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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歪風吹到王少清歪風吹到王少清歪風吹到王少清歪風吹到王少清  近數年，本港中學校園受到兩股歪風侵襲。 第一股歪風是吸毒索 K 風氣。 危害精神毒品「KFC」（代表 K 仔、搖頭丸、大麻）當道，蔓延迅速；當局憂心忡忡，曾特首委派黃仁龍司長高調反毒，但校園一個接一個失陷，教育界似乎束手無策。幸好，我王少清師生努力守衛校園，「毒氣」無從入侵。我們的校園仍能保持清白，值得慶幸。 第二股歪風是「以網傷人」風氣。 年青人躲在暗處，利用互聯網拼湊圖片，或舞弄文字，騷擾同學，發洩私憤，有甚者起初「網上講口」繼而公然「路上動手」，發展至持續的身心欺凌，嚴重的涉犯刑事罪行。 很可惜，這第二股歪風也吹進了本校校園，雖然未至於迅猛，雖然涉事人數還很少，但已破壞了和諧，造成的傷害既深且遠。這股歪風除了暴露出涉事者品味低下之外，也令老師和同學們顏面無光。老師們大聲疾呼：此風絕不可長！ 我說過多次了，「網文」使用得當，可以促進交流；使用不當，可以成為凶器。在報章，或網誌、或 Facebook的所謂「投訴」、「揭發」，往往只能作個人宣洩，既不能解決問題，又難達到雙贏局面，不是負責任的態度，不值得鼓勵。 在「博客」抒發個人感受，要嚴守「閑談莫說人非」這個做人的原則。同學之間產生了矛盾、誤解，可請師長、社工或相熟的朋友調解，冤家宜解不宜結。倘若屬於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更可大大方方來個公開辯論。 若利用 blog網，以片面之詞，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發洩私憤，有意無意實則有意地播弄是非，譭人清譽，實非君子所爲。這種做法，令受影響者無機會辯解，極不公平；而意圖損人者本身亦自損人格，因為讀blog的人，對這些洩憤者的動機，通常是懷疑多於認同的。 假如有人蓄意利用互聯網損害同學、師長或母校的聲譽，大家應同聲譴責。嚴重者，學校會作出處分。若同學電郵受到不堪入目的圖文騷擾，那就要立即報警查辦，校方會予以協助。 我同學讀聖賢書，當知寫文章要有文德，寫網誌要有網德。愛己敬人，才會受到尊敬。濫用言論自由，罔顧他人感受，絕非我輩學子可以接受的。校園是聖潔的地方，大家有責任捍衛這一方淨土，豈能「讓給醜惡來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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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羽毛球錦標賽男、學界羽毛球錦標賽男、學界羽毛球錦標賽男、學界羽毛球錦標賽男、女皆奪團女皆奪團女皆奪團女皆奪團體總冠體總冠體總冠體總冠軍軍軍軍  2008-2009荃灣及離島區羽毛球錦標賽，本校奪女子甲組亞軍、乙組季軍、丙組殿軍，女子團體總冠軍；男丙冠軍、男甲殿軍，男子團體總冠軍。祝賀選手成功衛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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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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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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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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學語言微調定稿中學教學語言微調定稿中學教學語言微調定稿中學教學語言微調定稿 有利本校學生發展有利本校學生發展有利本校學生發展有利本校學生發展 教育局正式公布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方案，由明年九月開始，學校日後可按中一收生質素，校本自決教學語言，若每班學生之中有八成半人，成績屬於全港首四成，學校可開設「彈性班」，以英文授課，亦可以用中文任教通識或體育科。本港中學將不再分為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 至於其餘未達要求的學校/班別，則需要繼續以母語授課，但可以增加英語教學時間至最多百分之廿五，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去年，本校中一新生超過 85%屬全港最佳四成；相信今年王少清的中一新生質素亦同樣優秀。因此，本校 08/09 兩年中一皆有超過八成半屬全港最佳四成的學生，中一五班全數可以開辦英語授課的「彈性班」，本校屬於 120 所可享「全面選擇」的中學之一。 教學語言微調之後，我校的教學語言安排將會是： 英語授課，英文應考科目：英、數、理、化、生、史、地、電腦、經濟、會計。 雙語授課，中文應考科目：通識教育。 母語授課，中文應考科目：中文、中史、中國文學。 其實，本校目前雖無英中之名，但教學的實質成效，與一般英中相差不遠；會考成績及中三系統性評估達標率更超越了部份英中。 但是，即使具備了全面轉英或全面「彈性」的條件，本校也不會，亦無需以「純英中」（科科用英文，包括體育、美術、音樂、通識教育……）作爲招徠的手段。因為新高中學制開始實施，升讀大學的遊戲規則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在新的制度下，「通識」科必修，強以英文教通識師生俱傷，可能會危害不少學生的升大機會，有見及此，本校全面轉英的同時，「通識」科將採用雙語授課，以中文應考的策略。 採用學生最有優勢、最有利的語文來教學，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教學語言安排，我們稱之為「優語教學」。這安排最有利學生升大學，最符合學生的利益，已得到學生家長以及小學師長的廣泛支持。  
三同學完成中大「三同學完成中大「三同學完成中大「三同學完成中大「科學英才精進計劃」科學英才精進計劃」科學英才精進計劃」科學英才精進計劃」    3E楊子樂、鄭兆霖及張潁詩同學獲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邀請，參加2008-2010年度S3-4科學英才精進計劃，於本年2月至3月期間參加了一連串的第一階段科學工作坊。近日本校收到中文大學的通知，三位同學的表現極為優異，值得公開表揚！完成第一階段訓練後，三位同學獲中文大學頒發嘉許證書，並入選第二階段的訓練課程。在此恭喜三位同學替本校爭光！ 

