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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王少清中學「體檢報告」：四大範疇，一優三良 
三月初，教統局外評隊為我校把脈，分四大範疇，視學五天，三月七日向我校

發出了評核報告。我校獲高度評價，得分如下： 

獲評等級 範疇類別 

優異 良好 尚可 欠佳 

1. 學校的管理和組織     

2. 教學成效和學習成效     

3. 訓育、輔導、德育、課外活動的安排和成效     

4. 學生的態度、行為和學業表現     
 

外評隊的觀察是專業的，判斷是中肯的。詳盡的外評報告將於本年中由教統局

向社會人士公佈。 

最令人欣喜的是「學生的態度、行為和學業表現」獲評最高級別。 

外評專家解釋說：「貴校學生態度行為良好，有良好的教養，自律能力強，能保

持校園整潔，愛護學校，積極參與活動，好學有禮。對母校及師長心存感激，這點

在現代社會尤覺可貴。總的來說，貴校學生的參與和成就，表現優異。」 

同學們，棒極了，請你們為自己鼓掌！ 

家長們，你們的子女表現優異，為他們感到自豪吧！ 

老師們，珍惜這群可愛的孩子，他們可以學多一點點，他們值得讚賞多幾聲！ 
★★★★★★★★★★★★★★★★★★★★★★★★★★★★★★★★★★★★★★★★★★★★★★★★★★★★★★★★★★★★★★★★★ 

 

羽毛球隊勇創「三冠、兩季」佳績：  
本校羽毛球隊於 2004至 2005年度「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分會」舉辦的羽

毛球比賽創出了佳績，女子甲組、女子乙組及男子丙組同時勇奪冠軍，其中女子甲組已是

連續十年稱冠，成績驕人。另男子組更獲得「荃離區」總冠軍，實在是可喜可賀！得獎項

目及隊員名單詳列如下： 

女甲 冠軍 3E 劉秀玲、5C 余翠敏、5D 勞嘉雯、6B 陳婷婷、陳佩芬、7B 楊婉怡 

女乙 冠軍 2B 陳燕笑、3A 周怡雅、3B 路善希、黃可欣、4B 何卓倫、4E 張雅萍、林鳳妍 

男甲 季軍 2D 林龍威、2E 葉潤寧、5D 姚俊勤、張錦衡、5E 鄧洛軒、6B 曾志強 

男乙 季軍 2C 梁煒光、3A 蔡皓光、黃弘山、4A 黃浩霆、4C 曾啟謙 

男丙 冠軍 2A 梁柏煒、黎焯延、2C 黃森培、劉義康、林僑輝、梁世傑、2D 譚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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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音樂節本校連番報捷： 

合唱團 2 冠 1 亞、獨唱 3 冠 3 季、鋼琴得冠軍盃！ 
 本校合唱團分別於本屆校際音樂節擊敗眾多強隊，勇奪兩個冠軍，一個亞軍，表現獲

評判力讚！ 

組別 項目類別 獎項 評 語 
初級合唱團A隊 英文歌曲‧女聲合唱 亞軍 聲音有過很好的訓練，氣息好，演唱整齊。

初級合唱團B隊 英文歌曲‧童聲合唱 冠軍
Lovely shaping of line and text work. 

Ensemble good. 

高級合唱團 英文歌曲‧混聲合唱 冠軍 Energy was good. 
 

 此外，本校同學於「獨唱」、「二重唱」及「樂器」三個組別都取得了美滿的成績： 

姓  名 獎 項 評 語 

4B鍾靜雯 「女聲獨唱」冠軍 Nice line. Clear voice. 

6A伍家駿 「男高音獨唱」冠軍 聲音條件不錯，有一定的力度。 

3D楊思遠 「男聲獨唱」冠軍 聲音條件不錯。比較完整。 

3D符寶文 「女聲獨唱」季軍 Nice and clear. Good legato. 

