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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廁所是一面鏡子 
有同學到他校試場應考會考，回來大讚母校的竟是洗手間夠整潔。「以前不曉得，原來

我們學校的廁所這樣乾淨！」。看來他們上過的試場學校的廁所太不像話了。其實學校廁所

的狀態，多少反映學生的品德行為。 

我建議同學們向闊別多年的小學同窗打聽一下，他們現在就讀的中學校風如何，學風怎

樣。之後稍作比較，相信大家會異口同聲地說：「原來王少清的學生係咁好的！」不信，你

試試看。你會為自己身邊有這麼多純良樸實的好同學而慶幸！ 

★★★★★★★★★★★★★★★★★★★★★★★★★★★★★★★★★★★★★★★★★★★★★★★★★★★★★★★★★★★★★★★★★ 
 

本校手球隊創出          佳績！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分會舉辦的男子手球比賽，本校於年初已連下兩城，

取得男甲及男乙冠軍；現男丙再下一城，於比賽最後一秒攻入一球，以一分險勝廖寶珊，

令我校第五度蟬聯荃灣及離島區總冠軍，完成「六連霸」的賽前目標，勇奪「大滿冠」

(男甲、乙、丙組皆奪冠)佳績。男丙的手球健將為：  

2A 鄒樂恆  張驊才  2B 馮展恆  張浩然  蔡皓光  2E 蘇梓聰  馮柏裕  連澤鑫  馮昇瑋  駱俊傑

1B 陳主威  1C 徐展衍 
      

 

本校男乙足球隊奪學界季軍： 
 我校男子乙組足球隊於四月廿四日舉行的荃離區學界足球比賽，奪得季軍，成績令人鼓

舞；足球隊隊員名單如下： 

4A 楊金福   4B 劉寶麟   4D 李駿彥   何浩文   戴振裕   林廣財  3A 吳賀維   3B 吳峻翔  

3C 黃耀永   3D 許永豪   黃晨勇   3E 張立康   2A 胡萬容   2B 陳海青  

 
班際新聞報導比賽結果：  
為訓練同學的說話技巧及提高同學對時事的觸覺，本校中文科及德育組特別於 4 月 29

日，為中二及中三級同學舉辦班際「新聞報導」比賽。同學表現出色，具真實感，獲得評判

李民標校長及黃振鋒老師很高的評價。兩級的優勝者為： 

 冠軍：2C 陳素婷   亞軍：2A 顧偉浚   季軍：2D 陳安生  

 冠軍：3B 勞異珮   亞軍：3A 李嘉利   季軍：3E 巫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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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周年校慶音樂會               
本校為慶祝創校廿五周年，特別於四月廿六日上午假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音樂會，由

學生表演在校際比賽中獲勝的演唱、樂器及朗誦項目，並將錄製成CD及VCD永留記念。 

當日出席音樂會的家長及友校師生共有二百人，本校學生的表現獲得他們的高度評價。

以下節錄了部分家長、老師及同學對校慶音樂會的感受： 

家長莊烈峰先生：音樂會很成功！台上表演同學多才多藝，台下欣賞同學投入、合作；

會場氣氛融洽，有很強的凝聚力。 

  

中文科黃子敬老師：表演同學非常認真、盡心，水平很高，有大將之風。 

  

英文科吳國強老師：I was so touched by the energy flow in the piano recital. I was moved, 

by the sweetness of voice of the solo verse speakers, their fine feelings and the hundreds of 

nightingales in the choir. Too short, too short. It was simply not enough! My heart wants 

more! 
 

訓導組程兆麒老師：由學校步行至大會堂時秩序良好；台上同學認真表演，台下同學靜

心欣賞。 

 

3B莫韻婷同學：It’s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students could perform in front of the whole 

school, it made them feel proud of themselves. The performances of our classmates were very 

good, especially the Putonghua verse speaking. 
  

English Week 2004 (英語周 )：Have       and Learn ! 
We certainly have a good mix in our exceptionally outstanding English Society this year. 

Every member participates actively, energetically and creatively in all the activities that we 

organize. After our big party in Halloween, we have another biggie, our English Week, going on 

these days. Everyone enjoys it a lot and here’s what one of our key members, Lee Lee Huang of 

3B, would like to tell you more about: 

“English society organizes the English Week from 27th April to 30th April during lunch time from 

12:45 – 1:15 a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There are 5 games, “Tic Tac Toe”, “Body-Check”, “Cross-Word 

Puzzle”, “Mind Your Words” and “Bingo”. All of these games are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Besides 

playing, we can also learn some new words from the games. On Friday, April 20, we have another 

special activity for you. It is Karaoke. So please come down, join us, have fun and learn some English.” 

 

申請下年度「學費減免」、「車船津貼」、「書簿津貼」須知： 

(一) 曾在上年度獲得資助的申請人(學生家長)，將於近期收到申請表格B及有關文件。若

未收到，可電學生資助辦事處82267067或21506091查詢。 

(二) 所有未曾申請資助或曾申請而不獲得資助的家庭可取表格 A申請。表格 A 於五月十

日在學校大門派發，派完即止。表格A亦可在各民政事務處索取。 

  注意：每一家庭只可填一份申請表。申請人請在五月尾前將申請文件直接寄回學生資

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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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自由寫」嘉許榜 (English Free Writing Writers’ List)： 
「英語自由寫」計劃為常規作文課之外，同學及老師自願參與的文字交流活動，由去年

