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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校園電視感人短片分享日校園電視感人短片分享日校園電視感人短片分享日校園電視感人短片分享    ––––    母愛與孝道母愛與孝道母愛與孝道母愛與孝道    ((((尹國棟老師尹國棟老師尹國棟老師尹國棟老師) 數星期前，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邀請我在早會作德育主題分享，適逢早前在網上看到一段長6分鐘、談及親情及母愛的短片，深受感動，所以決定在11月1日的校園電視早會上播放了該短片，並作了簡短的分享。 短片重溫(請按下面超連結或QR Code)：
https://youtu.be/V8qmufkxCGU 究竟親情是甚麼？孝道又是甚麼？ 短片中芭乍老師自小與媽媽相依為命，為了照顧患老人痴呆症的媽媽，每天攜同媽媽到課室一起上課。部份家長質疑其做法對子女學習做成滋擾，紛紛向校長投訴，甚至轉校；但同學卻漸受芭乍老師身體力行照顧媽媽的孝行感動，學懂孝順父母。最後，芭乍老師走遍各處，找到了迷路的媽媽。兩人相擁的一幕，感動了在場所有人… 中國人一向較西方人含蓄，表達愛與關懷時往往難以啟齒。但我認為親情、孝順不是掛在嘴邊的口號，是能夠實踐出來的行動。王少清中學不少家長，就如短片中芭乍老師的媽媽，犧牲了青春、精神、年華，含辛茹苦把子女照顧成人；到了今天，同學們應好好向芭乍老師學習，盡力照顧父母、報答他們養育之恩。 雖然大家身為學生，暫時可以回饋父母的不多。但豈不知今天你放棄玩樂，選擇好好學習，堅持把努力學習，確保自己學有所成，將來在社會上較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令將來自己與父母生活無憂，也是一種成熟及孝敬父母的表現？今天，你有為父母的將來作出打算及犧牲的準備嗎？抑或是無所事事，漫無目的地渡過每天的生活？ 在這個五光十色、充滿引誘的世代，你確實可以隨意選擇自己生活的方式，打發時間，例如是上網、沉醉在手機遊戲中、約朋友逛街、睇戲。但你可曾嘗試向芭乍老師學習，放棄自己的消閑節目，坐下來與父母閒談，了解下他們的工作困難、關心他們的生活與健康？ 俗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各位同學，千萬不要等到父母年華老去的時候，才學懂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美好時光。 

