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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

陳梓盈校友 (2015，

長，帶領隊員衝鋒陷陣，

於香港科技大學修讀「機械工程

欖球隊精英運動員。 

她於本校畢業後一直有參與各種課外活動及比賽

最近於 2016-17 年度「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面試後憑藉其豐富的社區服務經歷

青年」(公開組)，並以傑出的體育成就

就獎」。 

本校校董溫國雄先生 (左) 及陳梓盈家人人) 出席嘉許禮，見證陳梓盈獲得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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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旬

陳梓盈 (左) 於 3 月
31 日的嘉許禮由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右）手上接過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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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本校校友陳梓盈小姐榮獲「「「「十大優秀青年十大優秀青年十大優秀青年十大優秀青年

，6F) 曾為本校女子欖球隊隊

，獲得多個比賽獎項。她現時

機械工程」二年級，亦是香港

她於本校畢業後一直有參與各種課外活動及比賽，

優秀青年嘉許計劃」中經兩輪

憑藉其豐富的社區服務經歷獲選為「十大優秀

傑出的體育成就獲頒「閃耀成

 及陳梓盈家人 (右二陳梓盈獲得殊榮。 

陳梓盈回校分享得獎喜悅，於清園與鍾校長
(右一)、程兆麒副校長 (右二)及其家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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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創刊年創刊年創刊年創刊，，，，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

清旬 

The

Ringing

Ten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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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優秀青年十大優秀青年十大優秀青年十大優秀青年」」」」及及及及「「「「閃耀成就獎閃耀成就獎閃耀成就獎閃耀成就獎

 於清園與鍾校長 及其家長合照。 

陳梓盈得獎後接受電視節目《東張西望問，分享她如何克服困難及逆境保持正面心境

陳梓盈校友 

登上「優秀」巔峰的「閃耀」之路在航空青年團的歷練與貢獻 

2010 加入香港航空青年團，其後更擔任見習教官
2012 獲推薦參加紐西蘭航空青年團舉辦的「初級戶外領袖課程」。 

2013 獲推薦往英國參加「Inter Service Cadet Rifle 

Meeting」 

2015 在香港科技大學成立「Student Air Cadet Society空青年學會」，出任主席，舉辦講座、分享會及模擬飛行等活動，宣傳及推廣航空青年團的工作在欖球運動的成就及貢獻 

2013 加入香港欖球代表隊，此後代表香港參加多項國際賽事 與隊友為香港贏得「Rugby Sevens of the Nanjing 

2013 Asian Youth Games」銅牌 

2014 考獲 International Rugby Board / HKRFU頒發的「IRB Coaching Level One」證書 

2013 獲選加入精英運動員訓練計劃 

2015 因其欖球運動的卓越表現，獲香港欖球總會「HKRFU Charitable Trust Fund- Educational 

Scholarship」 校內課外活動履歷 

� 中學時期出任本校籃球隊及欖球隊隊長、校內欖球隊助理教練、班會主席、領袖生、英文學會及攝影學會幹事、公民教育會外務、社長、學生會幹事朋輩調解員 

� 於科大擔任 Student Ambassador 為香港社會推廣體育運動的貢獻 與父親成立網頁，聯絡各球會，為各項運動賽事拍攝費供外界下載，透過攝影推廣本地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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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耀成就獎閃耀成就獎閃耀成就獎閃耀成就獎」」」」    

 東張西望,》主持訪分享她如何克服困難及逆境保持正面心境。 

之路 其後更擔任見習教官。 初級戶外
Inter Service Cadet Rifle 

Student Air Cadet Society航分享會及宣傳及推廣航空青年團的工作。 此後代表香港參加多項國
Rugby Sevens of the Nanjing 頒發的獲香港欖球總會

Educational 校內欖球英文學會及攝影學生會幹事、
為各項運動賽事拍攝，免

30 

7

日於校網連載日於校網連載日於校網連載日於校網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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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課暨面體驗課暨面體驗課暨面體驗課暨面試日順利舉行試日順利舉行試日順利舉行試日順利舉行，，，，感謝區內各位家長和學生的參與感謝區內各位家長和學生的參與感謝區內各位家長和學生的參與感謝區內各位家長和學生的參與    

本校於三月十八日舉行了「中學體驗課及甄選面

試」，旨在讓有意申請入讀本校的小學生對本校有更深

認識。當天上午為體驗課，課堂包括科學、科技應用、

電腦、工藝及藝術設計等，課堂設計以「學生為本」，

學生在本校教師的指導下實踐理論，參與課堂的小學生

都感到興味盎然。協助老師進行教學的高中同學也主動

積極，盡展「小老師」的風範。同日下午為小六學生面試。本校第一次舉辦升中面試，評核考生中

英語文能力、時事觸覺、儀容品行。面試過程流暢，家長反應正面。 

體驗課精華照片 化學—天然的指示劑 
 生物—魚菜共生運作

 