 

中二冼成翰同學奪全港南拳冠軍中二冼成翰同學奪全港南拳冠軍中二冼成翰同學奪全港南拳冠軍中二冼成翰同學奪全港南拳冠軍    2A冼成翰參加09年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奪中學初級組全港南拳冠軍及刀術季軍，可喜可賀！  
電子課本發展─教育局邀請家長填寫網上問卷電子課本發展─教育局邀請家長填寫網上問卷電子課本發展─教育局邀請家長填寫網上問卷電子課本發展─教育局邀請家長填寫網上問卷 問卷已上載於香港教育城網站，網址為 http://www.hkedcity.net/edb/parentsurvey。各位家長可由即日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日止，登上網站填寫問卷，向教育局局長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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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六同學獲得本校六同學獲得本校六同學獲得本校六同學獲得永隆文學之星優異獎永隆文學之星優異獎永隆文學之星優異獎永隆文學之星優異獎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本校六位參賽同學獲得永隆文學之星優異獎： 初中組：  葉倬名  鄭港萌  楊  華                         高中組：  李麗斯  溫家嘉  溫秀雪  
學生超重問題學生超重問題學生超重問題學生超重問題  ────  王少清是否嚴重？王少清是否嚴重？王少清是否嚴重？王少清是否嚴重？  2007/08 學年，本校有 450 出席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的檢查，其中 54人被甄別為超重（肥胖），佔 12%；而全港所有中學學生的超重（肥胖）率為 17%，高出本校約三分之一。雖然本校學生超重情況沒有全港平均那麼嚴重，但十人之中就至少有一人超重，仍然不算理想，我們仍要提倡健康飲食和恆常運動。  
下月期終考試下月期終考試下月期終考試下月期終考試        快溫習莫遲疑快溫習莫遲疑快溫習莫遲疑快溫習莫遲疑    本校將於6月12日至25日舉行期終考試，時間表已派給各同學，敬請各家長督促貴子弟勤加溫習。  
以禮待人問句好以禮待人問句好以禮待人問句好以禮待人問句好   本校同學做得到本校同學做得到本校同學做得到本校同學做得到  為向同學推廣以禮待人的精神，使校園內師生、同儕關係變得親切友善，尊重關心他人。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5 月 4日至 8 日舉行禮貌周。活動如下：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名人格言你要知 於校內張貼中外名人談「禮貌」的格言。 2 有禮貌行為選舉 從列舉的二十項有禮貌行為中，讓同學選出十項最欣賞的行為。( 結果請參閱表一 ) 3 中一標語創作比賽 與中一級中文科合作，每位同學創作標語，由中文科老師選出優異作品( 見表二 )。 4 禮貌大使選舉 於班主任課舉行。班主任引導同學選出該班的禮貌大使( 見表三 )。  十大禮貌行為選舉結果十大禮貌行為選舉結果十大禮貌行為選舉結果十大禮貌行為選舉結果 (  (  (  ( 按得票量排列，按得票量排列，按得票量排列，按得票量排列，1111 為最多為最多為最多為最多 )  )  )  ) ：：：：    1. 做錯事後說聲對不起。     6. 在乘搭交通工具時，讓座給有需要的人。 2. 細心聆聽和尊重別人的意見。    7. 守時不遲到。 3. 受到別人的讚賞和恩惠時，說聲謝謝。  8. 尊重他人的權益，不霸佔或毀壞公物。 4. 排隊守規矩，不插隊。     9. 在公共場所，不要大聲喧嘩。 5. 見到校長、老師和同學時，友善地問好。  10. 主動幫助老師和同學。  標語創作比賽優異作品標語創作比賽優異作品標語創作比賽優異作品標語創作比賽優異作品        以禮待人很重要，誰也做到真的妙﹗                      1A 張麗婷 以禮待人很重要，大家見面都微笑。                      1B 區樂晴 以禮待人得人愛，碰見師長勿見外，粗言穢語不應該，齊建禮貌風氣來。  1C 張楚君 禮多人不怪，無禮顯自大﹔有禮事易成，禮欠招失敗﹗    1E 盧逸晴  2009200920092009 禮貌大使選舉結果禮貌大使選舉結果禮貌大使選舉結果禮貌大使選舉結果     A B C D E 中一 林冬怡 歐樂晴 張楚君 林煒瑩 張齡茜 中二 姚賴嫦 楊韋婷 楊日寧 關苑樺 蕭潔靈 中三 方  憲 鄭港萌 葉珍妮 胡秀豪 張潁詩 中四 蔣珈晴 潘芍盈 陳勁業 謝昊殷 陳琪欣 中六 余佩琼 林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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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的魔笛莫札特的魔笛莫札特的魔笛莫札特的魔笛  ────  我的鑑賞能力我的鑑賞能力我的鑑賞能力我的鑑賞能力     