 最後，送給大家一篇我偶爾在安養院牆壁上發現的文章，希望各位能夠明白孝義的可貴。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孩子！   當你還很小的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教你慢慢用湯匙、用筷子吃東西，教你繫鞋帶、扣扣子、溜滑梯、       你穿衣服、梳頭髮、擰鼻涕。 這些和你在一起的點點滴滴，是多麼的令我懷念不已。 所以，當我想不起來，接不上話時，請給我一點時間，等我一下，讓我再想一想…… 極可能最後連要說什麼，我也一併忘記。 孩子！   你忘記我們練習了好幾百回，才學會的第一首娃娃歌嗎？ 是否還記得每天總要我絞盡腦汁，去回答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為甚麼”嗎？ 所以，當我重覆又重覆說著老掉牙的故事，哼著我孩提時代的兒歌時，體諒我。   讓我繼續沉醉在這些回憶中吧！切望你，也能陪著我閒話家常吧！ 孩子！   現在我常忘了扣扣子、繫鞋帶。吃飯時，會弄髒衣服， 梳頭髮時手還會不停的抖，不要催促我，要對我多一點耐心和溫柔， 只要有你在一起，就會有很多的溫暖湧上心頭。 孩子！   如今，我的腳站也站不穩，走也走不動。 所以，請你緊緊的握著我的手，陪著我，慢慢的。 就像當年一樣，我帶著你一步一步地走。  物理科尹國棟老師物理科尹國棟老師物理科尹國棟老師物理科尹國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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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首首屆屆屆屆課外活動節課外活動節課外活動節課外活動節圓圓圓圓滿滿滿滿結結結結束束束束    本校一向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課外活動組於本學年舉辦首屆「課外活動節」，讓各擔當學會幹事的高中學生籌劃一次小型學會活動，鍛煉其團隊合作、領導才能及策劃統籌的能力，亦讓參與活動的初中學生豐富學習經驗及校園生活，提升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課外活動節於 11 月 14 日的第八節後舉行，當天各學會幹事各施各法，舉辦了很多別開生面的活動，參與的同學均樂而忘返，直至宣佈活動時間結束，同學仍意猶未盡。此活動順利舉辦，有賴各老師和同學的鼎力支持及悉心籌劃，本校謹在此感謝他們的付出，讓所有師生都增添了難忘的回憶。當天各學會活動詳見下表︰  學會活動學會活動學會活動學會活動： 編號 學會 / 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  St. John CPR(心肺復甦) + 無菌換症包 中文室(007) 2.  視藝學會 + 團契：  布袋製作班 VArt Room 108 3.  英文學會 電影欣賞 + kahoot quiz Room 209 4.  STEM 設計與科技 座枱聖誕飾物 D & T Room 5.  歷史學會 歷史大富翁 (History Monopoly) Room 105 6.  中史學會 穿梭清朝 Room 501-502 7.  音樂學會 音樂活動 (無伴奏合唱的音樂文化) Music Room 8.  橋棋學會 A：  German Bridge 德國橋牌 104 室 9.  數學學會 Rummikub 拉密數字牌 107 室 (數學室) 10.  橋棋學會 B Citadels 富饒之城 103 室 11.  化學學會 製作水晶膠 Chem Lab Room 507 12.  電腦學會 mbot 機械人 Computer Room 505B 13.  中文學會 成語大電視 - 有口難言 Room 203 14.  舞蹈學會 Urban Dance Workshop Room 503 15.  生物學會 推理要在 BIO 堂 Bio Lab Room 408 16.  輔導組陽光大使 + 駐校社工 潤唇膏 DIY 工作坊 融軒 17.  物理學會 discovering waves Phy Lab Room 407 18.  普通話學會 普通話 卡拉 OK Room 201 部分學會相片(對應編號): 

      

13 12 1 

14 11 5 

8 4 18 

中史學會活動—穿梭清朝 中史科主任張佩貞老師 (中) 黃袍加身，粉墨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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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參訪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參訪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參訪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參訪    

為本校為本校為本校為本校 F.6F.6F.6F.6 修讀修讀修讀修讀 ICTICTICTICT 選修科同學推介手機遊戲編程網站選修科同學推介手機遊戲編程網站選修科同學推介手機遊戲編程網站選修科同學推介手機遊戲編程網站    

 電子競技產業(電競)過去幾年迅速發展，美國、韓國、內地及台灣等地已視電競為體育項目，可見全球發展趨勢實在不可忽視。本校特意邀請台灣龍華科技大學，於 10 月 30 日到訪學校為同學介紹該校「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課程。當天，龍華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合作處連維志處長連同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梁志雄博士走進中六級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堂，介紹院校特色、宿舍環境及該學系學生作品及編寫遊戲程式設備。感謝梁博士在課堂上教導同學一嘗使用免費手機遊戲程式編寫引擎「Corona」，擴闊他們的學習興趣及視野。 

 

Installation Ceremony of WSC Interact Club     

We were honored to have the Rotarians from the Rotary Club of Wan Chai present at the Installation Ceremony, 

which was held at our school on the 2
nd

 November. This Installation Ceremony is the third to take place after the 

Interact Club’s Inauguration in 2015. The Club aims at providing opportunity for young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in a 

world fellowship dedicated to service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is interact year, our theme is ‘Nature is our 

common language’. President Shirley Li (5B) 

and her board members are going to 

organize activities such as Visit to T-Park 

and Cycling fundraising.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join!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Rotarians for 

their tremendous support in the last 

Interact Year and wish the members a 

fruitful and rewarding 2018-19 ‘interacting’.    

