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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接受多所台灣大學
本校接受多所
台灣大學來訪
台灣大學來訪，
來訪，了解更多台灣升學資訊

嘉南藥理大學到訪(2017.10.25)
(2017.10.25)
東吳大學到訪(2017.10.26)
(2017.10.26)
淡江大學到訪(2017.10.27)
(2017.10.27)
為緊貼台灣升學的最新資訊
為緊貼台灣升學的最新資訊，升輔組老師接受
11 所台灣大學的邀請
所台灣大學的邀請，讓各院校的代表蒞臨我校作介紹
讓各院校的代表蒞臨我校作介紹
及宣傳。介紹的內容包括：
：各院校的特色、入學獎學金、學生未來就業方向等等
學生未來就業方向等等，若同學對赴台升學有興趣
若同學對赴台升學有興趣，
可向徐笑珍老師或黃俊佑老師索取相關文宣 有關來訪的台灣大學及獎學金事宜如下：
可向徐笑珍老師或黃俊佑老師索取相關文宣。有關來訪的台灣大學及獎學金事宜如下
(左圖)本校與淡江大學代表在會
本校與淡江大學代表在會
面中續簽《台港學校合作協議書
台港學校合作協議書》
(右圖)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到訪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到訪
(2017.10.12)
台灣大學名稱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

院校代表團
戴盛柏(招生事務處執行長))、
江怡蒨(商學院教授)、
賴春蘭(招生事務處組員)、、
李志文(校長室事務顧問)
(校長)、
國立勤益 國立科技大學 陳文淵
潘吉祥(教務長)、
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
宋孟遠(體育室主任)、
(續簽「
續簽「台港學校
彭家駒(香港生命教育促進會
香港生命教育促進會)
合作協議書」
合作協議書」)
宋孟遠(體育室主任)、
張蓺英(資訊工程系教授)、
張文玲(教務處執行秘書)、
建國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 林資雄(大陸及港澳交流中心
大陸及港澳交流中心)
建國科技大學
明道大學*
綜合大學 張志青(國際事務處港澳地區執行長
國際事務處港澳地區執行長)
明道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綜合大學 吳慶烜、林忠慶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
東吳大學*
綜合大學 歐素華、李景根
東吳大學*
(國際處國際事務中心)
淡江大學*
綜合大學 顏秀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主任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主任)、
淡江大學*
葉雅琴(香港校友會會長)
龍華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 連維志(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國際長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國際長)、
梁志雄(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助理教授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助理教授)
義守大學
綜合大學 王尹琳(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副組長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副組長)、
葉建寧(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主任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綜合大學 薜富盛(校長)
黎俊光(國立中興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
國立中興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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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安排
入學獎學金
獎學金台幣一萬元
學雜費全免一年
學雜費全免一年
獎學金台幣一萬元
減免第一年學雜費，
減免第一年學雜費
名額 2 名
第一學期可獲半免雜
學費
4 年四人房宿費減半
費減半
預備結盟的台灣大學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
三十日

*已與本校結盟及協議的台灣大學
已與本校結盟及協議的台灣大學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資訊︰
瀏覽本校《
本校《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網站 掌握升學就業最新脈搏
為了讓本校師生及家長掌握最新的升學及行業就業資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在本年度繼續使用明報
《生涯規劃》網站。
《生涯規劃》網站的資訊非常豐富，包括本地院校動態、內地、台灣及海外升

學資訊，並且介紹各大行業的最新發展動向，為同學提供適切的探索空間，對自身的生涯規劃作準

備。此外，同學更可在網站的「校園動向」分頁，閱覽由升輔組舉辦的活動詳情，以及到「資源下

載區」下載有用的文件資源。

請在學校網站(www.pocawsc.edu.hk)，按入「Careers 本校《生涯規劃》網站，按入「校園動向」瀏覽升輔組舉辦的
& Life Planning」圖像活動詳情

