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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vo Ocean RaceVolvo Ocean Race 環球帆船賽是世界三大帆船比賽之一有七支參賽船隊，船隊在 2018 時，大會已於啟德跑道公園舉辦一連十五日的帆船嘉年華德郵輪碼頭，參觀及了解帆船比賽及嘉年華的運作技術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社會乃至全球性的經濟、科學和科技革新

同學們專心聆聽工作人員講解帆船的構造

蔡曉瑩老師 (右)、李秀嫻老師 (左)與其他同學一起為帆船圖填色。 

同學在外籍導師帶領下進行氣樽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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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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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投入 STEM 互動體驗

Volvo Ocean Race 帆船嘉年華寓教於樂環球帆船賽是世界三大帆船比賽之一，歷時八個月2018 年 1 月中旬抵達香港，在維多利亞港內及圍繞港島進行激烈的帆船競技於啟德跑道公園舉辦一連十五日的帆船嘉年華，而本校中二級同學也在參觀及了解帆船比賽及嘉年華的運作，內容含有本年度中二級學習元素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ematics) 教育理念設計科學和科技革新。 

同學們專心聆聽工作人員講解帆船的構造 同學戴上 VR 虛擬實景頭盔，興奮不已

與其他同學 同學在 The Globe 球體影院，感受水手在賽事中的挑戰。 

同學在外籍導師帶領下進行氣樽實驗 同學登上賽船內部，一嚐掌舵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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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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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體驗 

帆船嘉年華寓教於樂 歷時八個月、航程超過四萬五千海里。本屆比賽共在維多利亞港內及圍繞港島進行激烈的帆船競技而本校中二級同學也在 1 月 24 日上午，來到啟內容含有本年度中二級學習元素 STEM (科學 Science教育理念設計，在課堂以外裝備學生的能力，以應對

興奮不已。 程兆麒副校長也來試戴 VR 虛擬實景頭盔

感受水手在賽事中 同學試玩擴增實境(AR)教育遊戲

一嚐掌舵的滋味。 同學合作解決數學遊戲中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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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長跑校慶長跑校慶長跑校慶長跑總總總總成成成成績績績績    

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 中中中中二二二二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三三三三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四四四四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五五五五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級級級級 第一名 1C 楊維讚 第二名 1B 張焯峰 第三名 1B 蔡永晞 第四名 1D 蔡偉豪 第五名 1A 陸冠濠 第六名 1C 劉俊賢 第七名 1D 陳俊豪 第八名 1B 蔡偉楊 第九名 1D 馮榮燊* 第九名 1D 盧景熙* 

第一名 2C 張焯希 第二名 2A 王焯賢 第三名 2A 樊思嵐 第四名 2B 吳飛揚 第五名 2B 張耀輝 第六名 2C 李泓浩 第七名 2C 錡炯 第八名 2C 梁昌宏 第九名 2B 劉逸峰 第十名 2B 陳湛桁 

第一名 3A 梁泓傑 第二名 3C 雷智傑 第三名 3C 洪逸熹 第四名 3B 曹焯然 第五名 3A 王宇軒 第六名 3C 何子軒 第七名 3A 蘇嘉齊 第八名 3D 葉岐琛 第九名 3C 關家熙 第十名 3A 陳碩峻 

第一名 4A 謝景麟 第二名 4B 吳亦翔 第三名 4D 毛凱鵬 第四名 4A 唐悰康 第五名 4B 許澤威 第六名 4D 潘振鋒 第七名 4A 傅展芃 第八名 4D 朱民迪 第九名 4A 黃民舜 第十名 4C 林柏均 

第一名 5C 羅思顯 第二名 5B 陳詠軒 第三名 5C 黃文健 第四名 5E 陸泉良 第五名 5B 薜愷 第六名 5D 陸泉廷 第七名 5C 周潤鉅 第八名 5D 梁凱敏 第九名 5E 蘇博軒 第十名 5A 黃建庭 

