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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關愛關愛關愛————兩代之間兩代之間兩代之間兩代之間               盧適之老師 各位同學，以往我以「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老師的身份和大家分享「關愛的課題」，多數是鼓勵大家多參與社會服務，當義工，透過服務他人去體驗和感受助人的快樂。今天我嘗試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關愛」這個課題，去關愛身邊的人。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作者是台灣一個知名的大學教授，她很早就把兩個兒子送到外國留學，兒子的父親也是大學教授。滿以為這樣的知識份子的家庭，親子關係一定很融洽，但事情並不是這樣。 母親每晚都會打長途電話問候兒子的狀況，以下是他們的一段對話內容︰ 母親︰「吃了飯沒有？」 兒子︰吃了。 母親︰功課做完了嗎？ 兒子︰差不多了。 母親︰天氣涼了，記緊穿衣。 兒子︰得了。 這差不多是他們兩母子每晚的對話內容。母親想了解多些兒子的狀況，但不知如何發問？兒子也懶得向母親去細訴他的內心世界。 隨著兒子一天天長大，母親發覺她不能再像小時候那樣，可以擁抱兒子，親吻兒子，母子關係日漸疏離。兒子今年 18歲了，眼前的兒子好像一個陌生的青年，母親對他一點也不認識、不了解。 母親非常苦惱，如何打破這兩代之間的隔膜，重新去認識這位 18歲的青年────————她的兒子。她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嘗試邀請她的兒子和她一起在報章上撰寫一個專欄。意外地，她的兒子答應了。 

從此母親開展了一個為期三年的艱苦工程。為甚麼艱苦呢？原來兒子自小移居德國，根本不懂寫中文，而媽媽又不懂德文。最後兒子只能電郵以英文寫成的文章給母親，再由母親翻譯成中文。寫作初期，兒子只當這是一場遊戲，母親經常要焦急如焚地去追稿、趕稿，因為專欄是不能脫期的。 但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透過電郵的真情對話，兒子逐漸了解母親的過去，母親豐富精采的人生經歷。而母親也驚嘆兒子對前途充滿盼望，對很多事情都有獨特的看法，對社會不公義也勇於批判。母親終於可以走進兒子的內心世界，而兒子也重新認識了深愛他的母親。 同學們，我們不需要電郵，也不需要長途電話，父母就在你們身邊，你們要懂得關愛身邊的人。 假日到茶樓飲茶，經常看到這樣一個畫面────————父親拿著報紙，母親和朋友在傾電話，姊姊在手機上瀏覽 facebook，弟弟則不停在玩電腦遊戲。同一桌上，一家人之間竟然沒有任何交流。我們真的這樣忙碌嗎？互相交談的時間也沒有嗎？千萬別讓這些現象成為一種習慣，關係疏離了，就很難再拉近。 同學們，多些關懷你的家人吧﹗不要嫌母親囉唆，不要抱怨父親板著面孔，他們都是關心你、緊張你。多些分享你在學校的喜悅，讓家人和你一起。每位父母都是一本充滿豐富人生經驗的字典，多向他們學習吧﹗ 最後，我要向各位同學推介這本書，書中記錄着他們母子這三年來的真情對話。書名叫《親愛的安德烈》，作者為龍應台和安德烈。 (本文錄自盧適之老師於 2 月 15 日早會的演講辭)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2011-2012 學校提名選學校提名選學校提名選學校提名選拔結果拔結果拔結果拔結果    右表同學經初步甄選及最後選拔，已獲得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取錄成為學員，報讀或 參與所舉辦的課程或活動，並獲邀參加 2 月 28日下午舉行的迎新活動。學院舉辦的 課程及活動包括多個範疇，同學須自行瀏覽學院網頁的活動時間表及最新消息。希 望同學能把握機會利用課餘時間參加，加強各方面的認知、能力以及增潤本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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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通告，通告，通告，2002200220022002 年創刊，逢每月年創刊，逢每月年創刊，逢每月年創刊，逢每月 10101010、、、、20202020 及及及及 30303030 日派發。日派發。日派發。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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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施珮麟 5D 衛敏嘉 

5E 楊日寧 5E 楊芸 

4F 朱鴻財 5D 郭芷晴 

4F 鄧仲恩 5E 卞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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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朗誦比賽囊括校際朗誦比賽囊括校際朗誦比賽囊括校際朗誦比賽囊括 17171717 獎獎獎獎    本校在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比賽共囊括了「五冠、六亞、六季」，合共十七個獎項，成績斐然！中文及英文朗誦各項得獎名單詳列如下： 

中文朗誦：一冠、兩亞、一季中文朗誦：一冠、兩亞、一季中文朗誦：一冠、兩亞、一季中文朗誦：一冠、兩亞、一季  獎項  參賽同學  評語  中一級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1C 宋珮怡 