DSE 畢業生內地實習計劃 2018
計劃目的
實習企業
 讓中六畢業生認識內地職場文化，並  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移動、中國人民財產保險、
優先瞭解大學生活。參加者可為大學
青少年文化宮等
生活做好準備，並同時親身體驗內地 費用
職場環境，全方位了解內地社會的大  獲學校推薦的學生，一旦獲取錄，團費可獲全數贊助 (*
勢所趨。
參加者須繳交保證金 HKD2000，在依規定完整完成實習及
 實習將於 2018 年 5 月下旬至 7 月中
團前團後活動後，保證金將獲全數退還)
旬期間進行，實習為期約四至六個星 名額
期。(考慮到 DSE 畢業學生在內地實習  5 名中六級同學
期間可能需要出席大學面試或謝師宴 報名方法
等活動日期，主辦機構將按規定處理  12 月 8 日( FRI) 或之前到教員室找譚兆庭老師。如參加者
參加者有關請假申請，以方便參加者
多於 5 位，則由校長決定人選(校方保留最終決定權)
處理升學事宜。本校並將與內地企業  獲推薦學生須通過主辦機構面試及取錄程序
溝通，不視作曠工或缺席活動論。)  詳情: http://hkacdc.org.hk/dse.internship/
《清旬》第三八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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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王少清同學「舞動香港正能量」
齊創跳現代爵士舞健力士世界紀錄

由「仁美清叙」慈善基金、大舞臺、宏星慈善基金發起的「舞動香港正能量」創健力士世界紀錄活

動，通過全年學校巡迴分享及以舞蹈創健力士世界紀錄壯舉，鼓勵年青人以正確態度面對成長上的

情緒問題，激發敢夢正能量。10 月 30 日，本校禮堂舉行「舞動香港正能量」學校巡迴活動，邀請
了多棲藝人林盛斌(Bob)與中二至中五級的同學們分享學生時代的成長秘密，和大談演藝歷程中所

遭遇的種種挫折，令同學們體會成功非僥倖。同場亦有舞蹈老師及歌手曹震豪帶領同學舞動，為創
健力士世界紀錄作好準備。

而 11 月 19 日，本校同學獲邀出席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舉行的「舞動香港正能量」創健力士世界活動，589 位同學、
企業代表及藝人齊跳現代爵士舞，經認証後，成功創下「

全世界最多人同時學習現代爵士舞」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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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學校大清潔
學校大清潔：體驗清潔
體驗清潔工作 感恩校工付出
每個上課天，我們總會看見校工們走遍王少清校園，辛勤地為師生們
處理校園大小事務，例如清潔地方、搬運物資、維修設施、印刷筆記
等。11 月 17 日，適逢初中家長日前夕，就讓我們體驗清潔學校的工作，感受他們在
準備大型學校活動前的辛勞，感恩他們平日的默默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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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祝賀本校女童軍連續六年獲頒「
祝賀本校女童軍連續六年獲頒「優秀隊伍獎」
優秀隊伍獎」殊榮

本年度週年大會操暨頒獎禮於 2017 年 11 月 19 日假旺角大球埸舉行，這是身為女童軍不容錯過的每年一度
的盛事！本校女童軍(141NTCOY) 已連續六年獲大會評選為優秀隊伍，以表揚本隊在集會活動及服務中的優
秀表現。此外，本隊在是次大會操中除了參與檢閱隊伍及派出三位隊員參與旗隊步操外，同時參加了主題為
「飛躍『武』動 101，創造『妳』想世界」的創造健力士紀錄活動——與在場人士參與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的武術課」，在 30 分鐘內大耍詠春中的著名招式「小念頭」。雖然時間短促，卻讓隊員獲得初次接觸國粹的
機會。

戴上大會號碼布，準備參與武術課一同創造健力士紀錄

司令員(5C 徐蘊楹)帶領隊伍浩浩蕩蕩參與檢閱儀式

旗隊隊員(從右二起：2B 蔡晴言 3B 鄺恩澄及 2C 曾嘉悅)

2A 伍可翹
隊員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檢閱隊伍。記得上年參與週年大會操
1C 柯鎧翹
時，在觀眾席俯瞰，只覺得場面十分壯觀，一隊隊檢閱隊
上星期日，在旺角大球場，舉行了女童軍第 101 屆周年大 伍和旗隊井然有序的列隊操過司令台及觀眾席，又羨慕又
會操，這是我升中以後出席的第一次大型會操。我是新隊 敬佩。今天的我才明白隊員是如何做到整齊的步伐，就是
員，没有參與大會操，但看見一班師姐在場上英姿颯颯， 必須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練習。雖然練習時會感到疲
步伐整齊的經過觀眾席，還是令人羡慕，希望下次的大型 倦，不過完成後，那份的喜悅我是無法忘懷的。所以我也
步操，我不只是坐着欣賞，也能成為她們的其中一份子﹗ 希望下一年也能繼續參加大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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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訊快遞
圖書館資訊快遞—
資訊快遞— 「中學生六十本好書」
中學生六十本好書」 推介 (三)

