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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 

開學了，學生哥，人之初，不拍拖，不賭波， 

學業勤，運動多，父母敬，損友疏，阿媽阿爸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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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敬師日」，齊向老師表敬意！ 
 行政長官於一九九七年的施政報告中正式宣佈，自一九九八年起每年的九月十日定

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敬師日」。你會在今天透過行動 ( 例如：言語、心意卡、書信、

電郵或獻花 ) 來表達你對老師的敬意嗎？ 

 

英語夏令營：我校同學獲評“The best”，應邀上電台談感受！ 
2003 年暑假，尖沙咀美麗華酒店推出六日五夜英語夏令營，由該公司聘請外籍英語

老師任教，並特別利用酒店設施組織英語活動，甚受歡迎，全港有十多間中學組班參加。  

本校莫少瑛老師帶領二十七位中二同學參加了這個名為「Miramar English 

Experience」的英語學習活動。我們的同學主動投入，全程英語對白，對每一個學習機會

都十分珍惜，獲益良多，深受導師讚賞。 

課程導師 Dan說：｢Your class is the best. I’ve taught classes from other schools and I 

think yours is the best. I am most impressed with your extremely high level of English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  

另一位導師 Michelle 說：｢You are the best class I have ever met . You talk in English 

all the time, even among yourselves. But the other groups talk in Cantonese all the time .｣  

新城電台特別邀請本校 3B周家祈同學，於九月九日上電台談收穫及學習心得。 

 

我同學勇奪「全國中學生手球賽」冠軍： 
本年八月，我校4C黃子振及畢業生陳志超同學聯同他校一行十六人代表「中國香港

男子青年手球隊」參加於山東舉行的「全國中學生手球賽」，擊敗全國眾多強手，以六勝

一負佳績，勇奪冠軍，成績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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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 年度「中二及中三級欠交功課留堂措施」： 
本校將於 9月 15日（星期一）起實施「留堂班」，同學須於第一節上課前繳交功課，

欠交功課的學生除了按校規處罰外，還須於即日放學後留堂，補做功課或其他作業。 

本校老師盡可能於早上以電話通知需要留堂學生的家長，並將有關事項記錄在學生

手冊內。因事未能即日留堂的同學須提交家長信解釋，並與老師聯絡安排補留日期。 

留堂班之時間如下： 

循環周一日 (Day I)：下午四時三十分至五時 

循環周二至六日 (Day II-VI)：下午四時至四時五十分 

遲到學生無合理解釋一律扣一分。 
 

初中「中國歷史科」持續評估計劃： 
為使「中國歷史科」評分方法多元化，本校於初中推行「持續評估計劃」，透過生動

課堂習作、課外實地考察、專題習作、圖片搜集、問答比賽及簡單的小測驗等活動，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藉此印證從課本中所學的歷史知識。本校據此給予學生評分，

年終不用考試，減輕同學壓力，加強其對學科本身的興趣。 
 

中六收生情況： 
 本校中六理科班學額全部由本校中五畢業生填滿；中六文科班學額則有百分之九十

以上由本校中五畢業生填滿，另有五位同學分別由荃灣官立中學、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及尚智英文書院轉到本校就讀。 

 

英中、中中試比高：2003 年會考英中與中中合格率升降比較 
以下圖表據2003年8月5日，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林樊潔芳在記者會上發放的資

料加以整理。 
 

考生五科合格率(與上年該組學生比較) 
                       學生能力組別

學校類別 

高 中 低 

英中(112間) 平 ↓ ↓ 

部份科目選用英文作答的中中(約160間) ↓ 

 

↓ ↓ 

全部科目選用中文作答的中中(約150間) ↑ ↑ ↑ 

 

考生英文科合格率(與上年該組學生比較) 
                       學生能力組別
學校類別 

高 中 低 
 

英中(112間) 平 平 ↓ 
 

中中(約 310間)       ↑(佔 10%) ↓ ↓ 

 

另外十二間「半英中」(即初中母語，高中轉用英語)被以偏概全指為「十二間成績全

面下跌」。但因有我校為例外，有關官員發覺失言後已向我校道歉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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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位同學已獲大學取錄(本年第一輪收生資料)： 
 