後排(左起) 梁寶珠老師、趙懷信老師、譚兆庭老師、黃俊佑老師 前排(左起) 徐笑珍老師、鍾佛成校長、連維志博士、梁志雄博士 兩校正式簽署結盟書。 

連維志博士耐心向鍾校長及徐笑珍老師介紹院校課程 梁志雄博士介紹學系的學術成就 

中六級修讀 ICT 同學正在學習使用「Corona」 連維志博士介紹該院校的圖書館設施，配備人面辨識及物聯網等人工智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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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hoon Mangkhut 

1A Leung Cheuk Yin Charles 

Last week, when I woke up, I watched 

the daily morning news. After I had seen 

the first news, I shouted, “What? There is 

a typhoon coming. It is near Hong Kong, 

about 250 km away.” I felt shocked and I 

ran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tape to stick on the window. When I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Wow 

I haven’t seen a crazy moment like this!’ I shouted. There were about 40 people trying to buy some tape. 

Before I left the supermarket I asked a staff member, ‘Is there any tape left?’. The staff member shook his 

head and said, ‘No, those people are crazy. They bought all the tape.’ I was quite upset after hearing that. I 

thought that was the funniest and most memorable thing in my life. 

 When I knew that typhoon Mangkhut was coming, I was quite scared since I had heard some news that 

the typhoon was very terrible. It was the scariest typhoon in Hong Kong. On that day I went to lots of 

shops to find some tape. Once I saw a shop in which the staff were wearing helmets. There was a picture 

sticking on a man’s helmet which read, ‘There is no tape here.’ I laughed and took some pictures. 

  Before the typhoon signal 10 was hoisted, nothing happened. The weather was very good. As the sky 

was so blue and there weren’t any clouds, I wanted to go outside. Yet after the typhoon signal 10 had 

been hoisted, everything was unusual. The wind was very strong and I was scared that the windows would 

shatter so I stuck lots of tape on them. Finally, I was glad since the glass didn’t break. 

    After the typhoon, I saw some people sitting under a bridge. They looked sad since some of their 

homes had been destroyed by the typhoon. I was upset for them too. There was a path near my home. 

When I saw the path, I was shocked. Many trees had fallen down and the road had lots of rubble on it. It 

was terrible. Lots of people went to clean up the road. I went to help too. I hope the people whose houses 

were destroyed by the typhoon can get back to their homes now. 

   The damage was so severe since the typhoon was very strong. I hope Hong Kong will never have a 

typhoon like Mangkhut again. I would suggest donating money to the charity to help people to 

reconstruction their homes. We can also go to the road to clean it up. I hope all the people can have a nice 

house to live in and will not worry about the attack of typhoon anymore. 

 

 

Extracted from zim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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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章分享學生文章分享學生文章分享學生文章分享    

