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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修身立德 鞏固學業 心繫家國 2010年畢業典禮演辭全文 

主禮嘉賓包偉源校友、陳福林校監、李民標校長、各位校董、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二零零九年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創校三十周年，標誌著學校已茁壯成長，邁步向前。今年是本校獲

教育局批准，由中文中學轉為英文中學，這成果是由不同持份者，包括寶安商會校監及校董、前任校長陳兆

明先生及李民標先生、各位老師、家長及學生同心同德，努力耕耘所帶來的。七月校慶晚宴，各方聚首一堂

舉杯慶祝，接著，我們又面臨更多新挑戰，例如：轉變教學語言;落實執行「3-3-4」新高中學制；優化班級
結構等。為配合教育改革新路向，本校已於去年推行了多項措施和活動，為未來的挑戰作好準備，現略述如

下： 

品德教育 
育人先育德，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積極的學習態度是我校貫徹始終的教育目標。本校一向以校風純

樸，學生勤奮謙恭、善良守規見稱。為進一步加強同學的德育發展，本校去年就以「責任感」為題，透過德

育周、報章新聞、老師早會短講、班主任課及張貼名人雋語等活動，希望能啟迪同學心靈，讓同學了解個人

對自身、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責任。 

教學語言微調 
能轉變教學語言，是我校成為英中的重要標誌，印證我校過去出色表現，體現本校的教學條件及老師

的語文能力均已達標。為了創造更優良的語言學習環境，本校將制訂全方位的語言政策，並組織不同的課堂

和課外活動，以增加同學接觸和運用英語的機會，加強他們學習語文的動機和信心，從而提升英語水平。 

新高中課程的實施 
為了順利落實新高中課程，本校在課程設計、班級數目及照顧學生能力差異等多方面都作出適切的規

劃。除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外，校方更開設較具彈性的選科組合，讓學生可按個人興趣和能力選讀。

新高中各級均採用小班教學，將五班分成六組上課，令同學得到更悉心的照料，鞏固學業基礎。本校亦積極

鼓勵老師參加專業培訓課程，組織教學交流活動以增成效。 

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生可直升中六，學習差異較大，老師除了需要於課堂上調整教學策略外，亦會於

課餘時間安排拔尖補底課程，以照顧學生不同需要。 

學術成就方面，本校在 2009-10年度高級程度會考及中學會考的成績，均遠超全港日校水平，會考英文
科的合格率高達百分之一百，更有三位同學獲五星級成績。為表彰同學們出色的學術表現，本校特設 20 項
奬學金，以資獎勵。此外，亦有六名同學成功爭取校外獎學金。 

其他學習經歷的開展 
過去一年，我校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

術及體育活動。同學亦不負眾望，在以上各個領域屢創佳績，包括校際英詩集誦和團體合唱、全港數理資訊

科技競賽、學界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賽，為學校增添不少殊榮，而男子手球隊更在學界體育比賽中連

奪12屆總冠軍，成績實屬驕人。 

國情教育 
適逢今年是我國成立六十周年，正是本校推行國情教育的好時機。本校透過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如

電影欣賞、參觀展覽、國民教育獎勵計劃、參訪交流團和體育集訓等，帶領學生從不同角度了解中華文化、

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民生發展，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身分認同及歸屬感。師生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包括珠三

角、山東、四川、上海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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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人才   連繫校友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是一個培育優秀人才的搖籃，畢業的同學在各大專院校成績卓越，去年更有不少

同學獲得大學獎學金、甚至名列院長優異成績榜或代表院校赴外地交流。更難得的是校友對學校擁有一份深

厚的歸屬感，他們願意以自己的專長回饋母校，協助推行各式各樣的活動，支持師弟師妹成長，為校園生活

添上姿采。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本校將以提高同學的語文水平、加強品德教育、鞏固新高中課程及發展多元化

的「其他學習經驗」為學校重點發展事項，希望能為同學帶來更優質的學校教育，讓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再

創高峰。 
 

不放棄，便成功！  2010年畢業典禮主禮嘉賓包偉源先生演辭全文 
各位嘉賓、陳校監、各位校董、各位家長、鍾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您們好，很榮幸今天能夠回到母校參加畢業典禮。今天畢業同學很快就面對人生另一階段，部分同學

可能很有滿足感，充滿自信。回想我當年原校升讀中六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太厲害了。如果在座的同學也有

同感，恭喜你們，因為在人生路上，你們已勝了一仗。 

但是，我以一個畢業二十年的學長來說，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一切，這樣的成功只是個人的一小步。 

今天，就讓我在這裏，跟同學一起說說自己過去的一些經歷，希望給同學們一些參考。 

回想1981年，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進入王少清中學，我的第一印象是：新！當時全部東西都是新的，

