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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                      
過往，高考生考獲最低入學要求（中、英語文加兩科 AL合格），縱使沒有科目

良好，也有相當大機會入讀不太熱門的院校。 

近年，好景不再了，尤以今年爲甚。不少中七畢業生，高考有 D有 E，科科合

格也進不了八大院校之門。他們惟有退而思其次，修讀副學士去也。 

據估計，進大學的難度今後還會不斷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港各大學招才又招財，

紛紛向外地學生招手。今年全港各大學總共錄取了千多名外地生，佔入學人數的 10%

左右。其中以港大最爲進取，收了 378名大陸及外國學生讀學士課程，中大收了 250

人，城大 200人。有大學當局爲才/財兩得，還希望將外地生人數短期內提高至 25%。

果真如此，則港生有難矣！ 

所以，同學若誤信中六是 honeymoon year (蜜月年)，很可能「sweet one year, bitter 

one life」(甜一年，苦一世)，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5A 周嘉銘「中國心‧中華情」攝影比賽奪冠： 
2005年7月，本校張佩貞老師、黃子敬老師、黃偉文老師連同家長義工李秀清女士，

帶領了40位高年級同學參與「中國心‧中華情」首都體驗之旅2005。同學透過參觀歷史、

文化景點以及與北京學生作交流的機會，從不同的角度加深對北京的了解和認識。 

為了把途中的所見所聞用影像記錄下來並與他人分享，本校多位團員參加了「中國心‧

中華情」首都體驗之旅2005攝影比賽，其中5A周嘉銘同學的作品就因為最能反映中國近

貌及中華文化的豐富傳承，而從百多張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取得全港冠軍，另5A陳芷茵

同學及6A莫育權同學亦同取得優異獎，實在是可喜可賀。 

得獎作品及其他參賽作品將在校園展出，歡迎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參觀欣賞。 

 

學業文件妥善保存： 
 補發成績表或成績單，需時至少一星期，請家長以書面申請，費用每張港幣二十元。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0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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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清旬》第八十四期                          第二頁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 

聖約翰救傷隊再創佳績！ 
本校聖約翰救護及護士見習支隊分別在於10月9日(星期日)舉行的九龍及新界地域「週

年隊際比賽」中，奪得該組的步操比賽亞軍及冠軍，再創佳績。此外，救護隊更連下兩城，

在制服檢閱比賽中又奪得亞軍。 

本校聖約翰救護及護士見習支隊在比賽中擊敗了德望、喇沙、聖傑靈、民生等名校，

並連續多年在此比賽中獲獎，表現突出，值得嘉許。 

 

本屆領袖生大軍： 
經過訓導組老師嚴格甄選，本年度的領袖生隊伍已經組成，其成員名單如下： 

領袖生長：  張錦衡(6B)  黃騰騰(6B) 

副領袖生長：劉偉鎮(6B)  周潔盈(6B) 

第一組 組長：楊思遠(4E) 符寶文(4E) 

組員：楊玉龍(6B) 李家華(6B) 張子熙(3B) 陳偉洛(3B) 容朗祺(3B) 陳家俊(3B)

      黃艷玲(6B) 鍾美儀(6B) 賴慧欣(6B) 陳淑貞(4D) 蔡迎迎(4D) 陳映霖(4D)

      溫秀雪(4D) 馬綺均(4D) 江嘉婕(4D) 麥雪英(4D) 秦  玲(4D) 潘文綺(4D)

蕭錦蝶(4D) 江淑勤(3B) 楊曼筠(3B) 李雅妍(3B) 

第二組 組長：劉浩德(4D) 王裕笙(4E) 

組員：陳由捷(6A) 謝偉彤(6A) 曾小龍(4E) 郭天健(4E) 黃茂輝(3A) 陳高旭(3A)

余翠敏(6A) 莊詠嘉(6A) 黃斯麗(6A) 陳秀芳(4E) 吳燕婷(4E) 陳素婷(4E)

文海媚(4E) 黃詠霖(4E) 凌芷欣(4E) 蕭小玲(4E) 黃可欣(4E) 王穎欣(3A)

文綺彤(3B) 周祖兒(3B) 關曉彤(3B) 

第三組 組長：朱鴻展(4D) 葉慧雯(4D) 

組員：唐嘉敏(6A) 陳詠倩(6A) 梁清梅(6A) 溫家嘉(4A) 陳善怡(4A) 劉芷欣(4A)

何嘉曦(4B) 陳安生(4C) 伍雅儀(4E) 劉秀玲(4E) 朱麗華(3C) 余佩琼(3C)

張  彤(3E) 鄧穎芝(3E) 何靜琪(3E)  
 

新一屆的領袖生由校長授章之後，已經開始執行職務，期望各同學來年能夠繼續和領

袖生合作，一同維持本校良好之紀律及純樸之校風。 

 

四社社導師、社長你要識： 
 本年度四社的職員已經順利選出，各社職員隨即開始籌組各項社務，并鼓勵社員積極

參與各項社際活動。四社職員名單如下： 

 敬 社 遜 社 時 社 敏 社 

男社導師 袁力康老師 廖啟成老師 陳建英老師 尹國棟老師 

女社導師 廖陳小娟老師 徐笑珍老師 嚴麗意老師 張佩恩老師 

男 社 長  楊泳軒 (6B)  葉凱帆 (6B)  姚俊勤 (6B)  何浩文 (6B) 

女 社 長  黃艷玲 (6B)  歐澧儀 (6A)  陳宇君 (6A)  李慧櫻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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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家長蒞臨本校陸運會：  
本校將於11月1 (星期二) 及4日 (星期五) 假城門谷運動場舉行陸運會。頒獎典禮將於