第一名 6D 李荺偉 第二名 6E 陳澤富 第三名 6C 許竣然 第四名 6D 張海賢 第五名 6D 莊國龍 第六名 6C 吳鎮鋒 第七名 6 A 馮智能 第八名 6 D黎賡憲 第九名 6E 陳展毅 第十名 6E 陳樂謙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 中中中中二二二二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三三三三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四四四四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五五五五級級級級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級級級級 第一名 1C 梁雅奈 第二名 1C 葉`愷嵐 第三名 1A 麥巧潼 第四名 1D 胡彤恩 第五名 1A 吳伊凝 第六名 1A 彭凱彤 第七名 1A 柯珈彤 第八名 1D 蘇敏珊 第九名 1B 林嘉雯 第十名 1B 馮樂兒 

第一名 2B 何彥林 第二名 2A 劉沁彤 第三名 2A 謝貝怡 第四名 2C 黃麗詩 第五名 2D 唐詩敏 第六名 2D 王藝霖 第七名 2C 何慧恩 第八名 2A伍可翹 第九名 2C 黃恩婷 第十名 2C鄭綺晴 

第一名 3C 童惠楠 第二名 3A 李穎軒 第三名 3D 黃斯蔓 第四名 3B 張樂兒 第五名 3D 關慧琦 第六名 3D 黃嘉莉 第七名 3B 黃楚茵 第八名 3C 陳希 第九名 3D 劉恩儀 第十名 3C 程若苓 

第一名 4A 黃子芳 第二名 4C鄭卓瑩 第三名 4A馬美葆 第四名 4B 李鈺瑜 第五名 4B 劉天欣 第六名 4C麥珈瑜 第七名 4A 張子怡 第八名 4B 劉芷穎 第九名 4D 謝卓霖 第十名 4A 吳清韻 

第一名 5A 何知穎 第二名 5D 盧依嵐 第三名 5E 陳珈瑤 第四名 5A 符曉文 第五名 5E 梁可瑩 第六名 5A丁梓澄 第七名 5E 劉蔚妍 第八名 5B麥燕珊 第九名 5C鄧素婷 第十名 5B 黃嘉敏 

第一名 6A 莫允縈 第二名 6C賴明思 第三名 6D 陳穎茵 第四名 6B 林凱穎 第五名 6B 羅晞文* 第五名 6C 許洛榣* 第七名 6D 陳穎愉 第八名 6D鄭雯馨 第九名 6C胡晴晴 第十名 6A 林巧瑜 ****相同名次相同名次相同名次相同名次    

校長一身黑衣勁裝，準備與同學仔一較高下﹗ 中六同學享受校園生活中最後的校慶長跑，一臉爽快的樣子。                       一個急起直追，一個氣定神閒 

                         工作人員協助處理參賽同學的資料及紀錄，勞苦功高。 

                                    喝口水，跑得更快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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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本校參與本校參與本校參與「「「「書畫展藝薈萃書畫展藝薈萃書畫展藝薈萃書畫展藝薈萃」」」」中國書畫展覽中國書畫展覽中國書畫展覽中國書畫展覽    

參與開幕禮的同學與嘉賓、校長、老師合照  
由荃灣文藝康樂協進會主辦、荃灣區議會贊助的「書畫展藝薈萃 」已於 2018 年 1 月 17 日至 21 日

假荃灣大會堂展覽館舉行，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聯同榮光書畫佛易學會為是次展覽的參展團體。本

校展出逾 100 份初中及高中選修視覺藝術科同學的中國書畫作品。作品展示了同學對中國傳統書畫

藝術的造詣，亦加入當代藝術創作的手法，展示具創意的中國書畫。  

鍾佛成校長與一眾嘉賓為展覽剪綵  同學介紹作品   

同學觀摩資深藝術家作品，學習傳統中國水墨畫的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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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軍活動快訊女童軍活動快訊女童軍活動快訊女童軍活動快訊    

1.1.1.1. 參與荃灣區中學制服團體國慶升旗禮暨大會操參與荃灣區中學制服團體國慶升旗禮暨大會操參與荃灣區中學制服團體國慶升旗禮暨大會操參與荃灣區中學制服團體國慶升旗禮暨大會操    本校女童軍(141 NT Coy)較早前參與是次升旗禮，獲荃灣區民政署頒發嘉許狀及百元書劵乙張。以下是參與隊員名單： 

