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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希朗同學獲最佳議員獎！ 

 
 
中學生參加模擬立法會嘗試做議員議政 

(dbc數碼電台港聞 2015-08-09) 
 

立法會議員開會經常見報上鏡，一批參加「模

擬立法會」活動的中學生就嘗試做議員論政。 

在模擬立法會的活動裡，80 位中學生分別代表

八個政黨，成為模擬立法會議員，就熱門議題進行

研究及撰寫議案。扮演公民黨議員的黃同學表示，

議員的實際工作與想像中有好大分別，活動讓他對

時事及立法工作有更多了解。黃希朗：「我覺得在草

擬議案的時候，與其他政黨協調的過程比想像中困

難，要多些協調，甚至跨議題合作。」 

本身對政治沒有太大認識的章同學，參加了活

動之後，覺得現實的立法會仍有很多改善空間。章

同學表示：「香港的政治現況去到這樣情況是無可厚

非，其實有好多根本性、制度上的問題是需要改善，

如果你指立法會議員的表現，我作為年輕人，我當

然希望他們不要再『保皇』，即做多點實事。」 

問到長大後會否考慮從政，黃同學表示，現階

段未有決定，但從政可以為香港貢獻及服務，不排

除日後會從政的可能。但章同學就表示，本港的政

治環境太複雜，要下決心參政絕不容易。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閉幕禮致辭時候表示，香

港正需要年輕一代去關心政治，寄望參加者經過活

動之後，可以多參與社會事務，有投身公眾服務的

決心。 

 

 

 

 

 

 

 

 

黃希朗稱活動讓他對時事及立法工作有更多了解 

 

 
 

 
程兆麒副校長(左三) 及 陳建英老師(左四) 

 

本校榮獲「安健學校」金獎 

本校去年參與由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

主辦之 2014-2015 年度「安健學校」積分獎勵計劃，

榮獲中學組「金獎」。頒獎典禮已於在 9 日 12 日舉行，

由程兆麒副校長及陳建英老師 (榮休課外活動主任) 

代表到場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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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9.20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2002 年創刊，逢每月 10、20 及 30 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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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班黃希朗參加香港模擬立法會活動，成為

最佳議員。賽後黃同學更接受 dbc 數碼電台

訪問，相關新聞報導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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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10 月 8 日奧比斯「世界視覺日」 
  長久囚禁在黑暗之中，生活會如何？對於過百萬的失明人士，活在黑暗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失明，不

只令人失去了視力﹔失明，更剝奪接受教育、尋找工作的機會，最終迫使他們囚牢於貧窮之中。全球 2 億 8

千 5 百萬人視力受損，但當中八成的個案是可以治療的。正因如此，奧比斯肩負起救盲抗盲的使命，積極進

行防治不必要的盲疾，讓每一個人都有「看得見」的權利。 

  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國際防盲協會(IAPB)把每年 10 月的第 2 個星期四定為「世界視覺日」，藉一連串

的教育及籌募活動，提升各界對失明問題的關注。面對嚴峻的失明情況，奧比斯響應「世界視覺日」，結合

眾人力量，我們誠邀 閣下及 貴子女與奧比斯攜手對抗全球盲疾，獻出善心，以行動支持水深火熱的盲疾

患者。 貴子女只須捐助港幣$30 或以上，就可獲得一枚奧比斯襟章，以紀念自己在「世界視覺日」為救盲

行動作出努力，為眼疾人士帶來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港幣$300 的善款，更可資助一名病人接受白內障手

術，從此改變生命。每個襟章均內置 QR code 短片，讓參加者了解奧比斯的前線救盲工作。 

  此活動所籌得的善款將應用於奧比斯的救盲項目上，衷心感謝閣下支持 貴子女參與，與學校以及我們

並肩攜手，為 3,900 萬徘徊黑暗邊緣的眼疾患者，帶來希望和曙光。 

 

回條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本人支持子女參加奧比斯「世界視覺日」，現附上現金 / 劃線支票*(請刪去不適用者) 

支票抬頭請寫「奧比斯」或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需要正式收據，收據抬頭請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港幣$100 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免稅。 

 

 本人對活動不感興趣。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此回條連同捐款於 2015 年 9 月 25 日前交予周詠麟老師。奧比斯收到捐款後，會將收據寄回學校轉交各學生家長。 

中五級麥子杰同學獲「最佳創意影像作品」獎 
「創意影像教室」為香港教育學院和佳能香港共同推行的教學計劃，讓學生學習新的創意藝術知識、影

像製作的技能，並促進學生留意及發現身邊事物的細節。於 2014-15 學年，本校為其中一所先導學校之一。

參與計劃的學生需完成一學期的創意攝影課程，並於課程間完成多份攝影探索作品及一份自定主題的創意攝

影作品。本校中五級麥子杰同學的作品從云云的作品中，獲專業評審團隊選為「最佳創意影像作品」。其作

品於 2015 年 9 月 3 日 至 9 日，在油塘站大本型商場展出。麥子杰同學亦將於 10 月份接受無線電視翡翠台

訪問。 

          

