流亡印度的藏獨分子，受過當地教育，掌握了英語後在西方社會活動，借助國際勢力妖魔化漢人。他們人數少，但能量大。這幾個月來，內外藏獨借奧運發難以製造哄動效果，當然是有計劃的行動。有外國人撐腰，並不表示真理和正義就在其手中。 我一向留意國內的民族矛盾，也讀過不少關於西藏的書，其中我以為客觀完整的是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Melvyn Goldstein寫的《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作者詳述藏獨的背景以至內因外因；評論西藏問題的人，都應該先讀一下這本權威著作。書雖然很厚，約 700 頁，我還是建議你看一下，讀完之後，你會更有信心，你手中舉起的是正義的火炬。 漢人之中，就是飽讀詩書的，也曾浮出過秦檜和汪精衛；那個丫頭的表演，你當然不必動氣。 俊勤，2008京奧火炬手超過萬人，我最感動的是金晶，我最關注的是你。 俊勤，跑好這一棒！傳到你手中的火炬，燃點著千萬人的希望和企盼！母校的師長和同學站在路旁為你鼓掌！            你的校長  李民標 2008.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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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定期通訊定期通訊定期通訊////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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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火炬手名單公佈奧運火炬手名單公佈奧運火炬手名單公佈奧運火炬手名單公佈    姚俊勤校友光榮上榜姚俊勤校友光榮上榜姚俊勤校友光榮上榜姚俊勤校友光榮上榜    姚俊勤校友（2007，7B）參加全港 2008 奧運火炬手選拔，在數百名對手中脫穎而出，又獲得最多民間選票，成功當選了。他將於五月二日參與傳送奧運聖火，負責第十八棒，跑青馬大橋路段。 姚俊勤校友就讀小學時，成績徘徊在全級最後三十名；進了王少清中學，他發憤圖強，成績顯著進步，於會考取得二十七分、高考取得三優，考入了香港中文大學保險、財務與精算系。 在校時，姚君曾任聖約翰救傷隊主席，熱心參與義工服務，合共服務超過一千小時。此外，姚君是本校羽毛球隊主將，多次奪得校際冠軍。考入中大後，姚俊勤即成為中大羽毛球隊隊員，代表中大參加全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姚君希望以堅毅不屈的精神、樂於助人的態度及積極參與運動的表現，傳揚「熱心服務」及「永不放棄」的精神，激勵同學，激勵同學。 姚俊勤校友是可口可樂贊助的數名民間火炬手之一，另外有兩位是香港傷殘羽毛球代表隊隊員林德坤，和 10A 綜援狀元港大醫科生李奇光。  
「迎聖火、捧俊勤」─「迎聖火、捧俊勤」─「迎聖火、捧俊勤」─「迎聖火、捧俊勤」─  師生同當紅衫軍師生同當紅衫軍師生同當紅衫軍師生同當紅衫軍  為響應「全民迎聖火」活動，本校呼籲全體同學於 5 月 2 日，以自願性質穿著紅色的 T 恤上學，為火炬手打氣，為姚校友助威，同學可選擇的服飾配搭如下： 班級 時間 活動 服飾 上午 9:00-12:00 參觀濕地公園 社衣+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中一 下午 1:30-3:30 通識科電影欣賞 (1) 紅色 T 恤+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或或或或 (2) 社衣+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上午 11:00-12:00 周年校慶長跑 必須穿著必須穿著必須穿著必須穿著社衣+冬季運動黑長褲集合 中二 下午 1:30-3:00 中文導向寫作 (1) 紅色 T 恤+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或或或或 (2) 社衣+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或或或或 (3) 整齊夏季校服 上午 9:00-12:00 