學生姓名           大學 / 科目 
陳英豪           中文大學 / 政治與行政 
陳育苗           中文大學 / 歷史 
鄭靜萍           中文大學 / 中國語言及文學 
鄭晨鈐           城市大學 / 公共行政及管理 
張珮嫚           教育學院 / 小學教育 
鄒曉莹           城市大學 / 工商管理 ─ 服務業經營管理 
周潔兒           浸會大學 / 翻譯 
周穎之           理工大學 / 酒店、飲食及旅遊業管理 
何玨慧           香港大學 / 文學士 
黃苹苹           浸會大學 / 人文學科 
關翠珊           城市大學 / 翻譯 
黎家歡           理工大學 / 服裝及紡織學 
林勇文           城市大學 / 通識教育 
李  慧           浸會大學 / 翻譯 
吳曉欣           城市大學 / 社區服務管理 
孫詠珊           城市大學 / 社區服務管理 
衛健龍           中文大學 / 歷史 
尹美華           浸會大學 / 傳理學 (電影電視) 
黃嘉欣           城市大學 / 應用中文 
楊文詩           嶺南大學 / 當代英語語言文學 
余玉平           浸會大學 / 體育及康樂管理 
陳晨麒           科技大學 / 化學工程 
鄭志立           城市大學 / 金融服務 
張翠雯           嶺南大學 / 哲學 
張樂勤           科技大學 / 數學 
鄒若婷           理工大學 / 電子及資訊工程 
居頌剛           中文大學 / 生物 
何振浩           科技大學 / 土木及結構工程 
何麗霞           城市大學 / 工商管理 
關健強           中文大學 / 物理 
黎國豪           理工大學 / 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 
梁家祐           城市大學 / 金融服務  
梁詩曼           教育學院 / 語文教育 
梁偉傑           理工大學 /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 
吳燕玲           理工大學 / 物理治療 
潘子薇           中文大學 / 專業會計學 
薛  耀           中文大學 / 生物 
譚建汶           科技大學 / 數學 
黃潔明           城市大學 / 公共行政及管理 
黃淑麗           中文大學 / 工商管理 
黃少斌           科技大學 / 機械工程 ─ 屋宇設備 
胡金權     科技大學 / 電子工程 ─ 信息及通訊工程 
葉琳琳           理工大學 / 護理學 
余黃莉           香港大學 / 內外全科醫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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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男生令學校蒙羞： 
九月三日，一位好心的小學校長致電本校校長說：「今早上學時候，在荔景地鐵列車

上看見兩名王少清中學男生 ( 約中三、四上下 )，頭髮長短不一，蓬鬆邋遢，高談波經

賭注，夾雜粗言穢語，令乘客側目。王少清中學校風良好，可惜仍免不了枯枝一二，特

來電告知，請貴校留意。」 
 

本校「第二屆文化節」(2003/04) 活動安排： 
 

2003年 9月至 12月的文化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場地 統籌

老師

參與人數(包括學生

及老師)及班級 

香港芭蕾舞團<杜蘭

朵>學生專場 

2003/09/08 11:30am-12:45pm 沙田大會堂 

 

周玉冰 226 

F.2 

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

會<語言的藝術> 

2003/10/09 3:00-4:30pm 荃灣大會堂 

 

謝穗芬 120 

F.1-F.4 

不加鎖舞蹈館<10夜>

排演記事簿 

2003/10/14 3:00-4:15pm 荃灣大會堂 

 

周玉冰 226 

F.3 

歌舞昇平—音樂劇的

特色與發展 

2003/10/17 3:30-5:00pm 葵青劇院 

 

周玉冰 46 

F.4 

非洲鼓樂跳跳紮 2003/10/23 3:30-5:00pm 荃灣大會堂 

 

周玉冰 46 

F.2 

趣味科學示範及綜合

節目 

2003/11/07 2:00-5:00pm 香港科學館 陳紹基 226 

F.1 

音樂事務處<樂韻播

萬千>音樂會 

2003/11/10 10:00-11:00am 荃灣大會堂 

 

周玉冰 150 

F.1 

葵青劇院舞台設施介

紹及話劇製作入門 

2003/11/24 3:30-5:00pm 葵青劇院 謝穗芬 20 

F.2-F.6 

參觀香港藝術館 2003/11/25 10:00-11:00am 香港藝術館 周玉冰 226 

F.1 

香港文化中心管風琴

示範音樂會 

2003/11/25 11:00am-12:00nn 香港文化中心 周玉冰 226 

F.1 

新域劇團「昆蟲系列」

學生講座 

2003/12/10 4:00-5:30pm 香港文化中心 黃子敬 20 

F.4-F.7 
 

2004年，尚有下列 2項活動有待覆實： 
宇宙星空全接觸 2004/02/27 10:00-12:00am 香港太空館 

 

陳紹基 226 

F.2 

城市當代舞蹈團<午

間舞蹈欣賞> 

2004/03/09 2:30-3:30pm 荃灣大會堂 

 

周玉冰 226 

F.4 
 

‧‧‧‧‧‧‧‧‧‧‧‧‧‧‧‧‧‧‧‧‧‧‧‧‧‧‧‧‧‧‧‧‧‧‧‧‧‧‧‧‧‧‧‧‧‧‧‧‧‧‧‧‧‧‧‧‧‧‧‧‧‧‧‧‧‧‧‧‧‧‧‧ 

所有同學須於 9 月 11 日交下列回條予班主任存檔 
 

家長回條 

本人已閱畢 貴校《清旬》第二十八期，知悉《清旬》為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

通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如遇假期則提前或押後）向學生派發。 

本人明白家長有責任閱讀學校發出的通訊和通告，並及時因應需要作出回覆。本人

當督促敝子弟準時將《清旬》及其他學校通訊交予本人覽閱。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F.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