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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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字母讀音有十個重災區 ─ 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特別安排

自己的夫人(港大英文系教授)教嶺南新生讀英文廿六個字母，用心可謂良苦。其實英文廿

六個字母中有大約十個是重災區，很多人讀錯而不自知。這些字母是：E、F、G、H、J、

L、R、V、W、Z。我們安排在早會向同學們講解如何糾正錯音。」 

☆☆☆☆☆☆☆☆☆☆☆☆☆☆☆☆☆☆☆☆☆☆☆☆☆☆☆☆☆☆☆☆☆☆☆☆☆☆☆☆☆☆☆☆☆☆☆☆☆☆☆☆☆☆☆☆☆ 

校外獲獎消息： 
 

(一) 本校剛收到浸會大學來函通知，下列畢業同學在大學成績優異： 

學生姓名 畢業年份 學院 (主修科) 嘉許或獎項 

鄧明緯 1999 商學院 (財務) 
1. First Class Honours (一級榮譽) 
2. President’s Honour Roll (校長榮譽榜) 

葉恩杏 2000 商學院 (財務) Dean’s List (學院成績優異榜) 
 

(二) 中國香港男子青年手球代表隊在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期間，於四 

川省昆明市舉辦的「全國中學生手球賽」中勇奪亞軍，成績斐然。鑑於畢業同學劉家豪

及陳志超於上述賽事之訓練及比賽期間皆有優異的表現，中國香港手球總會特來函表揚

兩位同學積極參與之精神，以及感謝本校多年來對手球運動之支持。 

 

2001-2002年度畢業生升學情況： 

 本年度共有七位學生獲得中文大學取錄，就讀學士學位課程，其名單如下： 

學生姓名 主修課程 

程婷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 (Automation &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鍾慧嫻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葉恩延       環境科學 (Environmental Science) 
凌思慧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潘薇妮       中國語言及文學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鄧婉儀       護理學 (Nursing) 
黃綺萍       日本研究 (Japanese Studies) 

 

「敬師日」點滴： 

本校校友會及黃碧君校友(現為國際酒店連鎖集團業務拓展經理)都分別在「敬師日」

帶同生果籃回校孝敬老師，藉此表達對母校老師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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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通告： 

 本校絕不鼓勵同學告假，同學應珍惜課時，倘有特別事項 (如申請身分證)，情況許

可下請儘量安排於學校假期間辦理，無故缺席當受處分，即或告假一節或數節，成績表

上亦將留有紀錄 (一定程度上影響操行成績)，請家長特別注意。 

 

教師動態： 

(一) 本著終生學習，自強不息的精神，本校李進軒老師及谷嶺昭老師分別在課餘持

續進修。李進軒老師先在去年取得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所頒發的中醫專業文憑，繼

而在本年再獲澳洲皇家墨爾本科技學院(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所頒發的

中醫藥學士學位(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Chinese Medicine))。而谷嶺昭老師則在暑假期間

於澳洲昆士籣大學修讀專業英語課程(English for TESOL Professional Purposes)，並取得由該

大學所頒發的證書。  

 

(二) 本校老師歷年均有專業著作出版，而為配合課程發展局新制定的中一中國語文 

科新課程，本校黃振鋒老師及陳漢廷老師特應商務印書館之邀，編寫中一中國語文科新

教科書並於本年七月出版，現為多間名校採用。 

 

(三) 我校資深老師葉泮明老師於本月初移民到英國劍橋定居，在此祝願葉老師前程 

錦繡及生活愉快。 

  

(四) 我校在本年度新聘了三位老師，他們分別是蔡潔瑩老師 (F.1A班主任，任教中 

國語文、普通話及中史科)、何娉嫚老師 (F.2D班主任，任教數學及化學科)及黃鎮江老師

(F.2B班主任，主要任教英文科)。 

 

學生資助計劃 ─ 資格證明書遞交詳情： 

 學生資助辦事處通知，現有約二萬個家庭因資料不足而尚未完成資格評估，因此這

些家庭尚未收到資格證明書，而有關學生將不能在學校訂定的限期前遞交資格證明書。

學生資助辦事處會發出一張通知書與有關申請人表示申請正在處理當中，結果將會稍後

另函通知。當同學收到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的資格證明書時，請立即交回校務處，以免

延誤申請。 

 

訂購冬季校服事宜： 

 本校校服供應商─特色校服公司將於本月廿五日(星期三)，下午12：30至4：30派

員到校替同學度身訂造冬季校服。有關的價目詳情可參考校服公司印備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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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消息：    

(一) 經過訓導組老師嚴格甄選，本年度的領袖生已經組成，其成員名單如下： 

領袖生長：6A劉淑芬、6B 陳健 
副領袖生長：6A王勤、6B錡金文 

第一組 組長：4A黃加秋、4D黃艷婷 
男組員：3B錢兆豐、4D鍾智維、周銘浩、左偉力、6B陳子鋒、陳偉煌、 
女組員：3B賴慧欣、3C何頌如、羅燕、3E黃騰騰、余翠敏、4D余鳳婷、范愛華、梁鈺騏、