校舍是新的，老師是新的，同學是新的，因為學校只有三年歷史，很多老師都是初出茅廬。當時的客觀環境

令王少清中學很快便成為荃灣區最有活力的學校。還記得當年我參加朗誦比賽、音樂比賽、話劇比賽，經常

都留在學校練習，我們一批同學跟著老師，一起建立母校的聲譽。從我進校到離校的短短七年中，王少清中

學已成為荃灣區的名校，無論在會考成績或課外活動都有很好的表現。 

大學畢業後，我到德勤會計師行工作。當時工作非常忙碌，每天加班至晚上十一二時是很平常的事。

晚上坐地鐵回家時，還要在地鐵溫書，準備會計師專業考試。我的同事都是精英，他們既聰明，又勤力，令

我不敢停下來，不斷求上進。當時有很多前輩，考完會計師資格以後還不斷進修。他們大部分會攻讀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公司秘書專業資格，有些更會考取律師資格。總而言之，我們習慣不斷學習，希望透過學習來

不斷進步。我也被前輩的勤奮感染，不斷進修。我考取會計師資格後，便轉到一家商業機構工作。在那裏沒

有那麼忙，可以有更多時間學習，於是我開始考取公司秘書的專業資格，然後又攻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及中

國的財務會計課程，最後更取得電子商務碩士學位。 

我在會計師行工作時，由於我是核數師，而當時很多客戶是在國內開設工廠，所以我經常要回國內。

我們這一代見證著中國的變化和進步。從前沒有很多大學畢業生願意到國內工作，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國內

的生活環境不理想，而這個不理想是多方面的，包括衛生條件、生活習慣、個人素質、治安等等，所以當時

到國內工作的人都有補貼，但依然沒有很多大學生願意回去。考到會計師資格以後，我轉到一家上市公司當

會計師，五年後又轉到一家中資上市公司當會計經理。我經常接觸到國內的管理人員，發現原來國內也有很

多精英人才。他們當中有很多是從國外留學回來，並且已經有境外公司的管理經驗。他們都是有素質的管理

人員，和我以前在內地工廠看到的員工很不一樣。我開始體會到只要有適當的環境培養，國內人才都可以發

揮得很好。當時我想，國內市場那麼大，如果能到國內發展就不錯。但是，我一直都沒有嘗試，因為還是害

怕一個人在國內長期生活不習慣。到2004年，終於有一個機會，一位在內地工作的朋友離開他在南京的工

作崗位，問我有沒有興趣，我便立刻答應，開始我在國內的生活。 

我在南京工作兩年以後，完成了房地產任務，回到香港總部工作了一年，才升任廣州區財務總監。現

在我長駐廣州，它是國內其中一個發展得最蓬勃的城市，生活水準基本上跟香港差不多，居住環境也比香港

好。可想而知，香港的優勢已越來越少。由於互聯網的發展，國內同事接收的訊息已經跟世界同步，他們擁

有專業學歷，更具國際視野，如果香港的同學將來要到國內工作，便需要虛心學習，努力理解國內的文化，

並積極融入社會。 

各位同學，聽到這裏，大家可能覺得我很幸運，甚麼都一帆風順。不是的，在學業上，我在中學、大

學的成績都不突出，經常都只是剛剛合格。考會計師也不是一次過考到，而是考了五次才通過。在工作上，

很多時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亦有上司不滿意我的工作表現。在同一公司裏升職通常都比同事慢。在人際關

係上，無論在香港及國內也有過一些不愉快的經歷。當初我要到南京工作，我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反對，認為

我不應該放棄香港的穩定工作，結果該份工作我只做了兩個月，就因種種原因而離職，後來又失業了三個月，

當時我可算是跌入人生的低谷。不過我沒有放棄，時常留意合適的機會，結果不久我便找到南京的工作，並

可繼續發展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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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人生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過程，人不停的犯錯、失手，但只要你冷靜面對，難關終於過去。

有一些同學可能會考成績不好，被逼重讀。我何嘗沒有這樣的經歷呢！在香港理工大學取錄我讀會計之前，

我也曾在另一間中學重讀了幾天中七。那種感覺就像是世界末日來到了。但如果你在多年後回望，你會明白

重讀和升不到職或失業都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只要你努力過，就應勇敢面對結果，坦然接受，再訂立目標，

不斷學習，創造成功的機會。當年我也有一些同學，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但他們沒有放棄，

或努力學習，或勤力工作，今天都已有一番成就。 

回應我剛才所說的話，成績優良的同學，不用太高興，因為前面還有很多難走的路。成績不理想的同

學也不用灰心。有一天。當您們像我一樣有少許成就，您發現今天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個車站。就算您錯過

了一班車，只要您不放棄，很快便有別的車可以載您到達目的地，到時您發現你錯過了的車對您的影響是微

不足道的。 

各位同學，不放棄，便成功！希望您們遇到困難的時候，記得我這一句話！ 

謹祝各位身心康泰，校譽日隆，多謝各位！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是包偉源校友結緍大喜日子，得知是我們的畢業典禮而改期。感謝包校友

對母校的歸屬感；能看到校友有先想別人，再想到自己的情操，我們深感安慰！ 

 