3E鄭思勤 「男聲獨唱」季軍 聲音不錯。 

2D顏家樂 「男聲獨唱」季軍 條件不錯，男低音的音色。 

4C鍾慧妍4D曾舒蔚 「女聲二重唱」季軍 很好的演唱。 

3B魏安娜 「中國鋼琴」冠軍 

奪【HKSMSA Medal】

Great job. Nice sound. Well-built 

culmination. 

 

本校手球隊「稱霸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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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男甲優先取得冠

軍，男乙則奪得亞軍，因男丙亦於 3 月 5 日出線，晉身四強，本校已有足夠分數第六度蟬

聯荃灣及離島區總冠軍，完成「七連霸」的賽前目標。 

甲、乙、丙三組的手球健將分別是： 

男甲：4B 林一峰、黃晨勇、4C 吳逸彬、4D 張俊龍、魏振庭、5A 陳昌義、5C 黃子振、 

李善恆、5D 何浩文、李駿彥、葉凱帆、5E 張裕龍、6B 江承聰 

男乙：3A 蔡皓光、連澤鑫、馮柏裕、鄒樂恒、黃弘山、張驊才、3C 馮展恆、 

3D 馮昇瑋、3E 林強俤、蘇梓聰、2D 陳主威 

男丙：1A 謝永樂、2A 黎焯延、何國龍、李晉逸、徐展珩、2C 湯文謙、印傑、 

陳高旭、2D 譚祖文、葉國豪、2E 陳家樂、黃建勳 

 

公益少年團設計奪「優秀計劃獎」： 
本校 8位公益少年團團員 3D黃詠霖、溫家嘉、曾慧寧、2D周祖兒、楊曼筠、趙幗寶、

謝慧盈及陳卓群參加了由公益少年團主辦的「Amazing Teens荃灣 CYC聯絡領袖培訓計劃

2004」，憑著周詳完善的計劃奪得「優秀計劃獎」及「我最喜愛的攤位」兩個大獎，並順利

完成課程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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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墟」年宵市場業績報告： 
一月二十七日，學生會首次舉辦年宵市場，效果理想，圓滿成功。當天，操場以及紫

荊園人聲鼎沸，熱鬧非常，部分攤位出現人龍。師生們大破慳囊，既支持同學們的努力付

出，亦買得心頭好，滿載而歸。參與攤位的同學，成功透過是次活動豐富商業經驗，發揮

創造力，難能可貴。 

學生會謹此多謝各協辦單位，包括領袖生隊、聖約翰救傷隊、理財學會等以及有關老

師。我們寄望來年學生年宵市場規模更大，讓更多人發揮團隊及創造精神。 

各攤位帳目收支及捐款數字簡列如下： 

攤位組別 業務性質 營業額 盈利 / (虧損) 捐款數字

3B (美味園) 飲食 $1,146.50  $610.70 $183.21 
3D (衫菇 6婆) 自製 T-Shirt、飾物 $621.50 ($382.90) 不適用 
利之源  

(3A、3C、3D、3E) 壓力球、遊戲 $462.50 ($191.10) 不適用 

MEGA (3A、3C、3E) 飲食 $1,617.50  $410.50 $123.15 
4A (風靈國) 個人文集、占卜、掃描 $1,782.50 $1,271.30 $381.39 

4C (開心小跳豆) 揮春、飾物 $639.00  $121.50 $36.45 
4D (I want 3/7) 沙漏、精品 $401.50  $118.80 $35.64 