聲清氣足，吐字清晰，發音標準，節奏恰當，目光顧盼有情，聲量控送適當，誦來有抑揚起伏，頗能表現遊園的閑適意趣。 中一級  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1B 何穎儀 
聲音清朗，發音標準，吐字略有小疵，能以氣帶聲，以聲帶情。能較準確地展現作品的意趣。 中二級 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2E 葉琅彥 
情意真切，語調抑揚變化，配合誦材。神態自然，從容鎮定，盡心演出。眼神專注，充分表達文中要義。 中一級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C 葉芷晴 字正腔圓，表情自然。 

英文朗誦：四冠、四亞、五季英文朗誦：四冠、四亞、五季英文朗誦：四冠、四亞、五季英文朗誦：四冠、四亞、五季  獎項  參賽同學  評語  中一、中二級 英詩集誦冠軍 中一及中二同學 

Very colourful grouping, a very good group effect. Speed is 

clear. We all enjoyed your presentation, it was imaginative 

and well spoken. 中一至中三級  原創劇（英文）亞軍  
中一至中三同學 

Costumes and setting of the stage were effective. Your links 

were good and you were thinking as you acted. Some good 

work on the way here. 中一、中二級 英詩獨誦季軍  
1C 潘耀朗 

This was a reasonably good performance. Your voice was 

nice and clear and quite rhythmic. 中一、中二級 英詩獨誦季軍  
1C 宋珮怡 

Expressions in voice, face and eyes were strong and sincere 

as you spoke about the anger of the poet. Good work, well 

prepared and controlled. 中一、中二級 英詩獨誦季軍 1C 葉芷晴 

You stand well. Lovely speech rhythm. Nice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aptured effectively. Good facial expressions. 

Well done. 中一、中二級 英詩獨誦季軍 2A 玲笙 

There was a great awareness shown between the happy and 

sad moments that the poem had. Your focus was positive, 

you showed how hard you had worked. 中三級 英詩獨誦季軍 3E 譚嘉瑜 
You were really thinking for this girl-good. Promising work 

here! 中三級  英詩獨誦亞軍 3E 陳浚紳 

An effective opening and you caught the mood well. This 

was spoken meaningfully with a good understanding. A firm 

ending. 中三級  散文獨誦冠軍  
3A 周鎧琳 

Confidential tone helped to build tension. Eye contact was 

meaningful. Punctuation well used. Direct speech effective. 中四級  英詩獨誦冠軍  
4E 馮芷珊 

A very controlled performance of the poem, lots of 

expression in voice face and eyes. You gave overall shape to 

the work, moving it through to a powerful ending. Emotions 

well communicated to the audience. 中四級  英詩獨誦亞軍 4F 陳琬婷 
You had a very good sense of story-telling and you shared 

the delicate moods of the poem. 中四級  英詩獨誦亞軍 4D 黃嵐 
A fine performance of the poem, lots of expression in voice, 

face and eyes. 莎士比亞作品獨白 (15歲以下) 冠軍 3E 譚嘉瑜 
This was full of feeling and a very well staged performance. 

A strong, clear well projected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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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體育比賽屢獲殊榮校外體育比賽屢獲殊榮校外體育比賽屢獲殊榮校外體育比賽屢獲殊榮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 項 得獎學生名單 男乙 50 米自由泳季軍 3E 葉智昌 男乙 200 米自由季軍 3A 陳雋樂 男乙 50 米蝶泳亞軍 3A 陳雋樂 男丙 50 米蛙泳季軍 1D 翁昊林 女乙 100 米蛙泳季軍 3B 張嘉楠 女乙 200 米蛙泳亞軍 3B 張嘉楠 女丙 50 米自由泳冠軍 2A 申洛禎 女丙 100 米自由泳冠軍 2A 申洛禎 女丙 100 米自由泳亞軍 2B 關佩慈 女丙 200 米自由泳冠軍 2B 關佩慈 女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冠軍 2A 申洛幀 2B 關佩慈  

2A 劉巧兒 1B 李珈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荃灣及離島區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冠軍 代表以上接力隊 女子甲組標槍冠軍+破大會紀錄 7A 鄭欣嵐 女子甲組鐵餅亞軍 7A 鄭欣嵐 女子乙組標槍冠軍+破大會紀錄 4A 張雪晴 女子乙組鉛球冠軍 4A 張雪睛 女子丙組標槍冠軍 2D 翁小榕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1A 謝洛敏 1D 駱朗冷  

2A 劉巧兒 2B 溫婉瑩 男子丙組 200 米冠軍及 100 米亞軍 1D 林恩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及離島區中學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標槍季軍 1D 鄒 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荃灣及離島區中學 越野長跑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1A 謝洛敏 1B 張雅茵 1B 李珈儀
1B 顏心妍 1D 駱朗冷 1D 何穎堯 

2A 陳姿澄 2D 曾祥如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新界丙組手球邀請賽 亞軍 3E 邱博文 3A 彭卓然 女子雙打亞軍 6B 吳穎琪 6C 李楚翹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港中學兵兵球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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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單打季軍 6B 吳穎琪  荃灣區中學籃球精英賽  荃灣區議會  女子組亞軍 7A 鄭欣嵐 5F 李雅詩 3C 徐佩筠 

