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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愧不敢當  
學生會舉辦的「敬師周」，設有別出心裁的「桃李有言」板報，讓同學抒發感謝

老師之情，實在太好了。 

有一位同學要鼓勵我，說感謝校長將間學校「管理到這樣勁呀！」。 

學校是愈來愈「勁」了，但說是因我管理而「勁」，真是愧不敢當！ 

我說的不是客套話。 

有同學寫「給校長的一封信」，說午膳時找不到座位。當我遙遙望見同學要在食

物部外圍的一隅，手捧便當匆匆而吃，心裏就有歉意。 

很多年了，少數同學的髮式儀表違規，虛耗老師教學精力；我拿不出好辦法。 

校內每年總發生幾單失竊事件，令同學遭受損失。雖然我知道，我校拾遺不昧

的好人好事十倍於此；雖然我也知道，名牌大學或中學也常有學生財物被同窗竊取。

但在讀聖賢書的地方，自己學生盜竊同學財物，年年發生，總不能說管理得「勁」

吧。說真的，我還應該向各位謝罪呢！ 

到哪一天，我校全年不發生一單偷竊，同學天天「安座樂食」，人人結好領帶扣

好鈕，那才是「勁」哩！ 

在這一天來到之前，我，慚愧啊！ 
★★★★★★★★★★★★★★★★★★★★★★★★★★★★★★★★★★★★★★★★★★★★★★★★★★★★★★★★★★★★★★★★★ 

校際英文演講：我校負男拔勝女拔  
校際英文朗誦節的「閱讀心得評講」(Reading and Commentary)屬高難度項目，每名參賽

者都要在四分鐘內將自己所讀書籍評講。全港高手雲集在唯一的市區賽場競逐，本校由6A

伍家駿代表出賽。 

面對全部來自傳統名校的對手，伍同學表現突出，得89分，以一名之微負於男拔萃代

表，獲亞軍；季軍是女拔萃，再後是協恩，庇理羅士，國際學校等校代表，各皆表現出色。 

這是本校第一次參加這項高水平比賽，評判給伍同學的評語是“Your enthusiasm 

well communicated – the contents most interesting and so well illustrated by 

your reading.”，宣示我校同學的英文水平可以衝出荃灣，與眾名校精英一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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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種的好樹，我校得償心願！  
本月初開始，從校舍走廊遠望大涌道方向，不難發現，在長不大的葵樹之間，出現了

幾十棵粗壯的灌木，這些是康文署應本校要求而新種的好樹。 

本校近年屢次要求當局種植綠色屏障，以阻隔大涌道繁忙交通引起的塵埃及噪音，保

障同學健康。 

經本區區議員陳金霖先生及熱心家長鄭榮宗先生聯絡奔走，康文署已在我校操場圍欄

外精心設計植物屏障；數年之後，行人道綠樹成蔭，我校園內外更適合同學進行體育活動，

我校環境將更綠更美。謹向各方促成好樹的人士致謝。 

 

八百多人出席升中講座：  
本校第八屆升中講座於12月3日舉行，有家長、學生及小學師長八百多人出席，坐滿

禮堂。李校長在會上介紹本校特色及語文政策；至於推行「三‧三」制，本校將以學生的

升大機會為第一原則。家長對本校狀況及報考辦法，垂詢甚詳。 

 

認識世界名畫：為迎接法國名畫來港展出熱身  
美術科舉辦「世界名畫導賞」，中一至中三各班同學由老師安排欣賞百多幅世界名畫，

這些展品是Monet，Manet, Vermeer，Renoir，Van Gogh, Ce’zanne，Seurat 等名畫家的曠世傑

作，以法國印象派作品為主。 

這些名畫大部分是美國三大美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華盛頓國立美術館以及波士

頓美術館的收藏品。本校老師參觀上述博物館時購入這些名畫的複製片，將長期在校內展

出，供同學欣賞。 

最近，法國印象派大師們的真迹，在北京展出37天，天天都排了長龍，展覽時間要延

長到晚上九點半，反應之熱烈，為中國美術館歷史上所僅見。2005年2月法國名畫來港展

覽；同學們可以前往香港藝術館欣賞似曾相識的名畫真迹。通過導賞活動，同學們提高了

欣賞能力。2B鄺靜文同學在導賞活動中表現最佳，獲校長致送紀念品一份。 

 

歡迎中一同學報名參觀「電力世界」：  
本校中一科學科與環保學會合辦「參觀電力世界」活動，詳情如下： 

地點 屯門踏石角青山發電廠  

日期 2005 年 1 月 12 日( 當日中一並無考試安排 ) 

集合時間 / 回程時間 上午 8 時 15 分 / 約中午 12 時 

車費 約 $15 

領隊老師 鄭美玲老師、羅高慧美老師 
 

如有興趣報名參加的同學，可直接聯絡鄭美玲老師(B 房)或羅高慧美老師(A 房)，獲接

納者將獲家長同意信乙份，截止報名日期為12月15日。 

 