那一晚那一晚那一晚那一晚，，，， 我和我的仇人在無人的公車站喝着酒我和我的仇人在無人的公車站喝着酒我和我的仇人在無人的公車站喝着酒我和我的仇人在無人的公車站喝着酒    5B 5B 5B 5B 吳昕吳昕吳昕吳昕曈曈曈曈    「哎呀別追啦大哥，對不起呀！我、我給你洗碗好不好呀？不就是一碗二十塊錢的麵嗎？你就看我沒錢放過我好不好呀，別、別……啊！」我經過街尾的小巷，又看見那個沒錢的可憐蟲被店家圍毆暴打的情形，他掙扎，他顫抖，他求饒。不意外的，沒有人憐憫這個過街老鼠，包括我。   到便利店買了瓶飲料，剛踏出店便看到靠在角落瑟瑟發抖的他，手腳上的瘀青與傷痕有淺有深，看到我走出來，他下意識地撇過頭，用粗糙殘破的衣服草草擦掉了嘴邊的鮮血，便往更裏面的巷子角落裏鑽，凌亂的頭髮像個鳥窩一樣，可笑是對視的那一秒，他疲憊的雙眼裏還有着不該存在的不屈。   都什麼時候了，為什麼你還是不肯服輸呢？   那副狼狽的模樣，讓我也無法聯想他就是以前那個高傲的學霸，儘管他落到如斯地步還是我做成的。   好久以前本該是享受青春的時候，我就遇到他了，這個家境富有的男孩總是班裏最耀眼的人，他有很多朋友，長得好看成績又好，學校裏許多漂亮的女孩子都喜歡他，是我這個只會打遊戲的宅男夢寐以求想要成為的人。   是的，本來是的。   那時的我家裏沒有什麼錢，連校服也是爺爺在街上撿的白襯衫，隨便縫個校章上去罷了。應該是插班的原因，我與班上的同學並不熟悉，一次在上課時到台上報告，我拿着準備好的一疊報告戰戰兢兢走上台開始演講，伴隨着緊張的情緒和掀紙張時的顫抖，台下原是一片沉默，可過沒多久，台下的同學們開始竊竊私語，一張張陌生的臉孔上有厭惡，有鄙視，而我看到坐在教室中央的他，臉上帶着嘲諷的笑意。   我開始懷疑，是否我準備的報告不夠充足？是否我尋找的資料有所錯誤？為什麼？為什麼？他們到底……在笑什麼？台下出乎意料的反應讓我措手不及，嚇得直冒冷汗，突然停下來的我被老師催促着繼續，我的腦袋一片混亂。   「你昨天到底有沒有洗澡的啊？不知道整潔乾淨是出來報告的基本禮貌嗎？」   我朝着突如其來的清冷聲音看，竟然是他，那個我仰慕的人。話語一出，我立即成為全班的笑柄，笑聲蔓繞着整個教室，我自嘲地看着滿心準備好的資料，有點心灰意冷，自己熬夜兩天才完成的報告竟無人欣賞。但更多的，是當我想起昨天辛苦地給爺爺賣魚，今兒卻因魚腥味而被人羞辱的那種，恨，與不甘。   在那之後我成了全班的攻擊對象，他的笑容亦成為我的噩夢。他們會把我的文具丟到垃圾桶，因為他們知道我一定會因為沒錢買新的而默默到垃圾桶撿回自己的文具；他們會把自己偷了班會錢的事嫁禍給我，好讓我只能更努力掙錢替他們償還；他們會在不高興的時候把我抓去男廁裏毆打發泄，儘管那些拳打腳踢並沒有任何原因。而一切一切，都是那麼耀眼的他指使的，而他的原因只是單純兩個字—「好玩」。   已經不記得有多少個晚上，高中生的我拖着沉重的身軀，從叔叔那偷來幾瓶酒，獨自坐在一個無人的公車站喝酒。只有洗澡和喝酒的那時候，我會把長袖外套脫掉，看着手臂上深深淺淺的傷疤，那是我掙扎過反抗過的證明，那是我孤獨的原因。   獨自喝着酒，獨自流着淚，嘲笑着自己的無能，歌頌着寂寞又疼痛的歲月。   不知不覺過了多少年，我終於重見光明，建立了自己的事業，而推動着我不斷前進的，不是夢想，不是家境，不是興趣，是恨。   幸運之神不會不來，只是來晚了罷了，事業上的順利和成功讓我滿足，也讓我燃起了復仇的怨恨之火，我看着床頭釘板上一張大頭照，那個熟悉又噁心的嘴臉，讓他臣服於我，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   這麼想着，也就這麼辦了。   的確時間是金錢買不到的，所以我選擇低階一點，比如，擊垮他的事業，拆了他的公司，毀了他的名譽，收買了他的人脈和家人，於是，他便成現在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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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卻沒有一丁點快樂。   