中史科專題研習 中三 下午 Reading Aloud Scheme (1) 紅色 T 恤+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或或或或 (2) 整齊夏季校服 上午 如常上課 (1) 紅色 T 恤+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或或或或 (2) 整齊夏季校服 中四 下午 1:30-3:00 周年校慶長跑 必須穿著必須穿著必須穿著必須穿著社衣+冬季運動黑長褲集合 中六 全日如常上課 (1) 紅色 T 恤+冬季運動黑長褲+白色運動鞋 或或或或 (2) 整齊夏季校服  
學界羽毛球大滿貫學界羽毛球大滿貫學界羽毛球大滿貫學界羽毛球大滿貫  包辦男女團總冠軍包辦男女團總冠軍包辦男女團總冠軍包辦男女團總冠軍  「荃灣及離島區羽毛球錦標賽」爭持激烈，我校繼奪得男乙冠軍和女甲季軍後，再奪女乙季軍、女丙殿軍，以及男丙亞軍，總成績遠超過其他對手，囊括男女子組團體總冠軍，成績驕人，值得嘉許！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男子團體總冠軍男子團體總冠軍男子團體總冠軍男子團體總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4B程穎軒、4D 陳袓賢、林智濠、3D 何煒麟、鄧建裕 男子丙組 亞軍 2A 李健銘、2E 管彬、黎君正、1A張穎豪、1D何偉綸、1E 卓俊龍  
女子團體總冠軍女子團體總冠軍女子團體總冠軍女子團體總冠軍  女子甲組 季軍 7A何卓倫、7B張雅萍、6A 李奧瑪、5A陳秀玲、5D凌彥婷 女子乙組 季軍 4A鄭安怡、4B唐芷晴、3B鄭欣嵐、3C 陳詠怡、林穎芯、3D 羅倩文 女子丙組 殿軍 2A梁海怡、2B潘嘉渝、1A楊韋婷、1C 黃潔雯、黃麗欣、1E 陳家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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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又有六位老師碩士畢業！恭喜！又有六位老師碩士畢業！恭喜！又有六位老師碩士畢業！恭喜！又有六位老師碩士畢業！  本校老師發揚終身學習精神，於課餘持續進修，最近又多了六位完成碩士課程，他們分別是會計科的周詠麟老師、中文科的蔡潔瑩老師、數學科的廖啟成老師、趙懷信老師、化學科的何娉嫚老師和經濟科的許善秀老師。另外，還有多名老師正在利用業餘時間修讀碩士學位課程，明年可以畢業。 到目前為止，本校已取得碩士學位的教師共有二十一人，包括：李民標校長、何釗志副校長、黃振鋒老師、黃子敬老師、黃麗萍老師、謝穗芬老師、張佩貞老師、吳國強老師、莫少瑛老師、李佩雯老師、陳敏華老師、鄺婉玲老師、袁力康老師、勞鎮邦老師、何娉嫚老師、許善秀老師、廖啟成老師、趙善明老師、趙懷信老師、周詠麟老師、蔡潔瑩老師。  
踴躍撰文頌師恩踴躍撰文頌師恩踴躍撰文頌師恩踴躍撰文頌師恩  本校同學受讚賞本校同學受讚賞本校同學受讚賞本校同學受讚賞  《Take me Home》生活區報舉辦「我最敬愛的老師」徵文比賽 2008，本校同學踴躍投稿，獲主辦單位讚揚。是次比賽的截止日期為 5 月 5 日，請同學把握最後機會，表揚你心目中最敬愛的老師。有關比賽詳情，請參閱網頁：http://www.takemehome.com.hk/custom/teacher2008/details.pdf。  
「全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共奪四獎「全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共奪四獎「全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共奪四獎「全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共奪四獎  由保良局與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的第十屆「全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已於 1 月 26日順利舉行，全港共 308所中學，分四個場地進行比賽。本校 3C 朱鴻城、3D 周智弘奪得二等獎，3C 鄭博文、3A鄧卓熹則奪得三等獎。 

