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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
通告 ， 2002 年創刊，
年創刊， 逢每月 10、
10、 20 及 30 日於校網連載。
日於校網連載。






知名作曲家伍家駿
伍家駿校友
知名作曲家伍家駿校友
獲信報訪問分享音樂傳奇路
信報訪問分享音樂傳奇路
本校校友伍家駿現為著名作曲家
本校校友伍家駿現為著名作曲家，曾於
多項作曲比賽獲得輝煌成就
多項作曲比賽獲得輝煌成就，於
11 月 23 日
《信報‧音樂殿堂》中接受訪問
中接受訪問，分享自己
的音樂之路，有興趣的同學或家長請參閱相
有興趣的同學或家長請參閱相
關報道。

訪問內容重點













在學時考獲鋼琴演奏級，中學加入管弦樂
在學時考獲鋼琴演奏級
團，演奏經典歌曲時愛將原曲修改
演奏經典歌曲時愛將原曲修改，從中
培養了作曲的興趣。
中六後考入香港演藝學院的演藝作曲系
中六後考入香港演藝學院的演藝作曲系，
成為該屆 2 名學生的其中一個。
名學生的其中一個
畢業後，決定到美國進修
決定到美國進修，獲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贊助
獲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贊助前往紐約大學修讀作曲碩士。
。
就讀紐約大學時，在校內
在校內贏得多個作曲獎項，成為學校交響樂團的駐團作曲家
成為學校交響樂團的駐團作曲家。其作品—《小提琴上
小提琴上
的大跳》奪得羅伯特阿瓦隆國際音樂作曲比賽冠軍
奪得羅伯特阿瓦隆國際音樂作曲比賽冠軍，美國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馬塞洛戈麥斯更以此創
美國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馬塞洛戈麥斯更以此創
作雙人舞，在紐約市林肯中心上演
在紐約市林肯中心上演，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演
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演。
畢業後失業，是他「人生中的黑暗期
人生中的黑暗期」，生活拮据，為了維生做過帶位員
為了維生做過帶位員、圖書館管理員、打雜等
打雜等，天
天吃罐頭和意粉，又封閉自己
又封閉自己，與所有人斷絕聯絡，幸而獲家人支持才脫離自我封閉的深谷
幸而獲家人支持才脫離自我封閉的深谷。
後來事業有起色，工作愈來愈多
工作愈來愈多，得到與許多大型藝團和藝術節的合作機會
得到與許多大型藝團和藝術節的合作機會，在世界各地都有創作邀
在世界各地都有創作邀
約，如今工作已排至 2019 年。他相信：「機會雖然不會立刻來到
機會雖然不會立刻來到，但像放下種子一樣，當你不斷尋找
當你不斷尋找
就能播種，慢慢長成增多
慢慢長成增多。」
香港的藝術環境正不斷成長
港的藝術環境正不斷成長，但仍未有足夠機會支持生活，，因此打算長留美國發展。「紐約除了藝術資
紐約除了藝術資
源充足，整個藝術環境和氣氛也很成熟
整個藝術環境和氣氛也很成熟，可以說是比香港快
可以說是比香港快 100 年。」不少紐約人都有深厚文藝修養
不少紐約人都有深厚文藝修養，
也為他帶來各種刺激。
。
相片及訪問內容重點摘自 月 日《信報‧音樂殿堂
音樂殿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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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電視節目主持黃庭鋒
新晉電視節目主持黃庭鋒校友
黃庭鋒校友於陸運會閉幕禮
校友於陸運會閉幕禮致
於陸運會閉幕禮致
各位同學好，
各位同學好，我是黃庭鋒。
我是黃庭鋒。今天十分高興回到
今天十分高興回到王少清中
回到王少清中
學這個大家庭跟大家分享我的近況，
學這個大家庭跟大家分享我的近況，與各位見面談話是一份
光榮。
光榮。首先我想感謝學校和陳建榮老師邀請我作閉幕禮的主
禮嘉賓。
禮嘉賓。起初我也有問及陳 sir 想我分享的內容，
想我分享的內容，他提議我
不如由自己的運動經歷為主題。