3C 劉曉形 5C 林紀均 3E 梁慧雯 

6E 楊凌舒 6F 梁惠敏 4B 林依婷 男子初級組冠軍 3B 陳子吳 3E 何兆臣 3C 蔡沒明 

3A 梁智樂 3A 彭卓然 

 女子組亞軍 A 隊︰5F 李雅詩 5C 林紀均  

6E 楊凌舒 6F 梁惠敏 

4B"林依婷 

 

 

 國慶盃三人籃球賽 
 

 

 荃灣各界國慶 籌備委員會 
 女子組季軍 B 隊︰3C 陳梓盈 3C 徐佩筠  

3C 葉恩淘 3A 莫凱珊 

3E 梁慧雯 女子青少年 C 組(16-18 歲) 鐵餅冠軍 7A 鄭欣嵐 
 葵青區分齡比賽  康樂文化事務署及葵青區體育會 女子青少年 D 組 (13-15 歲) 標槍冠軍及鉛球亞軍 4A 張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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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校外比賽得獎回顧其他校外比賽得獎回顧其他校外比賽得獎回顧其他校外比賽得獎回顧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 項 得獎學生名單 「家居設計比賽」 「星島雜誌集團有限公司」 全港冠軍 4D 林倩冰 中學組攝錄冠軍 
6A 梁可茵 6F 曾海琪 

6F王嘉韻 6E 周泳希 

 「荃灣區中小學金禧活動比賽」 
荃灣各界慶祝荃灣新市鎮金禧活動籌備委員會 中學組攝影亞軍 6E 周泳希 全港校際 IT 精英問答比賽 香港電腦商會 季軍 5F 何嘉浚 5F 董柏延 

5E 何培偉 5D 施珮麟 最踴躍參與獎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第三屆全港中學生五大貧窮要聞選舉暨要聞感言寫作比賽 
新福事工協會 新聞觸覺大獎 2B 陳施穎 

普及科學講座系列普及科學講座系列普及科學講座系列普及科學講座系列     

香港科學館將於下列日期及時間舉辦科學講座，詳情如下： 

「卓越工程建構優質生活」講座系列「卓越工程建構優質生活」講座系列「卓越工程建構優質生活」講座系列「卓越工程建構優質生活」講座系列    

日期 時間 題目 講者 2 月 25 日(星期六) 2:30p.m. – 4:00p.m. 「鋪橋搭路」「鋪橋搭路」「鋪橋搭路」「鋪橋搭路」 劉家強工程師(路政署署長) 3 月 10 日(星期六) 2:30p.m. – 4:00p.m. 「靈機妙動」「靈機妙動」「靈機妙動」「靈機妙動」 陳帆工程師(機電工程署署長) 3 月 17日(星期六) 2:30p.m. – 4:00p.m. 「風雲」、「息變」「風雲」、「息變」「風雲」、「息變」「風雲」、「息變」 
韓志強工程師(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林偉喬先生(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由於以上講座不設預留座位，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在講座開始前十五分鐘到達尖沙咀科學館演

講廳入口處排隊等候入場。座位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詳情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Science/pp/hkie/lecture.html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尹國棟老師查詢。 

Science Alive 2011 : School Tour shows Science Alive 2011 : School Tour shows Science Alive 2011 : School Tour shows Science Alive 2011 : School Tour shows ---- CSI for Clowns by Desperate men CSI for Clowns by Desperate men CSI for Clowns by Desperate men CSI for Clowns by Desperate men    
A School Tour Show titled “Science Alive – CSI for Clowns” was held on 18

th
 October during the 7th and 

8th period in the Hall. All F. 3 students and some F.4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In the show, two clown 

detectives tried to identify and apprehend the guilty parties by using various forensic chemistry techniques 

and real-life investigative methods. The followings are some of th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The actors are very funny, they used a drama to show us 

what an element or what a compound is. Also I have learned 

about the twenty element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drama, they showed us some comedy to let us more relax.  

                               3E Tsui Chung Ting 

The show was very funny and interesting. The two 

performers used a drama to let us know more about 

chemistry elements. It also gave us a chance to try to do an 

experiment about acid and alkalis. They let me know  

that chemistry is not boring.       3E Leung Hung Shan 

It’s a fun to have this Science show and we can learn 

chemistry in a different way. 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lyrics 

shown of their song and introduction about element 

they mentioned.                      3E Kenny Yau 

It is really a fantastic show! They performed the drama 

show lively from the show, we can learn several elements  

 

3E Chan Miu Ling 

作家班下學期導師介紹作家班下學期導師介紹作家班下學期導師介紹作家班下學期導師介紹    

洪曉嫻。中學時期開始創作，曾獲 2005 年青年文學獎新詩初級組季軍、

2006 年青年文學獎小小說公開組及小說初級組冠軍、2007 年香港話劇團「讓

文字站舞臺 –劇本創作比賽」學生組最具創意大獎、2009 年香港遊樂場協會

及香港電台頒發「香港十大青少年藝術家」等。畢業於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學系，

大學時曾參與吐露詩社。現為《字花》編輯，文章散見《明報》、《經濟日報》、

《中大學生報》等，偶爾於中學及大學教授創作班。 相片來源︰《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