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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m m c  o p 

 

本校同學完成「智能家居設計 STEM 課程」 

啟發設計創意，迸發創科潛能 
STEM 是指結合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四大範疇的跨科協作學習。物聯網 (IOT- Internet of 

Things) 是智能家居及城市的基礎，當中結合了 STEM 元素。本校於去年的 11 月及 12 月舉辦了

「智能家居設計 STEM 課程」興趣班，在書本之框架外，以 Makeblock Inventor Electronic Kits 

為主體，教授同學如何開發電子產品、智能家居、編程的基本概念和邏輯思維、感應器的應用等的

現代知識，啟發學員想像力，並透過創意創造新發明。 

課程著重實踐及創意，同學於 12 月 20 日參加了由該課程舉辦的 STEM 設計比賽，展示自己的成

品，並示範其如何運作，眾成品各具創意，意念創新，令導師、老師及其他同學均印象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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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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於校網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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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2017(SSMSC) 

為提升同學對學習科學及數學的興趣，選拔有潛質學生作尖子培訓，香港理工大學將舉行「香港理

工大學數學及科學比賽2017(SSMSC)」。比賽詳情如下： 

日期與時間 

數學：2017年 4月 30日星期日 (上午 9:30至 10:45) 

物理：2017年 4月 30日星期日 (中午 12:00至下午 1:15) 

生物：2017年 5月 1日星期一 (上午 9:30至 10:45) 

化學：2017年 5月 1日星期一 (中午 12:00至下午 1:15) 

對象 中三至中五同學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 

內容 新高中課程(70%)和課外知識(30%) 

形式 多項選擇題及傳統長問題(以英文卷作答) 

報名費 每科港幣 120元正 (不設找贖) 

*獎項* 

參與比賽的同學，將獲頒發證書及評核報告各一張。在比賽中表現最優秀的頭

15%同學，更可獲理工大學特別邀請，參與大學聯合招生時的入學面試，增加

入讀理工大學的機會。 

為增加同學應付公開試臨場之經驗，並豐富個人之履歷，本校科學組鼓勵本校中四及中五同學踴躍

參與是項比賽。欲報名參賽的同學，請於1月25日(星期三)下午1時或之前帶同報名費(只收取$20或

$50或$100元正之紙幣)，到教員室向尹國棟老師報名。由於每校名額有限，參賽資格以先到先得形

式取得，額滿即止。同學如有任何疑問，歡迎向教員室尹國棟老師查詢，謝謝。 

備註：我校參加是項比賽多年，成績亮麗；每年約有10位同學在比賽中表現優異(頭15%成績)；他

們已獲頒發嘉許證書，並獲理工大學的邀請，參與大學的入學面試，增加入讀香港理工大學的機會。 

女童軍活動：荃城義工獎勵計劃—暢遊海洋公園 
 

「荃城義工獎勵計劃」獲得荃灣區議會贊助，目

的是表揚區內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的青少年義工。 

本校共 16名女童軍隊員獲校方推薦參與此獎勵活

動，於 12 月 4 日(星期日)免費暢遊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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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 

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午間分享會 

台灣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鄧美貞教授及體育室主任宋孟遠博士聯同本校畢業生

(2015-16)何浚彥同學於 12月 6日(星期二)與中六級同學分享赴台升學訊息。緊接鄧教授的院校簡介，

就由現時就讀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一年級生的何同學向一眾學弟學妹分享到台灣讀書的經驗，

以資借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鄧美貞教授 

 

本校舊生何浚彥同學(2015-16 畢業生)，現為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一年級生。 

二、 本校畢業生獲淡江大學「入學獎學金」 

淡江大學位於台灣新北市淡水，創立於 1950 年，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私立綜合大學。根據調查，

淡江大學連續 17 年是台灣企業排名第一的最愛私立大學。 

淡江大學設立「入學獎學金」，以獎勵優秀境外生。本校接獲大學通知並經由鍾佛成校長推薦，共

有三名畢業生獲得此項獎學金，詳情如下： 

畢業生姓名(畢業年份) 就讀學系 入學獎學金類型 

陳偉程 (2014-2015) 土木工程學系 2 年免學雜費 (2015-2016、2016-2017) 

蕭瑩瑩 (2015-2016) 日本語文學系 1 年免學雜費 (2016-2017) 

