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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趙熾堅先生(左)、校長鍾佛成先生(中)及嘉賓林宣武先生(右)先後於畢業典禮致辭。 

 

 
 

2017 至 2018 年度畢業典禮圓滿結束 
祝願各位畢業生鵬程萬里、前程錦繡 
本校於 11 月 24 日上午為 2017 年至 2018 年度的中六同學舉

行畢業典禮。當天有幸邀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先

生(GBS, JP) 親臨授憑，本校一眾校董亦參與典禮，見證各位

同學畢業的歷史性一刻。 

本校藉此群賢畢至的良機，在眾賓客的祝賀及見證下，頒發

長期服務獎予資深教師，衷心感謝他們多年來對學校和學生 

的付出，同場亦頒發多項獎學

金予品學兼優的同學，以作鼓

勵。當天又安排了學生表演環

節，同學盡顯才華。典禮後師生於操場及清園相聚，大談近況敍舊，場面溫馨。 

 致辭 

老師及職工獲頒長期服務獎 
 

 

*梁俊昌老師亦獲 10 年長期服務獎 

*曹桂蘭女士及黃桂梅女士分別獲 20年及 10年長期服務獎 

圖片 長期服務獎 獲獎老師及職工 

1 20年 潘建源老師 

2 20年 周嘉慧老師 

3 10年 林少良先生 

 

管樂團及英詩集誦表演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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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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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於升中講座分享選校資訊及介紹本校 

◄講座反應熱烈，禮堂

爆滿，臨時安排家長於

課室觀看講座直播，三

層課室座無虛席。 

升中選校講座曁校園開放 

升中自行收生將於明年初展開，為幫助學生及家長作好

升中準備及了解升中派位機制，故本校於 11 月 24 日下

午舉辦「升中選校講座曁校園開放」活動。當天講座反

應熱烈，禮堂座無虛席，須臨時開放三層共十八個課室

供來賓觀看講座直播，在升中選校講座中，本校鍾佛成

校長向家長講解升中選校策略，同時詳細介紹本校的辦

學宗旨、教學理念及課程規劃情況，又即席解答家長疑

難。隨後，一眾來賓由王少清同學擔任的學生導賞員帶

領，參觀校園課室及特別室，藉以體驗王少清各科課堂

的樂趣。 

校園開放圖選 

 

 

 

  
105 室︰中文學習遊戲 化學實驗室︰化學實驗 化學實驗室︰生物展覽 

地理室︰智能沙箱示範立體顯示地勢 多用途活動場︰聖約翰急救示範 雨天操場︰多媒體製作組—即時拍攝紀念照 

科學實驗室︰即場物理實驗 科學實驗室︰即場物理實驗 2 

英文室︰英文棋盤遊戲 

校園電視台︰直播現場 

設計與工藝室—學生作品展覽 

數學閣︰數數天地 

視藝室︰陶藝創作體驗 

電腦室︰機械人編程 圖書館︰電子圖書示範 

視藝室︰陶藝創作體驗 

英文室︰英文棋盤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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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一同清潔海岸 
親身保育，履行公民責任 
本校地理科及生物科參加由環保協進

會舉辦的「環保基金---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海岸保育計劃」。

繼 10 月份的講座，本校謝雪梅老師、

李嘉寶老師及李啟和老師於 11 月 26

日帶領 29 名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到大

埔三門仔參與海岸清潔活動。當日早

上雨勢不小，但幸而天公造美，活動

開始前已經停雨，讓師生可以專心清

潔海岸。透過導賞員的講解及活動，

同學親身感受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及破

壞，亦反思如何改變日常生活習慣以達致保育，更為海岸清潔略盡綿力。清潔活動後，同學亦參觀了大埔地

質教育中心及漁民生活體驗館。無論是修讀地理或是生物科的同學，都對香港的地貌及昔日漁民的生活有更

深入的了解。 

生涯規劃活動推介 
2018 - 2019 年度扶輪地區服務計劃 
長期目標 

 藉著計劃令學生更深入了解自身性格、專長及興趣，建立正面價值觀，並持續探索生涯規劃方向 

 提供多元化服務予學生，包括自我了解，探索生涯規劃及多元的升學、就業資訊，配合不同的發展需要 

 透個各活動鼓勵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能力和志向，在過程中思考並尋找未來升學或就業方向 