「校慶長跑」的具體安排 
中一至中三 舉行時間： 第四至第五節 

 集合時間及地點： 上午 10:30於操場集合 

中四至中七 舉行時間： 第六至第八節 

 集合時間及地點： 中五：下午 1:10於荃灣公園羅馬廣場集合 
中四及中六七：下午 1:30於荃灣公園羅馬廣場集合 

比賽時間： 
級別 

日期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七 

3/12 上午 11:15-11:30 上午 11:30-12:05上午 10:45-11:15 下午 2:20-3:00 下午 1:30-1:50  下午 1:50-2:20

中一至中三級午膳時間：上午中一至中三級已完成賽事並由班主任核實人數後之班別可自行解散，午膳後

1:15回校集合。 

中一至中三級下午活動安排： 
級別 

日期 中一 中二 中三 

3/12 
英文科活動：電影欣賞 
下午 1:30-3:00（課室） 

英文科活動：電影欣賞 
下午 1:30-3:00（課室） 

通識科測驗 
下午 1:30- 3:00（課室） 

頒獎典禮：下午 3:30全體同學到禮堂出席頒獎禮。放學時間將順延至約下午 4:15。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 歡迎各位家長一同參與長跑，只需在  貴子弟所屬比賽時間前到場準備，即可參加。 

 

F.7 Mock Examination Schedule and Graduation Ceremony 
Jan 20 Normal lessons up to and including 20/1/2011 

Jan 21 – 24 Private studies days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Jan 25 – Feb 18 Mock Examination (8 days) 

Feb 21 Private studies days (Normal lessons cancelled) 

Feb 22 – 23 Discussion of mock examination papers (Normal time table - Day 2 and 3) 

Feb 23 Last day of school for F.7 

Feb 24 – Mar 18 Tutorial sessions to be arranged by subject teachers (if necessary) 

June 3 F.7 school reports ready for distribution (1:00 – 1:30 pm / Hall) 

June 24 F.7 Gradu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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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假期自修室安排 (22/12–31/12，公眾假期除外) 

中五 111及 210室 開放時間： 

中七 509、510室及中文室 星期一至五 八時三十分至四時 

MPA如常開放讓同學自修使用 星期六 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同學須穿整齊校服，嚴禁於自修室內飲食。 

 

天才之作，豈能錯過 
科學館現正舉行「達文西的創意奇想」模型展覽，由意大利佛羅倫斯博物館借出 80件模型展出，機會難逢。
模型根據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達芬奇有關飛機、戰車及坦克的草圖塑製而成：二十世紀的武器竟然與十五世

紀的天才構思不謀而合，令人讚歎稱奇。 

為配合中二世史科課程，所有中二同學均需前往參觀，並在 2011年 1月 24日前向有關老師提交報告，分數
撥入下學期計算。 

展覽主題 地點 展期 時間 費用 

達文西的 
創意奇想 

尖東科學館 
展覽廳 

即日 至 
2011年 2月 9日

星期一、二、三及五：1 pm - 9 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10 am - 9 pm 

逢星期四休館 

學生半價 12.5元
（要出示學生証） 
逢星期三免費 

 

少清科學尖子  比賽培訓你要知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  香港選拔  

教育局將於明年 3月舉行「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選拔賽。通過選拔賽的同學將接受 230小時訓練課程，而最
優異的同學將會代表香港到外地出席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比賽。對科學比賽有濃厚興趣，或曾有科學比賽

經驗，並於 1997年 1月 1日或以後出生的同學，請於十二月十日（星期五）或之前向尹國棟老師查詢或報
名。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  2011  

教育局聯同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香港物理學會及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委員會定於明年 3月 19日（星期六）舉
行「香港物理奧林匹克」選拔賽。在比賽中表現優秀的同學，將獲安排參加一連串的物理學增益課程，而最

傑出的同學將代表香港參與 2010年於愛沙尼亞舉行的第 43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比賽。你怎可輕易錯過
這次挑戰自己的難得機會？請於十二月十日（星期五）或之前向尹國棟老師查詢及報名吧！ 

科學學會  ─  科學訓練營   

科學學會將於明年 2月 8日至 10日（農曆新年假期期間）於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舉行為期 3日 2夜的「科
學訓練營」。科學學會希望透過一連串科學比賽、活動及遊戲，令同學更深入掌握課堂所學的科學知識。由

於名額有限，有興趣的同學請從速向物理學會主席 5F班勞茬蘢同學查詢及報名。（營費、膳食費及活動費用
為每人$200，科學學會會員優先報名） 

科學為民講座系列  香港科學館將於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舉辦兩場科學講座，詳情如下： 

時間 題目 講者 

2:30p.m. – 3:15p.m. 少油，唔該！ 郭婉珊女士（營養師） 

3:15p.m. – 4:00p.m. 掌握營養成分，選擇合適食物 郭麗儀女士（科學主任） 

是次講座不設預留座位，有興趣的同學請在講座開始前十五分鐘到尖沙咀科學館演講廳入口處排隊等候入 
場。座位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