 

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十十十十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     

Second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中 一 級中 一 級中 一 級中 一 級     中 二 級中 二 級中 二 級中 二 級     中 三 級中 三 級中 三 級中 三 級     中 四 級中 四 級中 四 級中 四 級     中 六 級中 六 級中 六 級中 六 級  

1 何梓欣 梁懿澄 朱鴻城 馮靜儀 鄧梓琪 
2 柯培偉 張潁詩 蔡美婷 嚴舒婷 伍家瑩 
3 繆俊熹 蔡嘉璇 何麗珠 梁柏康 李奧瑪 
4 陳冠安 陳家雯 黃婉婷 陳香如 區穎思 
5 鍾子健 余珮賢 陳蕙瑜 張齡傑 郭天健 
6 何祖銘 陳美如 袁嘉彩 呂均浩 李麗斯 
7 黃子浩 鄭兆霖 司徒健 林梓濠 林如君 
8 朱俊杰 利諾怡 梁浩強 張  婷 鄒慧玲 
9 陳燕萍 吳凱琪 周彥穎 易詠恩 鄧卓謙 

10 李文俊 何輝輝 陳文芳 尹偉良 陳素婷 
11 馮緯彤 蘇卓 林芷晴 梁子軒 ☺  

12 郭豫聲 黃司豐 李建鴻 張家穎 ☺  

13 郁美美 劉博雅 陳詠怡 陳娉婷 ☺  

14 姚沛鈃 胡珮慧 陳苑怡 劉曉恩 ☺  

15 姚焌偉 金文杰 陳勁業 鄺慧萍 ☺  

16 蕭潔靈 周泳希 馮泳彤 曾煒樂 ☺  

17 張頌軒 陳浩銘 黃耀興 曾麗雯 ☺  

18 余明慧 周豊泓 李銘揚 方梓全 ☺  

19 許沛婷 洪樂文 潘  君 盧逸謙 ☺  

20 何嘉浚 任梓諾 張 張  潘昭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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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3 Boy’s View－ 

Don’t Give CNN Ammunition 
 

By Stephen Leung Ho-keung, F.3C 

I feel deeply touched by the patriotic demonstrations on the mainland in response to protests during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These protests have been a display of solidarity and also an expression of frustration over the western media 

and its unfair political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must continue to show our solidarity and patriotism,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protesters to show 

self-control. We are entitled to protest against the western media, but such demonstrations must be peaceful and we 

must exercise self-restraint. If violence is used, then it will seem that the derogatory comments of CNN anchor Jack 

Cafferty will be vindicated and it will give the western media more ammunition. 

We should show the world that we are not [as Cafferty said] “goons and thugs”, through our actions. 

Nevertheless [regarding his comment on China’s products], mainland officials should tighten controls over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be more open about the riots in Tibet.         （Letters to the Editor, SCMP, April 24） 

 

本校中一同學的本校中一同學的本校中一同學的本校中一同學的閱讀札記閱讀札記閱讀札記閱讀札記             （原載《大公報》教育版（原載《大公報》教育版（原載《大公報》教育版（原載《大公報》教育版））））     《寄小讀者》《寄小讀者》《寄小讀者》《寄小讀者》    中國著名作家冰心有一本著作名為《寄小讀者》，內裡收錄了三十一篇文章。其中的二十九篇都是寫給孩子們的信，另外的兩篇是《謝冰心小傳》和《如何閱讀冰心的作品》。 冰心寫的文章，每一篇都能觸動人心，我覺得很好看，實在非常感動。郁達夫曾說：「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的確，我覺得這本散文集也可以稱之為散文詩，文字簡練美麗，讀起來如行雲流水，纖塵不滯，難怪這本書長期以來深受青少年讀者的喜愛。  我的朋友看過這本書後必定與我一樣有所得著。而且，看完這本書之後，我還有學習通訊寫作的想法，所以我很喜歡這本書。                                                                   （（（（中一中一中一中一    鄭志堅）鄭志堅）鄭志堅）鄭志堅）    《青果一集》《青果一集》《青果一集》《青果一集》        《青果一集》（作者：阿濃）總共收錄了七十一篇文章，共分為兩個類別，包括：修養篇和生活篇。當我看完整本書後，發現自己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在書的最後一頁，我看到阿濃說的一句話，令我深有感觸。他說：「你們不但觸摸我的書，也同時觸摸著我的心。你們感覺到它熱烈的跳動嗎？」說得真是太好了，短短的幾個字，卻猶如為文字賦予了生命，真不簡單啊。我認為這本書裡的文章很有意義，尤其是《活著為什麼》、《家是什麼》這兩篇，令我印象最深刻，領悟了許多人生道理，所以是最值得一看的。從閱讀這本書的文章開始，我還學會了怎樣去簡單地寫出一篇文章，學習用短短的文字語句就能帶出主題。 這本書可以教導我很多的用詞技巧，因為書的大部分主題都是運用了設問句來引入主題的，大家從中可以增進文字技巧，學習新的知識，真是獲益良多啊！                                         （（（（中一中一中一中一    鄭志堅鄭志堅鄭志堅鄭志堅））））    《中國十大開國皇帝》《中國十大開國皇帝》《中國十大開國皇帝》《中國十大開國皇帝》        學習中國歷史有很多方法，多看一些歷史圖書是其中之一。我在這裡想推介一本書，名叫《中國十大開國皇帝》。書中介紹了十個中國史上最重要的開國皇帝，包括秦始皇、漢高祖等等，既分析了他們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也有一些關於他們的有趣小故事。 學習中國歷史，方法可以有很多，死背硬記、分析文章……大家要選一種最適合自己、容易適應的方法來使用。除了多看課外書，上課要專心，把死板的文字化為故事般，可以幫助自己吸收消化；在上課之後重溫老師教授內容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加深記憶；而平日的課堂習作對溫故知新更會起著很大作用。 （（（（去年去年去年去年中一中一中一中一    余明駿余明駿余明駿余明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