Mozart’s “Magic Flute” Appreciated 為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文藝活動，提升藝術鑑賞能力，陶冶生活情趣，本校特別安排初中兩班同學，於四月下旬，到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出席由香港管弦樂團及香港歌劇院聯合舉辦的《莫札特歌劇─魔笛》音樂欣賞會。同學的反應熱烈，以下是本校兩位合唱團成員的感想： 

Two junior classes sampled an opera performed by the HK Philharmonic and the HK Repertory in April, 

two students have this to say： 

� YEUNG CHI LOK  On that day, our class went to watch the opera “Magic Flute”. This “opera”- actually it was a concert, 

featured a collection of songs and linked up with narration. As we sat at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we could not see the singer 

clearly. Although they did not use any microphone or other Hi-fi equipment, we could still hear the song. The songs were 

sung in German, but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were projected on the screens, so we could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singing. There were only a few songs. The songs were pretty good, although in the song “Der Hlle Rache kocht in meinem 

Herzen” the singer (queen of the night) sang the song out of tune (the highest note), I still think it was good enough as that 

par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sing well. I love the songs “Pa–Papagena!–Pa–Papageno!” the most as the tone is harmonious, it 

captured my heart. However, the storyline on the other hand for me was far too simple. In my point of view, it was too short 

(it lasted for an hour).… Anyway, I hope that our school can organize more activities like this one for us. 

� SHEK TSUN LAM  “Magic Flute” was one of the Mozart’s masterpieces. This time, we heard some of the famous songs 

of the “Magic Flute”, such as. All the “actors” did well. They used their beautiful and stunning voices to sing out their songs. 

Also the orchestra played well too even tough they were placed in the orchestra pool.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 some 

obvious flaws. First, the “Devil Queen” tried very hard to go to the “ultra high F”. “Ultra high F” is a really hard note to sing. 

Second, Papageno was having his “McDonald lunch” while he was singing .It was quite impolite to the audience. 

Thirdly, …Well, there is always “a flaw in an otherwise perfect thing”.  
「中一小作家」最後召集「中一小作家」最後召集「中一小作家」最後召集「中一小作家」最後召集    本校中一級中文科設立「寫作獎勵計劃」，截稿日期為六月十日( 內容詳見《清旬》第 168期 )。同學的寫作表現將直接影響中文科考試卷一的分數，敬請家長督促貴子弟盡快完成並依期繳交。 
 

《清旬》《清旬》《清旬》《清旬》173173173173 期期期期        “Word FunWord FunWord FunWord Fun”    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        無人取滿分無人取滿分無人取滿分無人取滿分    

Riddles and Answers －－－－  Seven students win a token 

1 What goes from Tsuen Wan to Tuen Mun but never moves?      Tuen Mun Highway / Castle Peak Road 

2 Which one of these letters A, D, E, F, O is useful to a deaf woman? Why?    A,  because it makes her hear. 

3 What can you never eat for breakfast?    Dinner / lunch 

4 What question can you answer “No” but never answer “Yes” to?     “Are you asleep?”  /  “Are you dead?” 

5 What occurs once in a minute, twice in a moment, but not once in a thousand years?     The letter M. 

6 What is always in front of you, even though you can never see it?    The future. 

7 What do you find in the middle of Kowloon?    The letter L 

8 What is it that you can’t hold for 15 minutes, even though it is lighter than feather?    Your breath. 

9 What do the very rich people need but the very poor people have?    "Nothing!" 

10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when you say its name you’ll break it. What is it?    Silence.  

11 What is always coming but never arrives?        Tomorrow. 

12 Which city in this world kills more people than others?        Electricity 

13 What starts with the letter E, ends with the letter E, but has only one letter in it?       Envelope / Eye 

14 What tables have no legs?     Timetable / water table / periodic table / multiplication table 

15 What driver never gets a ticket from the police?     Screwdriver / computer driver 
 

No one wins the Big Prize! The following students and teacher scored almost full mark. Each of them wins a token of  

“cards”:  1A LEUNG NAI MAN    6B NG KA YAN   6B WONG KWOK ON     6B HO CHING KI 

2B WONG WAI SUM   3E YEUNG CHI LOK     3E SHEK TSUN LAM      MR HEAL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