不如由自己的運動經歷為主題。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我自小都同體育運動形影不離，
我自小都同體育運動形影不離，在王少清中
學就讀的那兩年時間，
學就讀的那兩年時間，我跟各位同學一樣都對體育運動充滿
好奇和熱誠。
好奇和熱誠。由參與社際四乘一百米接力比賽、
由參與社際四乘一百米接力比賽、班際足球籃
球比賽至校際手球隊等全都記憶猶新。
球比賽至校際手球隊等全都記憶猶新。直至中二那年，
直至中二那年，我作
出了一個人生中的重大決定—
出了一個人生中的重大決定—到英國留學。還記得在離港前一天我回校與朋友道別，他們都圍著我，
他們都圍著我，
叫我不要離開，
叫我不要離開，那一刻我不會忘記
那一刻我不會忘記，
會忘記，讓我徹底地感受到學校那份溫暖。
讓我徹底地感受到學校那份溫暖。縱然如此，
縱然如此，我最終還是遠走
到一個十分陌生的國家。
到一個十分陌生的國家。在英國的首星期，
在英國的首星期，我感受到強烈的挫敗，
我感受到強烈的挫敗，雖然自己當時在王少清中學時是
「精英班」
精英班」(當時是 A 班) 的學生，
的學生，但在那裏卻完全不適應當地的環境，
但在那裏卻完全不適應當地的環境，茫然無知，
茫然無知，當地同學不但
沒有伸出援手，
沒有伸出援手，反而聯群結黨取笑我。
反而聯群結黨取笑我。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第一次感受到「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的痛楚。
的痛楚。
我自小便熱愛踢足球，
我自小便熱愛踢足球，到一個足球文化如此濃厚的國度留學，
到一個足球文化如此濃厚的國度留學，每星期能參與 3 至 4 次的訓練，
次的訓練，
我十分輕易便融入當地的足球世界，
我十分輕易便融入當地的足球世界，成為當地校隊的唯一華人球員，
成為當地校隊的唯一華人球員，並於服役的第一個球季
並於服役的第一個球季便攻入
了 15 球。當時我心
當時我心想以後的
以後的「運動路
運動路」應該一帆風順，
帆風順，但誰知於第二季
知於第二季我的水準
我的水準大不如前
水準大不如前，
大不如前，在球
賽沒有進帳
賽沒有進帳，
進帳，並因此被隊友和教
隊友和教練奚落，
奚落，現在才知道原
知道原來一個華人球員在外
來一個華人球員在外地取得正選席
地取得正選席位
正選席位原來要
承受各種折磨
受各種折磨。
折磨。在信心頓失的
信心頓失的情況下，學校突
學校突然發出一張通告
出一張通告，
張通告，指校方將選拔 15 名球員作客阿根
球員作客阿根
廷與智利對賽
智利對賽。
對賽。當時我猶豫良久
當時我猶豫良久，
豫良久，最後我決定要無悔
我決定要無悔地參與比賽，
地參與比賽，並為選拔
並為選拔每天都刻
選拔每天都刻苦
每天都刻苦訓練。
訓練。在歷
盡被隊友
盡被隊友嘲
隊友嘲笑與忽
笑與忽視下，我最終正式獲選
我最終正式獲選入
正式獲選入伍往南美洲作賽
伍往南美洲作賽，
作賽，成為唯一一名
成為唯一一名華人球員。
華人球員。雖然我曾
雖然我曾想
過退縮，
過退縮，但我知道只
但我知道只要我咬緊牙關克
要我咬緊牙關克服
咬緊牙關克服困難，
困難，無論結果為何，勝利的也是自己
勝利的也是自己。
的也是自己。在南美作賽的
南美作賽的短短
作賽的短短
兩個月
兩個月中，我的表現發揮
表現發揮得
發揮得前所未有
所未有的好，成為賽事神射
成為賽事神射手及最有
事神射手及最有價值
手及最有價值球員
價值球員，
球員，同時我亦
同時我亦得悉一個喜
一個喜
訊—獲中文大學的體育及運動科
中文大學的體育及運動科學系取錄。在中大的四年校園
在中大的四年校園生活中，我十分幸
我十分幸運可以到
可以到日本的
日本的創
價大學作交流
大學作交流生一年
交流生一年，深切感受到
深切感受到以
感受到以人為本
人為本的教育模式，感受到最珍貴
感受到最珍貴的友
珍貴的友誼
的友誼，並體會到即使
並體會到即使種族
即使種族、
種族、
文化、
文化、語言不同
語言不同，
不同，只要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都可以同
可以同心同德向同一個
德向同一個目標進發
同一個目標進發。
目標進發。
畢業後，
畢業後，我帶著一股教
著一股教育熱誠
股教育熱誠，
育熱誠，先後在日本人國際學校及新
日本人國際學校及新加坡
人國際學校及新加坡國際學會
加坡國際學會擔任
國際學會擔任體育老師
擔任體育老師。