陳育婷、楊嘉敏、6B陳嘉敏、許駿婉、雷淑敏 
第二組 組長：4D蔡楚文、4E黃欣琪 

男組員：3A張升文、3D溫家樂、4E林清文、葉滿傑、關鍵強、6A吳志遠、周汝和 
女組員：3D蔡莎莎、黃艷玲、冼煦茵、4B吳琳維、4E林海霞、鄭玉鳳、呂藹恩、吳穎欣 

6A顏奉詩、許以霖、黃楚淇 
第三組 組長：4A李志彬、4Ｃ陳佩宜 

男組員：3E楊錫豪、張錦衡、劉偉鎮、4C孫小權、6B徐嘉謙、林曉朗、黃俊偉 
女組員：3E劉詠心、葉德莉、周潔盈、4A葉婷、4C陳健菁、黃樹香、4E司徒慧婷、 

任凱雯、黃宜姝、江美珍、6B馬秋榮、蔡彬紅 

新一屆的領袖生在本月十九日由校長授章之後，已經開始執行職務，期望各同學來

年能夠繼續和領袖生合作，一同維持本校良好之紀律及純樸之校風。 

 

(二) 為答謝去屆各領袖生長、副領袖生長及領袖生組長在執行領袖生職務時之盡

力，訓導處特別訂製了一批獎座，於新領袖生授章當日由校長頒發給他們，聊表心意。

得獎名單如下： 

領袖生長 7B余黃莉、黃少斌 
副領袖生長 7A鄒曉瑩、7B唐翔 
領袖生組長 5A劉穎殷、5D魏智鴻、5E林婷婷、林浩、黃雪儀、梁東沅 
 

初中音樂會詳情： 

 本校安排了一埸音樂會供中一、中二及中三級同學欣賞，主題為廣告、卡通及電影

音樂串燒，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2002/09/30 第四及第五節 本校禮堂 
 

Our girls in UK newspaper 

 Selected among very strong competitors, Wong Tang Tang (黃騰騰, F.3E) and Wong Suet 

Yee (黃雪儀, F5E) attended a 3-week English immersion cours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on Wanchai Rotary Club grants. The Po O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awarded them 

additional pocket money of $3000 each. 

 While in England, Suet Yee and Tang Tang made use of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practise English. Their strong desire to improve themselves impressed the Principal of the     

Salisbury School of English so much that he decided to present them to the local Rotary Club. 

At one of the club’s dinner gatherings, both girls made speeche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were well received by all those present. The local Salisbury newspaper reported their activitie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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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uo enjoy cultural visit to city 
SALISBURY Rotary Club has welcomed two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to study English and get a 

feel for the city’s culture and heritage. 

  Club members gave each girl £50 pocket money to help the students during their stay. 

 Shirley Wong Suet Yee (17) and Tandy Wong Tang Tang (15) arrived in Hong Kong a few years ago, 

after their parents emig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until they came to Salisbury, they had never 

flown before. 

  They are winners of a competition held at their school by the Rotary Club in Wanchai, Hong Kong, 

the prize being their trip to help improve their English.  

  Air fares and their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 have been paid for and their school supplied them 

with money for expenses. 
 

 Now back to Hong Kong and back to school, Suet Yee and Tang Tang are still very 

excited about their study trip. They are full of fond memories of the things they saw, and the 

nice people they met. 

 On 16 th, September 2002, the two girls spoke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at a Wanchai 

Rotary Club luncheon meeting at the Grand Hyatt Hotel in Wanchai. They thanked the 

Rotarians for making their dream trip come true, and promised to work hard so that they could 

also help make our society a better place for everyone. 

 

家長涼茶鋪： 

(一) 家長教師會活動消息：第五屆會員大會將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主席鄺玉 

霞女士、委員楊志恆先生及梁玉冰女士特回校和老師委員商討籌備事宜。經兩小時商討

後，已擬就了具體方案，提交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討論及商議。 

(二) 文章分享：「廿四味」一碗 ─〈媽媽！我不是不愛你〉 

今天，媽媽在我的書桌上留下這樣的字條： 

「哥哥，你現在心裡只喜歡同學，只在乎老師，媽媽覺得很難過。媽媽覺得─你已

經不再愛媽媽了！ 

    想起你小的時候，總是膩在我的身旁，對我說很多小秘密，也會把你得意的作品送

給我，還會講故事給我聽。母親節的時候，你還會用存了半年的零用錢買一只胸針給我，

我參加任何宴會，一定帶著那只胸針。在媽媽眼裡，它比任何珠寶鑽石都要珍貴。 

    哥哥，自從你升上小六，我就再也沒握過你溫熱的手了。你升上國中，好像在一夕

之間突然長高、長大，大得似乎就要振翅高飛，飛得又高又遠‧‧‧媽媽真的好害怕。」

    看完字條走在上學的路上，我突然覺得今天肩上的書包特別沉重。 

    親愛的媽媽，也許我有好久一段時間沒有依偎在你的身邊，也許有好長一段日子忘

了為你準備小禮物，也許有許久許久不再和你分享小秘密‧‧‧ 

    但是，那並表示我不愛你。我之所以不再讓你牽我的手，不再與你談笑，甚至不再

要你幫我服務，那都不表示我不愛你。 

    我只是想證實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對我而言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已經長大了。

    親愛的媽媽‧‧‧ 

    你能允許我長大嗎？ 

(選自沈金慧《媽媽！我不是不愛你》。台灣：海鷗文化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