《珍惜》麥子杰同學將一張建築物的照片不斷洗擦並拍照紀錄過程，表達香港一些建築物或歷
史文化經歲月洗禮而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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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大學資訊日，為升學作準備 
為幫助同學認識大學課程內容及收生要求，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五同學安排參觀香港大學，詳

情見左表。 

中四至中六同學亦應自行參觀各大學於九月至十一月舉行之資訊日，以便較全面了解各課程之異

同，為升學作準備，詳情見右表。 

 

 

稍後將於 eclass 發放回條，敬請留意。 

參觀地點 香港大學 

參與者 全體中五同學 

日期 2015 年 11 月 7 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 早上 9 時正 

集合地點 本校有蓋操場 

解散時間 中午 12 時正 

解散地點 香港大學 

費用 旅遊車往程由校方津貼，回程請

自備車資 

衣著 便服，以簡單樸素為主 

 

日期 舉辦資訊日的大學 
2015 年 9 月 26 日

(六) 
香港科技大學 

2015 年 10 月 10 日
(六) 

香港理工大學 

2015 年 10 月 17 日
(六)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2015 年 10 月 24 日
(六) 

香港中文大學 
嶺南大學 

2015 年 10 月 31 日
(六) 

香港教育學院 

2015 年 11 月 7 日
(六) 

香港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有意參加各大學資訊日課程講座之家長及同
學，請先於各大學網頁 (資訊日講座) 登記，
先到先得﹗ 

 

為加深家長及中六級同學對大學聯招及新學制多元出路的認知，升學就業輔導組將於 9 月 30 日(WED) 舉

行中六升學家長晚會。 

講座內容: 

1. 大學聯招制度介紹 

2. 本地自資學位及副學位申請須知 

3. 外地升學關注點 

4. 本校升學現況 

5. 公開試模擬成績單派發 

對象: 

中六級家長及同學 

地點: 

本校禮堂 

時間: 

6:20 - 8:00PM 

煩請家長盡快於 ECLASS 簽妥回條。如有疑問，可向鄺婉玲老師或譚兆庭老師查詢。 

 
奮發時刻 DSE！  

  專為高中生而設的電台節目，於香港電台第五

台、數碼廣播 35 台及 rthk.hk 同步播出！ 

 

時間︰ 

逢星期二  晚上 9 時至 10 時 

 

頻道︰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

/ FM99.4 將軍澳/ FM106.8 屯門、元朗 

 

節目重溫︰ 

 

內容︰ 

1. 奮發第一 

  各界嘉賓及院校代表全方位協助考生面對

應試、升學、出路、就業及輔導等課題。 

2. 奮進校園 

  大專院校及中學師生分享教學心得、其他

學習經歷、應用學習以及出路輔導支援等經驗。 

3. 生涯規劃系列－職業博覽 

  各行業代表分享行業最新資訊、入職條件

及發展前景，讓學生及早規劃事業發展。 

4. 我們今年文憑試－奮發團隊 

  定期開放文憑試奮發熱線 1872 312 跟進應

屆考生及家長各種疑難！誠邀中四至中六同學

加入「奮發團隊」，緊貼節目的最新資訊，並優

先參與活動！ 

升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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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公益金便服日 
  今年的「公益金便服日」將於 10 月 2 日(星期五) 國慶日後舉行，如同學願意響應這項大型善舉，可選

擇穿上便服上課。是次活動所籌得之善款，將不扣除任何開支全數撥捐公益金所資助的 155 間會員社會福

利機構。 

  「公益金便服日」參加辦法簡單，同學只要隨意捐出善款，或向親友進行募捐，公益金便會送上「公益

金便服日」貼紙，讓同學們可以體會輕鬆上學的樂趣。今年，每位捐款滿港幣$100 或以上的同學可獲贈由林

海峰設計限量版 Casual d 文件夾乙個。 

  如同學有意參加，請於 9 月 25 日或之前，把捐款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班主任收集後，請把回條及

款項交課外活動主任林達成老師。 

 

公益金便服日服飾要求 

 

訓導處期望同學衣著以端莊樸素為本，

符合學生身份。同學欲清楚了解當天服

飾的要求，請詳閱右表。希望同學謹遵

以上要求，感受穿著便服、參與公益的

樂趣。 

 

男女適用 男生 女生 

▲必須穿著有袖上衣 

▲不能穿著露趾的鞋 

▲穿戴飾物方面依據

平日標準 

▲只准許穿長褲 

▲不准穿著襪褲

(即leggings) 

▲只可穿長褲或

裙(必須及膝，質

料不可過薄) 

 

 

二零一五年度公益金便服日 

回條    (請把回條及款項交給林達成老師) 

 

本人同意 / 不同意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 (班別)______(班號) 

參加 10 月 2 日(星期五) 舉行之「公益金便服日」並進行募捐。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1   6   

2   7   

3   8   

4   9   

5   10   

贊助總額  

注意事項  

1.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的贊助人可獲發正式收據。 

2. 如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公益金」。 

3. 學生請將表格連同善款交回學校，以便統一處理。 

4. 原則上，學生不設最低捐款額，但為免銀行徵收行政費，最低捐款為港幣一元正。請勿使用一毫、二毫、

五毫硬幣作為捐款之用。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