體育老師。我體
會到從事教
會到從事教育
從事教育工作最大的成功
作最大的成功和滿足感，在於親睹
在於親睹學生的
親睹學生的轉變
學生的轉變和成
轉變和成長
和成長。甫至新加坡
至新加坡國際學校
加坡國際學校任教
國際學校任教時
任教時，
校長委派我
長委派我負責足球隊
負責足球隊，
足球隊，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放鬆一
放鬆一點就可以，
可以，去年我們只輸
年我們只輸 20 比 0，只要你帶領時不要
你帶領時不要
比這個成績更差
比這個成績更差就
績更差就可以了
可以了，ok？
ok？」其實所謂負
其實所謂負責老師都只
老師都只是在訓練時負擔點名
是在訓練時負擔點名，
負擔點名，但我每逢
但我每逢見到學生
踢足球時，
踢足球時，就會情
就會情不自禁
不自禁也參與其
也參與其中，並因此而無心插柳
此而無心插柳成為
心插柳成為教
成為教練，率領他們首次參與港
率領他們首次參與港島區
他們首次參與港島區學界
島區學界
足球比賽。
足球比賽。要在短
要在短時間令
時間令他們團
他們團結、互相支持和
互相支持和尊重對方
重對方，對我來說本
對我來說本來已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
任務。誰知驚喜接
二連三﹗
連三﹗我的學生竟
我的學生竟然可以以小
可以以小組首名出線，八強還要面對連續
強還要面對連續 32 年學界冠軍聖若瑟
年學界冠軍聖若瑟中學
冠軍聖若瑟中學，
中學，在短
兵相接
兵相接下苦戰到最
下苦戰到最後
到最後終以十二碼
十二碼取勝，晉身決賽
晉身決賽，
決賽，並以 2:1 擊敗聖彼德中學
聖彼德中學，
中學，歷史性地取得
史性地取得冠軍
地取得冠軍。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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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有趣之處
人生的有趣之處就在於
趣之處就在於你永
就在於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永遠不會知道下
遠不會知道下一刻會發
一刻會發生甚麼事，我們無須苦惱
我們無須苦惱和
須苦惱和猜測，只要努力、
謙卑，
謙卑，不要斤斤計較
不要斤斤計較，
斤斤計較，機會總在面前。
在面前。
在今年 5 月我毅然離開教
然離開教育界，
育界，投身傳媒行業，
投身傳媒行業，加入了電
入了電視廣播有
廣播有限公司 (TVB)
TVB)，以藝人
以藝人身份
簽約，
簽約，並十分榮幸
並十分榮幸第一份工
第一份工作便是擔任巴西里約奧
作便是擔任巴西里約奧運的主
擔任巴西里約奧運的主持
運的主持。雖然我沒有任何
雖然我沒有任何比賽
任何比賽評述
比賽評述的經
評述的經驗
的經驗，但
可以在
可以在眾多前
眾多前輩身上獲得
輩身上獲得千金難買的經
千金難買的經驗
的經驗。在奧運直播工
運直播工作中
播工作中，我多次受運動員的精神
次受運動員的精神和態度感動，
度感動，
不禁眼泛淚光
眼泛淚光﹗但由於節
但由於節目是直播
是直播，我也要保
我也要保持專業，繼續評述比賽
續評述比賽。
比賽。現在我除
在我除了在《
了在《體育世界》
體育世界》
擔任主
擔任主持外，
持外，還參與了《
還參與了《y angle》
angle》(前身為《激優一族
激優一族》
一族》) 和《港生活
港生活‧港享受》
港享受》等節目工作
目工作，希
望將來能夠
來能夠在更多不同
更多不同節
不同節目中與各位見面。
中與各位見面。最後，我想與大家分享的是，
我想與大家分享的是，雖然人生有很
雖然人生有很多困難和
多困難和挑
戰，但只要我們相信
要我們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自己，鍥而不捨
而不捨，就可以把
可以把「不可能」也變成「可能」。我不是一個天
」。我不是一個天才
我不是一個天才，現
時亦未自得
亦未自得上
自得上是成功
是成功人士，但我會以
但我會以「大無畏
大無畏」精神闖過人生中每一個難關
人生中每一個難關。
難關。
態度將會決定每個人的人生路
會決定每個人的人生路，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我是黃庭鋒。
我是黃庭鋒。