圖書館發英雄帖，邀請你參加「閱讀嘉年華」：  
教協將於12月11日(星期六)，於荃灣沙咀道遊樂場舉辦「第十六屆閱讀嘉年華」。我

校圖書館在場設置了一個像「蒙古包」的攤位( 編號「57」)，歡迎你和你的家人朋友一同

到來參加「武林大會」，活動舉行時間為上午11時至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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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內活動安排、考試及放假事宜：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又到聖誕‧‧‧‧‧‧」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本校將舉行兩項大型

活動，包括「班際聖誕聯歡日」及「音樂比賽」。而在聖誕及新年假期之後，則會舉行「上

學期考試」，各同學在歡渡佳節之餘，亦千萬別忘記溫習啊！ 

21/12(星期二) 班際聖誕聯歡日(Class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聯歡會在課室進行至

12：00 結束，下午無課。 

2. 拍攝班相：時間由 8：30 開始至 12：05 結束。請各班按通告之指定時間到

禮堂集合（帶備校褸，結好領帶）。 

22/12(星期三) 音樂比賽(Music Day)： 
1. 全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8：10 回校集隊點名。比賽約在下午 3：40 完

畢。 

23/12(星期四)至

1/1(星期六) 

聖誕及新年假期。1月3日(星期一)復課。 

3/1(星期一)至

12/1(星期三) 

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已派給各同學，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勤
加溫習。 
 

 注意事項： 
1. 同學應詳閱考試時間表及按時回校應考；無考試則不用回校。 

2. 同學必須在每天８：１０前回校；遲到者，必須先到校務處登記。 

3. 考試期間，凡遇天氣惡劣，同學應留意電台廣播；除非當局或校方有特別通

告，所有考試均按原定之日期及地點舉行。受天氣影響未能如期舉行之考試；

校方將另行通知日期及地點。 

4. 因病缺席考試的同學，須出示醫生證明；因事缺席考試，必須要有充分理由，

校方始考慮予以補考；補考日由校方安排，得分按規定調整。無故缺席者，

不安排補考。 

 中七同學考試期間照常上課（8：10 回校） 

14/1(星期五) 外展日(Visits Day)：參觀博物館或郊外旅行。 
 

王少清中學校歌英文歌詞(試唱版) 
 

POCA Wong Siu Ching Sec School School Song  
Forever forward, alma mater 

Guide of our youth 

Challenging our minds, enriching our lives 

With love and joy. 

Always ready, always answering 

The calls of our time; 

Reverent and modest, noble values, virtues and knowledge we prize 

Students, teachers, and alumni, join in the song 

Sing we together, deliver the glory,  

Fearless and free! 

(English lyrics: Cottone & Lee)

(*alma mater 母校, reverent 敬, modest 遜, calls of our time 時, always ready 敏, 

virtues 美德, alumni 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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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盧勤芝，明天請你聽音樂：  
校友盧勤芝同學現就讀香港教育學院音樂系二年級，是該院合唱團指揮。盧校友和百

多位香港教育學院學生將於明天(12月11日，星期六)下午4時半至6時半在葵青劇院舉辦

「冬日音樂嘉年華」，表演各種中西名曲，手鈴，合唱及聖誕音樂，免費入埸，特別歡迎王

少清中學同學，在一個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分享美妙的旋律。 

 

CDs, VCDs and DVDs Wanted! 
Do you have any good English CDs that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 
Do you have any unwanted CDs, VCDs or DVDs?  
Think about donating to OUR CD Library before you discard them. Here are the CDs 

we are after: 
 They should be originals English CDs, VCDs or DVDs. 
 They should be in good condition. 

If you have any disk you want to donate, feel free to contact one of our committee 
members in 4A or 4E or give them directly to Ms Joe Chan or Ms Karen Chow in staff 
room A. You can put your disk into the box at the main entrance. 

The campaign will start from today till late December! Act now!  
 

「思維技巧與應試竅門」講座：  
日期：2005年1月1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半至5時 地點：荃灣官立中學禮堂 

主辦：保良局新界地域持續教育總校長李玉強博士 

講者：思維技巧專家  關智健先生 

對象：中四至中七同學 

內容：- 怎樣利用「思維技巧」去學習及應付考試？ 

- 怎樣改善寫作和溝通技巧？ 

- 考官出題心理探究 

報名辦法：請向校務處關小姐登記索取免費入場票。 

 

請到場支持本校「食物安全知多 D」攤位： 
本校同學參加了由荃灣區議會及食環署合辦的「“食物安全知多 D”食物安全專題研

究比賽」，就食物安全事宜進行研究、製作報告及於本月12日(星期日)假荃灣沙咀道球場舉

辦的「食物安全知多 D，為你健康大匯演暨頒獎典禮」活動中負責佈置及管理一個攤位；

歡迎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屆時到場參觀。 

 

訓導處通告：女生由本學年開始必須穿著綁帶皮鞋 
鑑於近兩年本校女生穿著時尚皮鞋回校而引致扣分的情況日趨嚴重，校方決定從今學

年開始，女生必須穿著黑色綁帶皮鞋回校。 

本校素來強調校風純樸，且統一的服飾亦為群育教化的重要一環，為此而對個別學生

造成少許不便，請家長垂察，並請鼎力支持校方的新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