《畢生有禮》
畢生有禮》

《當店鋪都打烊了》
當店鋪都打烊了》

12 篇 名 人 給 畢 業 生 發 表 勵 志 演
說。話語，是一份無價的禮物。教
我們反思，讓我們領悟，使我們覺
醒。

如果人生是一條單程道，是一趟漫
長的旅行，那麼我們生命中遇見的
每個人，就像是與一家家店舖的邂
逅，有些只是萍水相逢，有些卻刻
骨銘心。

《論盡宇宙--論盡宇宙--從猿人到外星人的探索之旅
從猿人到外星人的探索之旅》
索之旅》
甚麼是「洪荒之力」？「雞與蛋」
這個古老難題是否有答案？宇宙
為甚麼是個「終極時光機」？科學
中最震撼的公式是甚麼？外星人
都躲到哪裡？

《家．寶(增訂版)
增訂版)》

《字裡風景--字裡風景---馮今珍散文集
---馮今珍散文集》
馮今珍散文集》

《獵貓者》
獵貓者》

余，即我，家，即香港，寶，即每
一個人，生活在這個地方，都是這
個家的寶。從一個女孩子的成長故
事，側寫出香港從八十年代至今的
社會變遷。

《一笑解千愁》
一笑解千愁》
區樂民醫生全新心靈勵志散文集。
人生中，總有不如意的事情，有時
候，甚至感到絕望。
「多大的煩惱，」
三叔道：
「總會過去。若能笑一笑，
煩惱會消失得更快。」祝大家快快
樂樂，笑一笑，煩惱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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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系轉到中文系的文學愛好
離奇的死亡打開了人性的深鎖。一
者，以輕靈的筆觸，帶領讀者細看 對男女警務人員攜手探案，走進了
她的「路上風景」
、
「人間草木」
、
「紀 貪、嗔、愛、癡，謎一樣的世界。
事懷人」及「掠影浮光」
。

《物微緣重---物微緣重----陳寶珍散文集
----陳寶珍散文集》
陳寶珍散文集》

《讀書種子--讀書種子---潘步釗閱讀隨筆
---潘步釗閱讀隨筆》
潘步釗閱讀隨筆》
有古 的
語 、
，
本 書 通 過 被 現 代 生 活 放 逐 的 微 有現 代名的
、
，
物，重拾大眾業已
的文
、
的散文，以至香港
。 時， 微物
社會風 與 家
的
子香 、古
的
個人生活
的變 。
之書 ，甚至
中 文 思 的 余 時
、 愛的
。

遺忘
味 同 借 展示
軌跡 化
第六頁

既 典 《論 》《史記》 也
當
《吶喊》 《彷徨》
化品 楊絳 季羨林
作
氣 胡燕青 《蝦 》 蒼梧
《舊箋》等佳作 評 評論
西 化 想 《 英 訪談
錄》《 藝術》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齊來參與十本好書競猜遊戲，
齊來參與十本好書競猜遊戲，贏取書券獎勵﹗
贏取書券獎勵﹗
每年教協都會舉辦十本好書選舉，在 60 本候選
書籍中，經投票後選出當中最受歡迎的十本書
籍，成為該年度的「十本好書」
。本校圖書館在
此選舉的基礎上舉辦了競猜遊戲活動。圖書館
已訂購 60 本候選書籍，並將陸續展示於館內當
眼處，同學借閱後，便可揀選三本他們認為將
會當選為本年度「十本好書」的書籍，如最後
競猜書籍當選，將獲發書券獎勵。由於每位同
學只可競猜一次，故最好盡量多借閱候選書籍，
了解它們的內容及優點，以作最明智的抉擇。

參加程序簡介︰
參加程序簡介︰
1.

借閱候選書籍

2.

填寫競猜選票

放於借書處當眼位置，或可
向圖書館管理員索取)
(

3.