9月至本年 4月，完成了 3000字或以上的共有二百多位同學，名單如下： 
 

3000字以上： 
1C 卓芳婷 趙幗寶 莊綽姿 梁蔚琦 文綺彤 鮑凱琪 黃嘉欣 顏嘉樂 顏兆軒 

1E 周廣榮 

2A 房麗鈴 洪挺秀 魏安娜 莊志強 林  立 

2B 馮展恆 劉志豪 李文標 梁瀚祥 

2C 許穎欣 李慧琪 鄧梓琪 鄧量謙 胡璟麟 余嘉豪 嚴定匡 

2D 陳淑貞 

2E 黃卓欣 黃樂宜 黃佩珊 陳美木 鍾振龍 梁以謙 沈耀倫 

3B 張顥齡 羅少敏 馬淑婷 　婥淇 黃寶陞 楊人龍 

3C 陳賽岸 陳琪詠 周詠君 曾海雯 

4E 陳珮玲 陳雪姬 高愷彤 李思慧 廖子瑩 廖維揚 鄧洛軒 

 
4000字以上： 
1D 楊康澄 

1E 陳致宏 

2A 陳怡怡 張營翠 周凱淇 李詠怡 黃梓雯 黃彥婷 王毓霜 林子謙 周卓霖 

2B 凌嘉莉 羅子呈 李幗希 李穎珽 施迪成 陸家銘 陳海　 黃順威 陳文傑 

 張春平 李澤承 李春明 

2C 區穎思 陳嘉欣 陳艷誼 趙汶樺 鍾敏婷 何嘉曦 劉燕翹 萬頌騏 梁正南  

 李樂琳 伍家瑩 伍雅儀 沈嘉敏 蕭小玲 曾慧寧 黃佩瑜 連奕琮 黃漢釗 

 葉慧雯 霍尚男 何永汭 黎銘堯 林道健   

2E 陳源萍 周夏韻 劉家瑤 李穎琪 溫秀雪 張東林 

3B 陳綺婷 周少為 黃莉莉 郭清霞 劉慧妍 李兆婷 莫韻婷 吳峻翔 嚴國良  

 曾偉鳳 項浩江 

3C 陳清雯 張詩雅 

4E 周嫚瑩 金晨璐 梁詠思 徐淑瑩 黃艷玲 鄭魁劍 俞  敏 

 
5000字以上： 
1D 盧書研 

2A 何玲玲 劉芷欣 潘文綺 

2B 陳雯珊 陳秀芳 陳  云 劉貝珍 盧雲峰 黃惠　 楊家欣 

2C 符寶文 何靜瑜 溫家嘉 黃詩敏 黃詠霖 王裕笙 楊思遠 

2E 鄭洭淇 徐嘉敏 王楚雯 

3B 鍾靜雯 何詩熲 黎李歡 梁善婷 勞異珮 沈秋雁 冼嘉雯 曾舒蔚 張葦傑 

 周家祈 梁汝軒 林冠峰 潘志華 余茗慧 楊家欣  

4E 楊錫豪 

3C 張雅萍 

4E 張心怡 朱嘉怡 郭紫恩 錢兆豐 林佑龍 黃啟謙 楊玉龍 

 
6000字以上： 
2A 馬綺均 

2B 路善希 謝鶴宁 張楚宜 凌錦璇 陸穎琛 

2C 黃尹蟬 朱鴻展 郭天健 

2E 陳映霖 黃可欣 

3B 陳曉羚 何鎧棋 林倩君 吳婉芬 

3C 黃諺姿 

4E 何敏婷 何秀玲 許詠珊 梁玉珍 馬穎雯 歐瑞祥 溫家樂 王順鍇 楊錫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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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字以上： 1D 溫麗玲 

1E 趙汶禧 

2A 周  靜 鄒慧玲 李咏珊 

2B 吳燕婷 曾小龍 

2C 文海媚 

3B 鍾慧妍 范家暐 

3C 麥嘉燕 

 

4E 張永傑 

 
8000字以上： 2B 陳秀芳 劉浩德 

2C 陳素婷  

3B 劉奕孜 傅習軒 盧志誠 

 
9000字以上： 2B 李玉婷 翁麗娟 

 
10000字以上： 2B 張曼琦 

 
12000字以上： 2C 梁嘉敏 

 4E 黃騰騰 

 
13000字以上： 4E 何爾樂 

 
15000字以上： 3B 程中汶 

 

家長忠告同學：「馬路如虎口！」 
有家長來電表示，早上見到同學為趕上課鐘而衝奔過馬路，險象環生，建議同學提前出

門，免生危險。 

 

翻「跟斗」與後空翻： 
家長來函： 

「 本 人 乃 貴 校 初 中 學 生 家 長。近 日 在 報 章 上 看 見 一 則 新 聞，乃 是 一 名 教 育

學 院 學 生 因 練 習 表 演 打 空 翻 而 受 傷，影 響 一 生。使 我 想 起 貴 校 體 育 課 要 同 學 翻

『 跟 斗 』， 當 中 的 危 險 是 不 可 忽 視 的 。 」  
 

體育老師回應： 

「前後滾翻、跳馬等是中學體育課課程中一個重要的基本訓練。本校(以至全港中學)的

體育課都要學習基本體操動作，但絕不會要求學生嘗試打空翻。本校體育老師上課以學生安

全為第一注意事項，請家長放心。」 

 

家長教師會新設電郵地址收集你意見：  
 本校家長教師會新設立一電郵地址wscpta@yahoo .com.hk，歡迎家長來信給家教會

會務推展及就所舉辦的活動提出意見及建議；或透過家教會向校方反映你們的訴求和意見。

來信請注意： 

 必須具真實姓名、子女在校就讀班別及通訊方法，以便本會跟進； 

 本會將秉承良好的家校協作傳統，謹慎處理閣下來函，積極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