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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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一位失敗的中二同學 
親愛的陳同學，在報上讀了你的投稿，你在文章中說：「有些時候我真的覺得自己失

敗得很。就好像最近，不知為什麼，做什麼都不能成功，不論在學習或是生活上。一種

既無奈又失敗的感覺在我心中的深處不斷地湧出來。我的學習成績一向不太好，最近還

常常忘了帶書上課，被老師記了名字，在新學期裡就給老師留下了第一個不好的印象，

這樣叫做失敗嗎？我覺得是，因為在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好沒用。我的確覺得自己很失

敗，成績不好，朋友也不多，也許這只是我的主觀想法，但又有誰可以告訴我，怎樣才

能擺脫這種失敗的感覺呢？」 

親愛的同學，假如你報名參加陸運會，跟強手比，輸了，拿不到獎牌，覺得自己很

失敗，心裡自然不好受。這樣的失敗次數多了，就沒有興趣再繼續鬥下去。以這種錦標

取向去定成敗，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失敗不會是成功之母。 

但假如你報名參加陸運會，參賽的出發點是要戰勝自己的怯懦心理，在強手面前拿

不到獎牌，也可以心裡挺高興，因為你邁出了第一步！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進步了。這

是目標取向。目標取向的成功經驗多了，你增加自信了，就會孕育更多更大的成功。對

於多數人來說，成功乃成功之母。 

同學要積累成功，老師要創造機會讓學生嘗試成功。師生都把成功融入學校生活，

那樣，大家都會更成功。你受到老師鼓勵投稿，報上登出來了，你不是收集了一個成功

了嗎？ 
 

英文老師超基準！ 
 我校英文科課時特別多，因此英語科老師數目也較多。我們今年共有英文老師十六

人，平均教學年資十九年，超過一半擔任過公開考試閱卷員，經驗豐富，積累深厚。英

文老師有七人取得了( 或即將取得 )博士或碩士學位，另八位有大學學士資歷，十位曾在

英、美、加、澳接受英語訓練。新入職英文老師要參加基準試，百分之一百合格達標。 

 本校李校長多年來義務擔任香港考試局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即英語教師基準試 )科

目委員，熟悉基準試的要求；他表示本校老師都能應付基準試，多位更能大幅度超標，

實力雄厚。更難得的是不少英文科老師精益求精，不斷進修，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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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發動簽名「反對天橋圍我母校」！ 
校友會主席趙懷信去信荃灣區議會主席周厚澄太平紳士，強烈反對「天橋圍校」，節

錄如下： 

我們在這個校園長大，知道這圍校天橋造成的傷害是十分深遠的。這座行人天

橋將會在我數千校友心中留下一道深刻的傷口，永難癒合。 

今後幾十年，還會有很多荃灣居民的子女進入這個校園，生活五年或七年，渡

過他們最重要的成長階段。我們的學弟學妹將被迫在行人腳底下生活，他們將會每

天詛咒這座天橋，唾罵這座天橋背後的一切人和事。 

 路政署的建議實際上是建設一項無必要的公共設施去破壞一項珍貴的公共設

施。導引行人踐踏教育雖非設計者的原意，卻將是無可避免的惡果。易地而處，假

如校園內的孩子是天橋設計者的子女，他們會否作這樣的規劃？ 

尊敬的周主席，我們在荃灣社區長大，不希望這個社區的學童受到損害。我們

收集了本會會員、家長以及坊眾的簽名 445 個，以表達我們的憂慮。懇請周主席

及各位議員，為我們的學弟學妹進言，為教育進言。衷心感激！ 

 

全港中學網頁設計比賽 ── 我校奪得「最佳團隊表現獎」： 
 在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漸嚴重，對社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有見及此，星島日報、

積金局及安老事務委員會合辦了「人口老化與我的關係」網頁設計比賽。參賽反應十分

踴躍，大會一共收到六十五隊參加隊伍的網頁作品。經過精密的評審，終於在今年四月

選出六隊參賽隊伍，進入決賽。 

 進入決賽的六隊，分別為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趙聿修紀念中學、聖公會曾肇添中

學、粉嶺救恩書院、廠商會蔡章閣中學及寶血女子中學。 

 六組參賽隊伍的網頁內容都十分豐富，資料充足，而且切合是次的主題，導出了他

們眼中的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及對退休生活作未雨綢繆的重要性。同學們在短短十五分鐘

的簡報中，除了介紹自己的網頁外，亦分享了自己在製作過程中的所感所受，部分參賽

隊伍表示，透過與老人家的溝通，了解到老人的真正需要，亦明白尊重長者的重要性。 

 評判團向學生們作出提問，同學的反應又快又非常積極，部分答案更甚見深度，令

評判們也刮目相看。積金局執行董事李樹榮先生說：「學生的表現令我喜出望外，而且團

隊的合作精神表現出色！」 

最後，「最佳團隊表現獎」由本校奪得，代表隊由盧適之老師指導，隊員有4D 黃家

祺同學、3D冼煦茵同學、溫家樂同學以及3A張升文同學。 

 

反對「天橋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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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劉淑芬同學榮獲印度會獎學金： 
 6A劉淑芬同學因品學兼優，榮獲香港印度會獎學金 $1500，並獲邀與該會主席 Mr. 