圖書館外壁報展示了今屆十本好書的 60 本候選書籍，歡迎同學參閱。

等候公佈結果，如選擇書籍當
選十本好書，獲發書券獎勵。

「學校文化日」計劃：歌劇《細說曼德拉》
11 月 14 日，開普敦歌劇院(南非) (Cape Town Opera)的演員代表，蒞臨王少清禮堂，為英語歌劇

《細說曼德拉》(Mandela Trilogy ) 作學校巡迴演出。演員及創作團隊與本校中二至中四級同學分
享及討論曼德拉的生平故事，又彈奏鋼琴及演唱歌劇中充滿南非色彩的歌曲，帶來了令人煥然一新
的藝術觀賞經驗，並喚起同學對南非近代歷史的興趣。
是次演出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2017/18 年度學校文化日計劃」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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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順利舉行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順利舉行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正式誕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下午於本校禮堂順利舉行。會上
除了由蕭友光老師代表第十二屆家教會常委會作會務及財務報告外，亦通過了第十三屆常務委員名
單。新一屆家長委員包括鄭麗春女士、周小嫻女士、梁佩芬女士、黃靜女士、黃惠君女士、楊禮能
女士及翁翠妍，而教師委員則包括了鄺啟德老師、嚴麗意老師、趙善明老師、蕭友光老師、梁麗芬
老師、蔡曉瑩老師及曾皓軒老師。除此以外，在會員大會上還通過了修改會章*，由下學年開始向
中一至中五同學收取每年每個家庭$30 會費，多謝各會員支持，使家教會可舉辦更多類型活動。

修訂後條文
5.3 本校中一至中五學生家庭每年須繳交 30 元會費，如一個家庭在學年內有多於一位學生就讀於本校中一至中五級，
只需繳交會費一次。校方於每學年初由學生雜費中以「家長教師會會費」名義代為收取。已繳交之入會費概不退還。

*

家長教師會大會後便是「家長日」，本校中三級統籌徐笑珍老師
向家長闡釋家校合作的教育理念及介紹當天家長日的安排。

本校管樂團傾力表演，家長靜心欣賞。

家長教師會大會後，本校為中三同學及家長安排了升學選科講座，讓他們了解各高中選修科的課程資料及選科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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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Writing – A book recommendation
3C Cheng Tsz Hin Thomas
One month ago, I read a book called “The Year I Met You”,
which is written by Cecelia Ahern. Cecelia Ahern is one of my
favourite authors. I had read her book “P.S. I Love You” and I
loved it. She has published a total of over 10 novels. “The Year I
Met You” was published in 2014. After I had finished reading
this,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author again. Let me tell you what the
story is about?
A girl, called Jasmine Butler, knew only two things: One, she
loved her vulnerable sister unconditionally, and she would fight
to the death to protect her from anyone who upsets her. Two,
she loves her job – helping business start-ups. A boy called,
Matt Marshall, loved two things too: his family and the booze.
Without them, he would hit rock bottom. One New Year’s Eve,
two people’s paths collided. Both had too much time on their
hands; both were at a crossroads in life. But as the year unfolds,
through moonlit nights and suburban days, an unlikely
friendship slowly starts to blossom.

The photo is extracted from Goodreads website:
www.goodreads.com

“The Year I Met You” tells the story of two neighbors. Jasmine had made her career her life, but she was
fired when she was 33 years old. After that, she was forced to take gardening leave for a year. Matt had
been a radio presenter on a controversial radio show until an incident on the New Year’s Evening show
led to him being forced to take some time off-air. Neither Jasmine nor Matt coped well with their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at first. Jasmine started gardening. Matt drank copious amounts of alcohol. It was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at Jasmine started to notice her neighbor from across the road – Matt. The book is
written from Jasmine’s perspective and it sounded really personal.
All the characters in “The Year I Met You” are believable and likeable. Jasmine is a careful people watcher
who keeps the people in her life at a distance. Matt loves his family but has become entrenched in the
daily grind of life. Both characters feel lost, something we have all felt, so it is perfectly believable and can
easily immerse ourselve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character. Secondly, I love all the characters in
this story, especially Jasmine. She is extremely pessimistic. When she knew that she was fired, lost her
important job, she thought that she would die very soon. However, she met Matt. They became friends
and soon a couple. They loved each other, but sometimes hated each other very much. However, all the
memories with Matt made Jasmine feel rejuvenated. I think we should never give up. Thirdly, I have
learnt that we should accept all the facts and truth, even though they may make us upset or angry. It is a
fact that we can’t change the truth. You are still who you are. We should overcome problems bravely.
Never give up, and be positive towards everything, so that we can live happily.
I would recommend this book to my friends who are losing their way in study or life. I hope he or she can
recover and learn how important his or her lif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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