物理—光與影的探索      設計與科技—四輪機械製作 
 視覺藝術—照片的變化 

   
電腦與資訊科技—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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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Girl Guides Centenary International Camp 

 “Connect, Grow, Impact” is our theme of the year. This year, the international Camp was held at 

Yuen Tun Camp, Tsing Tau from 23
rd

 December 2016 to 27
th

 December, 2016. Our Guides (4A Wong Lok Yi, 

4C Lai Hiu Wing and 4D Lam TzeChing) attended the kick-off ceremony on 23
rd

 December, 2016. They all 

said it was awesome and fun. They also added that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them to share guiding values 

and develop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HKGAA Raffle Tickets Sale (Open Sale)on 4
th

 March 2017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our annual HKGGA Raffle Sale and Open Sale” said Ng Ho Kiu from 1B.  

This year (2017), the Raffle Tickets Sale Period was from 27
th

 January 2017 to 16
th

 March 

2017while theRaffle Draw was held on 22
nd

 March, 2017. The result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Standard and Sing Tao Daily on 31
st

 March 2017 and in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Website.  

On 4
th

 March, 2017, six guides joined the Open Sale at Tsuen Wan Plaza. We are happy to tell you 

that we have sold all our tickets (600)! Thank you so much!  

 

(From left) 2A Kwong Yan Ching Chole, 4A Wong Lok Yi, 4C Tsui Wan Ying, 1B Ng Ho Kiu, 3C Leung Kam Yan and 3C Leong Ka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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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入選本校教師入選本校教師入選本校教師入選「「「「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締造突破框框的創新文化締造突破框框的創新文化締造突破框框的創新文化締造突破框框的創新文化，，，，探索優化教育的不同可能探索優化教育的不同可能探索優化教育的不同可能探索優化教育的不同可能    

 

本校鄺啓德老師、譚兆庭老師及徐雅然老師申請參與上述計劃，經創意教育履歷審核、面試、

訪校查察、訪問校長等甄選程序後，於近 60所參選學校中被選為 9所學校團隊其中之一，成為「創

新夥伴」。 

該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得到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支持，旨在培育教師成為引領進步的先驅，嘗試推展創新項目，帶動學校的創新文化。 

譚兆庭老師及徐雅然老師將參與老師將進行兩星期的境外考察交流，而鄺啟德老師更會出席十

星期的培訓，與其他國家的教育工作者互相認識、觀摩和學習，從中匯聚不同經驗、知識和視野，

以革新思維，為構思創新教育意念及計劃藍本提供基礎。此後他們須把創新意念化為具體項目，運

用分配自該計劃的種子基金落實、開展相關活動。 

雖然現在交流尚未開始，但鄺啓德老師表示已有初步構思，其項目方向是透過視藝科與其他科

組協作，把藝術和學術結合，以跨科組力量提升學生的身心素質、情智狀態，協助他們全人發展。

譚兆庭老師和徐雅然作為「創新夥伴」，也將全力配合，在優化意念、完善操作流程、行政實務上

全力支援。 

 

本校校長鍾佛成先生 (左二) 出席「賽馬會教師社工創新力量」啟動禮，對參與計劃的譚兆庭老師 (左一)、鄺啟德老師 (右二) 及徐雅然老師 (右一) 親身表示支持。 

參與計劃的教師全體合照 鄺啟德老師 (右) 於台上分享自己的創新教育嘗試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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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

李崇正博士李崇正博士李崇正博士李崇正博士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本校十分榮幸邀得前任校董李崇正博士於

臨本校為高中同學舉行講座

李崇正博士以「謀事在人

席間也分享了招聘趣事，

徵者的要求。 

李博士有豐富的商界經驗

學十分具啟發性及參考意義

 

鍾佛成校長 (右) 向李崇正博士
李李李李登榮登榮登榮登榮博士生涯規劃講座博士生涯規劃講座博士生涯規劃講座博士生涯規劃講座

李登榮教授是香港醫學界的中流砥柱

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中心總監

於 3 月 17 日在荃灣聖方濟中學舉辦生涯規劃講座

科學的理解、科技在未來社會的發展及其個人成功的心路歷程

解及經驗對於將來每一個投身社會的青少年來說

與講座，當中本校同學更代表與會同學向李博士請教應付讀書壓力問題的方法

中四級生物組的同學與李登偉教授合照留念
                              第五頁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活動回顧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生涯規劃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前任校董李崇正博士於 2月 28日光

臨本校為高中同學舉行講座，就「生涯規劃」主題作分享。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座右銘訓勉同學，

，讓同學了解現今僱主對僱員及應

李博士有豐富的商界經驗，其分享對將來投身社會的同

學十分具啟發性及參考意義，同學參與後均獲益良多。 

 向李崇正博士 (左) 致送紀念品 講座出席者為中四及中五級全級學生
博士生涯規劃講座博士生涯規劃講座博士生涯規劃講座博士生涯規劃講座    

李登榮教授是香港醫學界的中流砥柱，現任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教授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中心總監，兩年多前研發出全球首個迷你人造心臟