Gary Purswani 會面，分享讀書心得及人生經驗，實在是可喜可賀！ 

 劉淑芬同學於去年的中學會考考獲「五優二良」(中、英、數三科皆「優」) 佳績；

現為本校總領袖生長及中六全級第一名。 

 

$25000 Rotary Club Scholarships: Open for Application  
(扶輪社獎學金接受你申請：) 

The Rotary Club of Wanchai is very generously making awards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 

by students to go on an all-paid-for, three-week language study vacation in England from July 

19 to August 10 this year. The total cash value of each award will be around HK$25,000. 

Selection criteria are: 

1. Applicants should be among the top 10 % in form position. 

2. Conduct: Grade A. 

3. Good record of service and leadership. 

4. Financial Needs: Applicants would otherwise be unable to undertake such vacation 

without the Award. 

5. Recommended by at least five teachers. 

6. Able and willing to serve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7. Be 17 years old or under. 

Teachers please make the information known to all students and encourage potential 

candidates to apply.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sit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conducted by Directors of the Rotary Club. 

 

---------------------------------------------------------------------------- 

《清旬》命運由你決定 ── 請填交「讀者問卷」：  
 《清旬》創刊至今快一學年了，它有沒有效用？是否要辦下去？請家長、老師和同

學們都來幫助我們做決定。 

 請把這個問卷填好，於六月十七日前投進學校地下問卷收集箱裡。謝謝！ 

《清旬》讀者意見問卷調查(請圈出答案)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經常細心閱讀《清旬》 5       4       3       2       1 

2.《清旬》能有效幫助我了解學校的發展 5       4       3       2       1 

3.《清旬》能有效吸引我的閱讀興趣 5       4       3       2       1 

4.《清旬》對學生起到鼓勵的作用 5       4       3       2       1 

5.《清旬》應該繼續辦下去 5       4       3       2       1 

6. 填表人是 (請「 」)：                 家長         老師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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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員到校協商「圍校天橋」事宜：  
本校就反對「天橋圍校」事宜向多位議員求助。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先生及荃灣區議

會副主席陳偉明議員，將於本月十九日聯同運輸處及路政署官員到我校作現場視察，就

解決「天橋圍校」問題聽取本校意見，歡迎各位家長、老師及校友參與。 

 

「唱衰打機」標語創作有獎徵稿： 
    由《清旬》主辦的「唱衰打機」標語創作有獎徵稿即日接受同學、老師和家長的稿

件，請將標語連同聯絡方法於本月十七日前投入地下《清旬》收集箱即可。入選每稿獎

書卷五十元。茲列標語三款供參考： 

I. 打機升「呢」多，考試得分少。 (「呢」是機友術語，level 也，即「級別」。) 

II. 打機醒，成績差。 

III. 打機成功，交友失敗。 

 

近期學校活動速報： 
(一) 中一級同學參與「防炎」講座：五月廿九日，本校邀請了麥國風議員為我校

中一級同學舉行「防炎」講座，氣氛熱鬧，各同學皆獲益良多。 

(二) 中一級同學參與「環保」講座：六月九日，本校邀請了香港環保團體「長春

社」成員為我校中一級同學舉行「環保」講座，藉此增加同學在「環保」方面的知識。 

(三) 歷史學會參觀「拿破崙大展」：歷史學會將於六月十一日 (星期三) 前往香港

歷史博物館參觀「拿破崙大展」，這個展覽共展出176件拿破崙時期的珍品，包括大型油

畫、服飾、珠寶、傢俬和歷史文獻等。透過是次展覽，可以讓同學回溯拿破崙叱吒風雲

的一生，並認識到十八至十九世紀時期璀璨的法國文化。 

是次參觀的同學包括中六A班及中五同學共二十多人，由黃偉文老師帶隊。 

 

家長涼茶鋪：「增加家庭凝聚力，減少孩子外騖心！」 
由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子女要談情說愛，我怎麼辦？」講座，已圓滿結束，參

加者五十多人，兼有區內友校家長老師出席。期間，講者彭智華先生就講題，給予家長

一些反思： 

 子女往外求愛，有可能是家庭的關愛不足，我們可有留意子女的真正需要？ 

 有沒有將自己年輕時成功的戀愛經驗，和子女一同分享？這可能是合適的溝通

話題和素材。 

 可有安排合家歡式的戶外活動或室內遊戲？這些都能增加家庭的凝聚力，減少

孩子的外騖心。 

 情感要來，無法制止，家長要做的，是設法令它延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