台灣明道大學到訪本校 完成結盟儀式
台灣明道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蕭雅柏先生及港澳地區執行長張志清先生於 2016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四)到訪本校並與升輔組老師及有興趣赴台升學的學生面談，向師生介紹該院校的學科特色與
學習文化，加深同學對台灣升學的認知。
此外，蕭處長與鍾佛成校長於當天會面正式完成結盟儀式，為本校同學提供優先取錄的機會及
獎學金。

明道大學蕭處長 (右二) 與本校鍾佛成校長 (中) 完成結盟儀式

明道大學港澳地區執行長張先生與本校師生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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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女童軍
本校女童軍參與孫中山先生誕辰
女童軍參與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紀念儀式

孫中山先山對中國革命事業的貢獻獲
世人肯定，為了紀念孫先生誕辰
為了紀念孫先生誕辰 150
周年，香港特區政府及轄下的民政事
香港特區政府及轄下的民政事
務總署於11 月12 日(星期六
六)特此安排
是次紀念活動，活動現已結束
活動現已結束。本校
女童軍派出六位隊員參與當天的大會
操儀式，包括：5C 陳柏伶、4C
陳柏伶
徐蘊
楹、1A 蔡晴言、1C 謝貝怡、1D
謝貝怡
李
芷彤、1D 沈芷晴及 1D 曾嘉悅