2A 伍可翹伍可翹伍可翹伍可翹 3A 鍾栩忻鍾栩忻鍾栩忻鍾栩忻 

2A 梁頌盈梁頌盈梁頌盈梁頌盈 3B 鄺恩澄鄺恩澄鄺恩澄鄺恩澄 

2A 周巧玲周巧玲周巧玲周巧玲 3B 梁宴嘉梁宴嘉梁宴嘉梁宴嘉 

2A 謝貝怡謝貝怡謝貝怡謝貝怡 3B 梁嘉兒梁嘉兒梁嘉兒梁嘉兒 

2B 蔡晴言蔡晴言蔡晴言蔡晴言 4D 梁嘉慧梁嘉慧梁嘉慧梁嘉慧 

2C 黃苡穎黃苡穎黃苡穎黃苡穎 4D 梁錦茵梁錦茵梁錦茵梁錦茵 

2C 張雯怡張雯怡張雯怡張雯怡 4D 吳芷慧吳芷慧吳芷慧吳芷慧 

2C 沈芷晴沈芷晴沈芷晴沈芷晴 5A 黃樂怡黃樂怡黃樂怡黃樂怡 

2C 曾嘉悅曾嘉悅曾嘉悅曾嘉悅 5C 賴曉穎賴曉穎賴曉穎賴曉穎 

2D 李芷彤李芷彤李芷彤李芷彤 5C 徐蘊楹徐蘊楹徐蘊楹徐蘊楹 

3A 戴藹瑤戴藹瑤戴藹瑤戴藹瑤 5D 林子靖林子靖林子靖林子靖 
 

 

2.2.2.2. 智智智智「「「「NETNETNETNET」」」」網民獎章工作坊網民獎章工作坊網民獎章工作坊網民獎章工作坊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現代社會早已進入資訊爆炸的年代。互聯網以各種形式融入生活，年青人更慣於使用各種社交平台，虛擬的網絡世界成為新世代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因此，確保女童軍安全使用互聯網，用正面的態度在網絡上與人連繫，尊重在網絡世界享有的權利和名譽就變得更重要。本隊(141 NT Coy)隊員於早前參與了由女童軍總會策劃的「智 NET 網民獎章」工作坊，並由本校的領袖老師帶領同學參與工作坊。工作坊的活動內容如下： 

1. 保持正面態度，連連連連繫繫繫繫網絡世界 (CONNECT) 

2. 網絡危機處處，時刻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自己 (PROTECT) 

3. 尊重尊重尊重尊重網上權利，尊重網絡名譽 (RESPECT) 

 隊員正在進行名為「完美密碼」的活動，學習如何將自己常用的密碼，透過想像力將之改為令人 難以撞破的密碼。你能猜出「B@++3rf1Y」代表什麼嗎？ 

 中一新隊員正在進行小組討論 ，向組員推介「最好的網站」。 

 我們考獲獎章了！ 

 「智 NET網民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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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 2018 日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四日 (星期日) 時間：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正 目的： 1.  家校合作，雙向討論學習與校園生活問題，派發上學期成績表，教師與家長面談； 

2. 中五級升學輔導講座 

 活動時間表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對象 
10:30 – 

12:00 

禮堂 1. 生涯規劃 - 家長、同學的角色及心

態 

2. 院校錄取同學的指標及準備工作 

3. 多元升學途徑  

4. 發放 DSE模擬成績單(利用本校過

往公開試及本屆中五級上學期成

績作參考) 