何珮萁 (2015-2016) 法國語文學系 1 年免學雜費 (2016-2017) 

鄧美貞教授及宋孟遠博士接受由鍾校長頒贈的紀念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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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禽流感及流感的一般措施 
 應保持個人衞生，經常使用梘液和清水洗手，尤

其在進食前或觸摸口、鼻、眼睛前，以防感染疾

病。  

 隨身帶備適量的口罩及消毒濕紙巾。打噴嚏或咳

嗽時應用紙巾掩住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到有

蓋垃圾桶。 

 避免接觸家禽、雀鳥、動物或其糞

便。 

 若感不適，如有發燒或咳嗽等呼吸

道感染病徵，應立即戴上口罩。 

 若出現流感病徵，應盡快求診並致

電校務處告假。 

16-17 MUSIC DAY RESULTS 

學生文章《老有所居》獲《明報》刊登 
古時的敬老，絕非只停留在思想上及說教上，而是

身體力行；不論任何階層的人，也遵守一套敬老的規矩

及禮制。《禮記》記載：「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

隆諸長者。」意指 50 歲的老人不必親自打獵，但在分配

獵物時能獲得優厚的一份，可見古人對長者的尊敬之情。 

然而，在現今社會，敬老精神如何從各方面體現出

來呢？似乎我們年輕一代還未做得十分妥當，使長者「老

有所居」。 

生育率跌 港人愈趨長壽 

根據統計處數字，包括本地婦女生育率及平均壽

命，均顯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愈趨嚴重。2015 年總和出

生率為 1.195(即每千名婦女對 1195名活產嬰兒)，比 2014

年下跌，而男女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則為 81.4 歲及 87.3

歲。在生育率低、人類愈來愈長壽的情?下，人口老化是

香港不能忽視的問題。 

這不禁令我想起早前一則本地新聞。75 歲的陳婆

婆，街坊愛稱她「睡婆婆」，她每天獨自守?報紙檔，靠

賣報紙謀生，倦了便直接在檔口倒頭大睡，故得此稱謂。

有時候即使大風大雨，她仍守?那個報紙檔，想回家卻沒

人替她看顧檔口。睡婆婆勞碌大半生，假若不是有媒體

報道，人們又豈能注意到這看似微不足道的報紙檔裏，

竟隱藏著香港迫切的問題呢？ 

不但如此，現時香港地少人多，樓價持續高企，長者

大多為退休、正在安享晚年的一群，但並不是全部長者都

那麼幸福，政府有否安排適當的措施應付長者住屋需求

呢？長者優先配屋計劃，那些住屋類型固然有各種適合長

者需要的設施，例如平安鐘、煙霧感應系統及防滑地磚

等，但可想而知，安裝這些設備同時也增加建築成本，從

而轉嫁消費者。在香港，長者要擁有一所小小的「安樂蝸」

也不是容易事呀！ 

樓價高昂 長者難覓安樂窩 

再者，部分子女在父母年老後因種種原因，譬如缺乏

經濟能力、時間而嫌棄他們。記得廣告裏有句使我印象深

刻的說話：「年紀大，機器壞。」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子女

送父母到護老院的原因。不過，將心比己，假若你老了以

後，你的子女同樣送你去護老院，對著一個完全陌生的環

境、一群完全不認識的老人家，而陪伴你一生的至親，只

在周末或偶爾有空時才來探望你，請問，你還覺得愉快

嗎？ 

香港部分老人並未真正有所居。作為管治者，政府理

應關注，並及早推出一系列措施，協助這群奉獻、勞碌大

半生的老人家，使他們能安享晚年，共同分享香港繁榮的

成果。 

6B 何詠欣 

文章摘錄自 1 月 19 日《明報》 

下期《清旬》將於農曆新年後 2月 10日發佈，祝各位新年快樂、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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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班際合唱 2A 2C --- 

F.3班際合唱 3D 3A/3C 3B 

F.4班際合唱 4A 4E 4C/4D 

F.5班際合唱 5A 5D 5C 

F.6班際合唱 6D 6A 6E 

樂器 4A馮靖曦 5B廖穎淇 6D吳逸珊 

獨唱/小組 3A袁凱瑩 6C鄭芷晴 5B楊海溢/6E梁樂芯 

最佳指揮 6C鄭芷晴 

最受歡迎 13-14年度 3A 

全場總冠軍 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