荃灣聖方濟中學舉辦生涯規劃講座，向荃灣區來自不同中學的高中同學分享了他對

科技在未來社會的發展及其個人成功的心路歷程

解及經驗對於將來每一個投身社會的青少年來說，可謂金石良言

當中本校同學更代表與會同學向李博士請教應付讀書壓力問題的方法

 中四級生物組的同學與李登偉教授合照留念 4D 班唐梓晴代表在場同學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李崇正博士簡歷 

� 以最高榮譽畢業於位於加拿大的國際頂尖學府多倫多大學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 在銀行及投資界工作超過 25 年，曾於多間國際知名企業擔任要職，包括高誠集團、荷蘭國際集團、渣打銀行、中信資本等。2011 年，李博士更為俄羅斯鋁業聯合公司(俄侶)擔任香港區董事總經理其分享對將來投身社會的同

講座出席者為中四及中五級全級學生 

現任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教授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兩年多前研發出全球首個迷你人造心臟，在醫學界貢獻良多

向荃灣區來自不同中學的高中同學分享了他對

科技在未來社會的發展及其個人成功的心路歷程。在現今著重創新科技的年代，

可謂金石良言。本校升輔組老師帶領高中同學參

當中本校同學更代表與會同學向李博士請教應付讀書壓力問題的方法。 

班唐梓晴代表在場同學，向李教授請教讀書壓力問題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以最高榮譽畢業於位於加拿大的國際頂曾於多包括高誠集中信資李博士更為俄羅斯鋁業擔任香港區董事總經理 

 

現任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教授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在醫學界貢獻良多。他

向荃灣區來自不同中學的高中同學分享了他對

，其見

本校升輔組老師帶領高中同學參

 向李教授請教讀書壓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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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    

海外升讀大學的新選擇海外升讀大學的新選擇海外升讀大學的新選擇海外升讀大學的新選擇————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大學    

台灣高等院校與香港學制銜接，不僅校系選

擇多元、學風自由、學費相對低廉，對境外生亦

有完善的照顧輔導制度，已成為香港學子升讀大

學的熱門選擇。近年港生申請赴台升學人數逐攀

升，已連續兩年超過六千人，實際取錄人數亦創

新高，足見港生及家長對對台灣高等教育之信賴

與認同。 

近年台灣大學錄取香港學生人數近年台灣大學錄取香港學生人數近年台灣大學錄取香港學生人數近年台灣大學錄取香港學生人數 

 個人申請個人申請個人申請個人申請 聯合申請聯合申請聯合申請聯合申請 

2012 687 (18%) 3106 (82%) 

2013 1595 (44%) 2041 (56%) 

2014 3130 (57%) 2336 (43%) 

2015 4142 (69%) 1627 (31%) 

2016 3225 (70%) 1382(30%) 「個人申請」人數於 2014年開始超越「聯合申請」，反映越來越多同學想早於文憑試放榜前便獲得台灣大學學位。 

 

赴台升學報名資格赴台升學報名資格赴台升學報名資格赴台升學報名資格 

同學只要符合以下條件，便可取得僑生資格，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負責赴台升學的官方單位)，

以僑生身份報讀台灣高等院校，學費和照顧可享有與台灣本土生同等的待遇： 

(一) 擁有香港永久居留身份證 

(二) 最近連續居留港澳 6年以上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2016-2017)「「「「台灣大學免試招生計劃申請台灣大學免試招生計劃申請台灣大學免試招生計劃申請台灣大學免試招生計劃申請」」」」獲錄取結果獲錄取結果獲錄取結果獲錄取結果 

台灣大學申請已經有結果，本屆共有 15 位同學申請，15 位同學均獲派大學學額，當中 10 位獲首

志願。學生獲取錄的學系見左表，而本校歷屆畢業生赴台升學的資料則見右表︰ 

2016-2017取錄本校學生的取錄本校學生的取錄本校學生的取錄本校學生的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及學系及學系及學系及學系 院校名稱院校名稱院校名稱院校名稱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文化創意事業系(流行音樂)、文化創意事業系、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表演藝術系、室內設計系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化粧品應用系 東海大學 畜產及生物科技學系 

 

    

歷屆歷屆歷屆歷屆(2013-2015)王少清學生赴台升學的資王少清學生赴台升學的資王少清學生赴台升學的資王少清學生赴台升學的資料料料料 院校名稱院校名稱院校名稱院校名稱 學系學系學系學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海洋觀光管理系、 河海工程學系 國立雲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營養系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法國語文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電子工程學系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     
在此祝賀各位同學鵬在此祝賀各位同學鵬在此祝賀各位同學鵬在此祝賀各位同學鵬程程程程萬里萬里萬里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