我不會可憐他，每每他求饒，他乞食，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看着他一個人墮落、迷惘、絕望，不知道那算什麼感覺，我看着他這樣，卻沒有了以往的怒火。   我只是靜靜地看着他，僅此而已。   那我真正要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這裏總共是三十七元。」我看着眼前的店員，有點疲憊的我慢慢地從公事包裏掏出皮夾，正要拿錢出來時，只見一個黑影閃過，迅速搶走在我面前的兩罐啤酒便衝出了便利店。   「又是那個乞丐，先生抱歉我這就去追他！」店員拿起身旁的掃把正要走出櫃枱，不知為何，我平靜地把鈔票攤在枱上，默默地開口：「不用追，我幫他付了，謝謝你。」   是憐憫嗎？還是善意？可能連我也不知道了。   又是那條小巷，我走到他身邊，只見他縮在角落，哪怕雙手已經沒什麼力氣，不停地顫抖，他仍然緊緊抱着那兩罐啤酒，迴避着我的眼神。   「餓了嗎？一起去吃飯吧。」話語一出，他轉頭看向我，那是我這麼近距離與他對視，他的眼裏有不屈，也有恐懼，有怨恨，也有感激，而最多的，是詫異與內疚。他紅着眼眶看着我，放下了手中的啤酒，緊緊抓住了我的手，那雙清澈的眼裏裝滿了多少愧疚，他沒有說一句話，只是我清楚地看見了，曾經如此高傲頑強的他，哭了。   這麼多年來，就算到他成了現在這副模樣，他一直沒有哭過，到這一刻，這個我恨了多年的人，落下了眼淚，放下了尊嚴，我卻沒有一點快樂、高興，反而有的……是自責……？   「老闆來兩碗牛肉麵，謝謝。」轉頭看向眼前這個老同學，他目光呆滯地看着地下，像在思考着什麼，正當我想要開口說點話淡化尷尬的時候，老闆已經端着兩碗熱騰騰的麵過來了，他一看到牛肉麵便衝過去搶了過來，一放上桌子便是狼吞虎嚥，我看着他這個狼狽的模樣，又默默地給他點了兩碗麵。   吃完飯後，看他正要縮回去小巷裏，我不知怎麼的竟然心血來潮，不自覺地開口道：「先別走，一起去喝酒吧。」   他也是很愕然，只見他摸了摸剛撐飽的肚子，可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吧，他還是默默跟着我走，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就這樣，我們又來到那個無人的公車站。   凌晨十二點半，同樣的時刻，同樣的地點，同樣的人……呃，不對，現在還多了一個人。我又去多買了幾罐啤酒，隨手便丟給他，只見他一臉茫然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丟給你當然是給你喝的啊，你怎麼智商變低了？以前不是很聰明的嗎？」我沒有轉頭看他，直到聽見「喀！」的一聲，看見他大口大口地把啤酒灌下去，我也不為意，自顧自的喝起酒來。   「為什麼你肯跟我去吃飯呢？不怕我毒死你嗎？」我沒目的地看着前方，長年累月的孤獨，我忘記了旁邊坐的他，自顧自地說着話。「因為你是個好人，從以前我就知道。」又是這把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冷冷的，彷彿沒有半點溫度，這個語氣卻是我從未聽到過的，疲倦，又抱歉。   我沒有再說任何話，低頭看看早已淡去的傷疤，又抬頭看看旁邊早已失魂落魄的他，都多少年了呢？不如就這樣算了吧。   我就這麼和他坐在公車站喝酒，也不知道喝了多久，在意識迷茫中，我清晰地聽到了他說：「對不起。」   夜裏皎潔的月光，映照着兩人的模樣，疼痛的記憶如傷疤般終究會被時間的流水沖淡，有時候當你以為復仇了便會快樂，其實說穿了，不過是因為放不下，才胡亂給自己塞的一個藉口。   人啊總是這樣，總想把責任推卸給別人，殊不知一直以來，是自己困住了自己。   那一晚，我和我的仇人在無人的公車站喝着酒，聊着我過去怎麼恨他，也聊着他現在怎麼恨我。我把本該屬於他的現在還給了他，他把本該過去給我的道歉還給了我，到最後咱們都心有靈犀地，沒有再開口提起各自的傷痕。 ((((以上文章摘錄自以上文章摘錄自以上文章摘錄自以上文章摘錄自    2018 2018 2018 2018 年年年年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11111111    的的的的《《《《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