11月4日下午2時半舉行，本校特別邀請了校友張斐怡博士任主禮嘉賓。張博士1994年中七

畢業，考入港大修讀生物化學，2001年取得博士學位，現任香港理工大學藥理學講師。 

全體同學必須穿著所屬社衣(可外加深藍色羊毛衣(扣上鐵章)/校褸/冬季運動外套)、冬

季運動長褲、白襪及運動鞋，於上午八時二十分到達運動場集合點名。午膳時間約為中午

十二時至下午一時十五分(視乎賽事情況而定)，同學必須遵照訓導老師所指定的時間返回運

動場，出席下午的賽事。陸運會約在下午四時完畢。凡同學於陸運會日請病假必須出示醫

生紙，不得無故缺席。 

本校歡迎家長及校友到場參觀及為各健兒打氣。 

 

睇戲學英文  生動又傳神 
英文科老師組織睇戲學英文活動，播放DVD影片，英文對白，英文字幕，本學年安排

見下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班級  電影  

29/10 (Sat) 9.30-11.30am Hall F.1&4 Spiderman 

05/11 (Sat) 9.30-11.30am Hall F.2&4 Mary Poppins 

12/11 (Sat) 9:30-11:30am Hall F.3&4 Super Size Me 

19/11 (Sat) 9:30-11:30am Hall F.1&4 Spiderman 

11/02 (Sat) 9:30-11:30am Hall F.1&4 The Incredibles 

18/02 (Sat) 9:30-11:30am Hall F.2&4 Jurassic Park 

25/02 (Sat) 9:30-11:30am Hall F.3&4 Freaky Friday 

25/03 (Sat) 9:30-11:30am Hall F.4 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 

29/04 (Sat) 9:30-11:30am Hall F.1&4 The King and I 

13/05 (Sat) 9:30-11:30am Hall F.2&4 I, robot 

20/05 (Sat) 9:30-11:30am Hall F.3&4 Titanic 

 

首批書簿津貼已經發放：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安排以自動轉帳方式，將書簿津貼款項存入首批申請人的銀行戶

口；此批申請人子女的資格證明書是學校於 9 月 15 日或以前遞交該處的。過帳日期是 10

月15日，而存款代號是「TXBGR」，請各申請人留意。另本學年的各級書簿津貼額為： 

 中一至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全額津貼($) 2416 2468 1512 2118 942 

半額津貼($) 1208 1234 756 1059 471 
 

 凡於9月15日後交學校蓋印作實的資格證明書(粉紅色)，申請人必須於11月30日親

身交回辦事處。此批書簿資貼之過帳日期暫定於11月下旬，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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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君比、馬翠蘿接棒開班授徒： 
本校自 2000 年開始設立「作家班」，邀請本地多位專業作家如關夢南、董啟章、關麗

珊、袁兆昌及黃虹堅等來校開班授徒，教授中文創作，目的是請專業作家培養「小作家」。

「作家班」的創作成果都會收錄在本校刊物《清風》之內。上年面世的廿五周年校慶紀念

文集《清風》第三期，就收錄了兩屆（02至04年）作家班同學的作品。 

本年我校繼續舉辦「作家班」，邀得名作家君比及馬翠蘿分別擔任上下學期的導師。君

比任職中學教師多年，1989年開始寫作，以《君比》一文獲得第十六屆青年文學獎。個人

著作有二十餘種，連續多年入選教協及香港電台合辦的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香港

教育城十大好讀、北區中學校長會推選十本中文好書等。1998年開始在中、小學擔任閱讀

及寫作、親子閱讀講座講者，並主持寫作坊。童話集《掉進海裡的星星》入選今屆香港中

文文學雙年獎推薦作品，《馬克要飛》則入選 2003年度香港名家推薦作品。 

馬翠蘿任職兒童書籍出版機構編輯，80年代開始寫作兒童故事，另創作詩歌、散文。

其作品已連續四年獲「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獎」，今年上榜的《非典型女孩》以小說形式表達

沙士疫情的整個過程，及講述香港市民同心抗炎的感人事。 

本年度「作家班」共有二十七位同學獲選參加並已開始上課，我們都期待「小作家」

的「大作」面世。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接受申請： 
中一至中三獲全額書簿津貼的同學，如有參與本年度課外活動（如：訓練營、制服隊

伍、參觀、旅行⋯⋯等），可向本校申請2005─2006年度「賽馬會全方位學習」津貼。申請

表格可於辦公時間到校務處向譚小姐索取，處理申請的截止日期為2006年6月30日。 

 

軍訓紀實： 
暑假期間，5B 林一峰同學獲選參加教統局及駐港部隊合辦的「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

營」，與 100名來自各校的男生「進駐」粉嶺新圍軍營 12天。 

林同學回憶說：「十二天的軍營生活，在步操聲中、從號令聲中、從汗水中溜走了。在

這十二天裏，從早上六時起牀，到晚上十時睡覺，活動安排得十分緊湊。除了正規的軍人

訓練，如班列動作、拳術、體能訓練外，又安排了數個德育座談會，加強保家衛國的意識；

還有籃球比賽、電影欣賞、文娛活動。 

初練「軍體拳」，紮馬可是最吃力的一環，還記得當時一邊打拳，大腿就一邊猛震，諷

刺的是小隊長還不斷在旁邊說：『馬步不夠低、不夠穩，出拳的力度只足以打破豆腐。』由

於軍體拳乃是我們在畢業典禮上的重頭戲，因此每天練拳的最低消費是四小時。大家自發

性利用午休、飯前等空餘時間來練習。猶幸日子有功，我們總算在畢業典禮上揮灑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