譚兆庭老師 李啟和老師 梁寶珠老師 所有中五級同學及其家長 
8:30 – 

12:00 

課室 匯報學習情況/派發成績表 班主任與個別家長面談 

班主任 所有中一至中四級學生及其家長 
1:15 -  

4:00 

課室 匯報學習情況/派發成績表 班主任與個別家長面談 

班主任 所有中一至中四級學生及其家長 
 詳細會面安排，班主任將另發通告個別預約時間。此外，中五級生涯規劃講座將於同日舉行，詳情請見早前已發出的電子通告。 

學生文章分享 

富亦有道富亦有道富亦有道富亦有道        3B3B3B3B 黃婉兒黃婉兒黃婉兒黃婉兒    
 從前，有一名大學生，他以優秀成績畢業。雖然才華洋溢，但由於出生於貧困的單親家庭，而且父親患上了急性白血病，無奈之下，他到一名富翁的家中應聘僕人。富翁是一名石油大亨，坐擁百億資產，但性格驕傲自大，為人十分吝嗇。富翁看見大學生一副衣衫襤褸的模樣，不禁嫌棄道：「窮人就是窮人！」他看不起這名大學生，並頻頻為難他——要他每天不停歇地洗碗、打掃、洗衣服，甚至剋扣他的工資。 有一次，富翁舉辦了一場宴會，在宴會上，他故意把紅酒倒在大學生的身上，弄得大學生狼狽不堪。正當大家以為大學生會破口大罵時，只見他緩緩站起，不卑不亢地說道：「主人，我不知道你為何總是針對我，難道只因我是窮人嗎？ 我忍耐了你的所作所為，並不代表我懦弱，只是我選擇尊重你。我知道你擁有令人震驚的財富，我亦相信你的能力很大，但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這是你瞧不起或藐視人的資本。」 說完這番話後，富翁整個人頓然醒悟，並且十分欣賞大學生。 是的，世界上的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的確多不勝數，但真正做到自謙的又有多少呢？財富、地位都不是決定自己處世態度的理由。謙遜不僅僅是一種尊重，更是一種進步的方式。 當人擁有金錢的時候，謙虛也是不可或缺的。 原文刊登於《大公網》(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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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riting: How to behave well on the MTR   4B Ching Kwong Kwan 

Have you ever seen any passengers behaving unpleasantly around you on the MTR? Read on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oor manners of some passengers on the MTR and some measures that can be done by us, as passengers and the MTR 

Corp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 Poor manners found on the MTR 

The MTR compartments are usually packed with people at peak hours, as people are going home after work. Some 

passengers will push people in front of them who are queuing up to get into the train. It is a very rude and 

inconsiderate act. Some passengers even try to jump the queue. Besides, we can see that some passengers block 

the doorways and are unwilling to move further into the crowded train. Some people are also found eating and 

drinking on the train where it is not allowed and he/she will be fined. Furthermore, some passengers chat loudly 

on their mobile phones. Some parents neither behave well, nor teach their children proper manners on the train. 

They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run around and scream on the train. Sometimes, we can see that some young people 

do not offer their seats to the people in need. 

� How will passengers be affected by poor manners? 

All these poor manners mentioned above will cause negative feelings and inconvenience to passengers. People 

pushing other passengers may cause dangerous accidents. Passengers being pushed may be injured as they may 

fall. Jumping the queue will cause delays to other passengers. Also, blocking the doorways will make other 

passengers unable to get into the train. The hygiene in the train will be worsened if people eat and drink on the 

train. Poor manners, such as talking loudly on mobile phones, running and screaming on the train, will be a 

nuisance and disturbance to other people. The journey will be very unpleasant for them. People in need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seats and they may feel uncomfortable standing throughout the whole journey. 

� Measures that the MTR Corporation can take to address the problem 

The MTR Corp can use posters, advertisements and attractive characters to promote the idea and message about 

good manners on the trai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m. Besides, more staff can be hired to monitor the behavior 

of people. Those breaking the rules should be punished or fined. Noticeboards can be installed to remind 

passengers to mind their manners. 

� Measures that passengers can take to tackle the issue 

As passengers, we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minding our good manners on the train. We should not break the rules on 

the train, like eating and drinking etc. We should always remind ourselves to behave well and avoid talking loudly 

on mobile phones. Pushing through the doors, or running into the compartment as the doors are closing must be 

avoided. 

If all passengers behave well and are considerate to each other, the journey will be more pleasant for every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