上排：1C 謝貝怡(左二)、1A 蔡晴言(左三)、1D 沈芷晴(右五)、1D 李芷彤(右六)
下排：5C 陳柏伶(右四)、4C 徐蘊楹(右三)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招募(2016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招募
(2016
(2016-17 年度)
年度)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致力提拔及培訓本地資優學生 透過與各大學合辦不同範疇活動(如課程及比賽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致力提拔及培訓本地資優學生，透過與各大學合辦不同範疇活動
如課程及比賽
等)，讓資優同學潛能得以展現
讓資優同學潛能得以展現。學苑為學員舉辦多元化課程
學苑為學員舉辦多元化課程，質素甚高，一般由大學講師或教授
一般由大學講師或教授
任教。現時提供的課程已經覆蓋十多個不同學習領域
現時提供的課程已經覆蓋十多個不同學習領域。
每年學苑均會在各中學招收新成員
每年學苑均會在各中學招收新成員，包括以下四大範疇：1.
1.數學、2.電腦/會計/科學、3.語文/文學
文學/
人文學科及 4.領導才能。
。曾經接受資優培訓，或在以上任何
任何範疇有能力的同學，歡迎向學校自薦參
向學校自薦參
加校內選拔。經本校老師細心挑選後而獲
校老師細心挑選後而獲提名的同學，須參加學苑之筆試或小組面談
須參加學苑之筆試或小組面談。正式獲得學
正式獲得學
員資格後，可自由參與學苑舉辦的活動
可自由參與學苑舉辦的活動，既可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增廣見聞，亦間接提升將來升讀本地大學
亦間接提升將來升讀本地大學
的機會。
凡對是次招募有興趣的中一至中四級同學
有興趣的中一至中四級同學，請勿埋沒自己潛
潛能，可先瀏覽網址 www.hkage.org.hk 了
解活動詳情，並於 12 月 7 日(星期
星期三
或之前向邵嘉茵老師
星期三)或之前
或之前 邵嘉茵老師查詢及報名
邵嘉茵老師查詢及報名。
備註︰上年 15 位獲本校推薦之同學皆全數被學苑接納成為新成員
位獲本校推薦之同學皆全數被
接納成為新成員，證明本校同學實力超群。
。他們
積極參與有關培訓及課程
積極參與有關培訓及課程，為將來升學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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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riting2B AuYeungYat Hong, Henry
Scenario
You hav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your cousin in Canada. Read the letter and write a reply letter to
Josie.
15 October, 2016
Dear Chris,
How are things in Hong Kong? Good, I hope!
Do you remember I said in my last letter that I might have some exciting news? Well, here it comes … I’m visiting Hong Kong
with my parents from 20th to 25th October! Would you like to get together on the 24th (Mum said we had plans for the other
days already.) Would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related to Art? Are there any dance shows on that day? (You know I love
dancing.) But if you’d like to do other kinds of arts activities, I’m game for that too. ☺
I’m also thinking about appreciating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Central. Are you interested? Dad said there were lots of galleries
on a street there. He also said there were some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Central (but he can’t name any!). Do you know the names
of some of the buildings and if they are worth visiting? It’ll be great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Please write back soon – I can’t wait to hear from you.
Bye for now.
Josie

20th October 2016
Dearest Josie,
How’s everything going in Canada? I’m sorry for taking so much time to write a reply to you. I’ve been busy
preparing for my upcoming first term test. It’s great to know that you are coming to Hong Kong soon. In your last
letter, you mentioned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some art activities and visiting historical sites in Central. Let
me give you some advice.
First of all, we can meet each other at Central Station, Exit A on 24th October at 10 a.m. Then we can go to the St
John’s Cathedral. It is one of the oldest churches in Hong Kong. It is built in the shape of a cross with an impressive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church has played a symbolic and enduring role in Hong Kong’s history. Throughout the
years, St John’s has shared in Hong Kong’s ups and downs, particularly when it suffered damag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many tourists, even the locals, go there and admire its beauty. I know you like buildings
with antique designs so you’ll love it very much.
Next, I’ll take you to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It is built in a mixtur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tectural style.
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has declined, it will soon be revitalized and bring culture and
leisure experiences for all to enjoy.
Then, we will go to visit the art galleries on Hollywood Road.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modern art masterpieces
for visitors to choose from. We can also find Chinese antiques like ceramics and wood cravings there.
After visiting the historical sites, we will go to the Picasso Art Studio to join the ‘Art Jamming’ course. The activity is
totally free of charge, yet we may have to book in advance. We just need to create by using a paint brush. We can
take away our masterpieces and show them to friends and family afterwards. It will be so much fun!
Last but not least, we will go to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in Tsim Sha Tsui. It’s a place near your hotel. We are
going to watch a dance show there. The show is called ‘Out of the Box’. It is a show which combines various dance
styles like hip hop, ballet and tap dancing together. I know you like to dance in your free time so you should go
there.
That’s all for my plan on 24th October. If you want to change anything, don’t hesitate to tell me.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Regards,
Chris
P.S. Please bring along your camera with you and take beautiful pictures during your stay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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