4E (天下無雙) 毛冷頸巾 $159.00 
悉數捐往 

老人院 
$ 109.00 

6A (CCSSC) 飲食 $292.50  $11.00  不適用 
牛牛一家親 (6B) 飲食 $493.00  $302.50  $312.40 

英文學會 (Poca Cafe) 熱飲、小食、英文遊戲 $261.00 ($18.10) 不適用 

家政學會 (豬仔樂園) 飲食 $439.00  $216.20 $64.86 

思健學會 攤位遊戲 $106.50 
悉數轉交 

醫管局 
$ 106.50 

圖書館 (圖園小築) 攤位遊戲、書簽 $1,063.50 $640.00 $192.00 
理財、地理、經濟、音

樂、攝影學會  

(笑咪咪Monopoly)
攤位遊戲 $975.50 $536.90 $161.07 

愛護動物協會慈善 

寄賣小組 
機構紀念品 $3,490.00 悉數轉交 SPCA $ 3,490.00 

 
總營業額：$13,951.00  總利潤：$3,647.30 
 
得獎組別名單： 
慈善大王獎：4A、牛牛一家親    

最高營業額獎：4A、MEGA、3B   

最佳場地佈置：MEGA、4D、3B 

 
空中花園開放了：  
經半年籌備，廿五周年校慶空中花園開放了。近日各種杜鵑花陸續綻放，歡迎老師同

學入內散步賞花，觀察植物生長。(請勿追逐，免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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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為公益： 
2月26日，12位中六同學由李民標校長及周詠麟老師帶領前往大帽山扶輪公園，參加

由公益少年團舉辦的「慈善環保遊」。由本校同學任導遊員，帶領本區小學團員在遠足徑及

家樂徑進行簡單的野外研習，認識郊遊的安全措施。同學們的生動解說，受小學團員熱烈

歡迎，雙方均獲益良多。出席的導遊員包括： 

6A  黃婷婷  陳芷君  葉  婷  彭武林 

6B  黃欣琪  陳健菁  熊志豪  鍾智維 

   林清文  林彥彰  陳婷婷  陳佩芬 

 

名作家陶傑談「校服」： 

「聖保羅男女中學規定男生的髮根不可碰到衣領，有的學生反對，家長投訴說太嚴。

不喜歡學校的校服要求，很好，敬請把貴子弟轉校走路，讓長毛來開一家「長毛自由中學」，

不但不必穿校服，還可以留長頭髮，赤膊穿人字拖鞋上課。 

教育的宗旨，是培養小孩的知識學養、獨立思考和判斷力，但校服和校規，卻是培養

學生的服從。人格的培訓，就是這樣完成的。 

華仁書院有一套校服章程，「多顏色的衣裝不宜穿著，而且校方通常不贊同學生穿最

新的時尚衣飾髮型。」 

最後還有一句：「華仁希望學生穿著得簡樸一些。一切浮誇和矯飾的衣著，都是叫人

皺眉頭的。」 

一個高尚的人，自由要受意志的制約，感性要由理性來平衡。請顧及學校的名譽，因

為你的名譽就是學校的榮光，反之亦然。 

這番良言，你要到三十年後重歸校友的聚會時才會明白。曾經討厭過校規，怨恨過校

長，但有一天當你事業成功，你會明白一切。這就是一間學校成為「母校」的涵義，她是

母親，嚴苛而慈祥，因此她活在時間的風中，永生在你的心裏。」      ( 原載蘋果日報)

 

輔導組向家長推介「教仔學堂」：  

活動 主題 內容 詳情 

教仔學堂(1) 快速記憶技巧訓練 許多孩子不是天生懶惰，只是在學習/記

憶技巧上出現問題，本課題協助家長掌

握著名的記憶技巧，改善孩子的學習方

法。 

日期：16/03/2005 

時間：19:30至21:00 

費用：20元 

地點：長沙灣麗閣邨 

報名及查詢：27292294 

教仔學堂(2) 

 

愉快學習 有效能的管教能使家長與子女建立和諧

的親子關係，在學習上如能運用恰當的

技巧，不但能使孩子與你更親近，更能

使孩子把學習看成一種樂趣！ 

日期：30/03/2005 

時間：19:30至21:00 

地點：長沙灣麗閣邨 

費用：20元 

報名及查詢：27292294 

教仔學堂(3) 

 

我的孩子愛打機講座 -孩子沉迷電腦、打機怎麼辦？ 

-怎樣透過電腦和網絡教導紀律和責任

感？ 

-如何以電腦和孩子建立關係？ 

日期：23/04/2005 

時間：15:00至17:00 

地點：長沙灣麗閣邨 

費用：10元 

報名及查詢：27292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