 藉著職涯及興趣體驗的機會，從而推動學生發掘出個人潛能 

短期目標 

 讓學生探索並了解自己，對於生涯規劃有初步概念 

 從分享及講座中獲得資訊，從而對他們的生涯規劃及個人發展有所啟發 

 從職涯及興趣體驗當中，學習及認識新技能，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專長 

活動大綱 

活動時期：為期 7 個月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5 月) 大部份活動於星期六/日舉行： 

第一部分：啟動禮及自我認識（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第二部分：升學及就業分享（二零一九年一月下旬或二月上旬） 

第三部分：興趣轉為職業（二零一九年二月中旬或二月下旬） 

第四部分：發掘興趣（二零一九年三月上旬至四月下旬） 

第五部分：閉幕禮及成果分享（二零一九年五月上旬） 

配套活動：企業參觀／職業體驗（合共一至三次） 

招募對象 

中四至中五學生 (本校約 10 位) 

如有興趣，請於 12 月 7 日或之前聯絡譚兆庭老師/陳嘉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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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新課程講座：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對社會的衝擊: 對策與政策 
(Impact of Data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Society: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講座簡介： 

有關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誔生，進步和日漸普及，對社會和

世界均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衝擊。這講座將認清這些衝擊和探討它們的影響，及研究如何在個人及政策層面應對相

關的挑戰。講座亦會介紹中文大學的新學士課程 - 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在設計上如何確保它的畢業生在新時代下有

駕馭科技及帶來有利社會改變的能力。 

講者: 黃偉豪教授 (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主任) 

日期: 18-1-2019 (Fri) 

時間：17:30-18:3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對象：中四/ 中五級對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發展有興趣的同學 

課程詳情： https://dsps.ssc.cuhk.edu.hk    

有興趣同學請於 12 月 7 日或之前向譚兆庭老師報名。 

中一級德行表揚計畫 
「德行一小事」，讓我話你知，「尊重他人」是促進和諧的關鍵！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成長，青少年需要與家人、朋輩和成年人建立各種緊

密關係。「尊重他人」的精神是指在平等基礎上與他人和平相處；關注別人

的感受、保護別人的私隱、權利和尊嚴；包容異於自己的觀點和文化。「尊重

他人」消除了歧視和衝突，是促進人際融洽關係的關鍵。 

 

 

 

 

 

 

 

 

 

 

 

 

1A陳雅文 
常聽別人說要尊重別人，究竟是甚麼呢？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有欖球教練到學校教我們打欖球，當時我的很

多同學和我都十分不情願，連平日的體育課我們已經不想上了，更何況欖球？所以我們上課都十分敷衍。課

後，體育老師在課室罵我們不會尊重別人，他們專程走來教我們，我們的態度不應如此惡劣。這件事令我有

很深印象，亦令我懂得以後要尊重別人。 

  

1A梁淑文  
升上中學後，我們都可以外出吃午飯。每當我和同學一起出去午膳時，都會事先詢問他們的意願，取得共識

才下決定， 這樣就可以一起愉快地吃飯 ，不會發生爭執。由此可見，尊重他人是很重要的，我們要顧及他人

的感受，不要一意孤行 。 

下頁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  

(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就不要加諸別人身上。)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  

(君子用自己的正確意見來糾正別人錯誤的見解，一切都做得恰到好處，卻不肯

盲從附和。小人只是盲從附和，卻不肯表示自己不同的意見。) 

 

 

(所謂禮就是放下架子，尊重他人。即使是身份低微的人，也必定有值得尊重的

地方。) 

https://dsps.s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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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馮建維    
在九月份的某一個上課日，有同學負責口頭報告，

我都細心聆聽。而在報告完畢時，我也會大力拍掌。

雖然這只是小小的舉動，不過，它卻是對別人大大

的鼓勵 ，更是對他人努力的尊重。此時，我也感到

一絲快樂。 

1B 陳超盈 
最近我有 了一個新習慣，就是收集家中的紙皮箱和

舊報紙。每次看見那位在街上拾紙皮的老婆婆，我

都會主動把紙皮箱和舊報紙放在她的袋子裏，她總

是報以一個微笑或一句「謝謝」。雖然有一些長者是

以拾紙皮來維持生計，但我們仍然要尊重他們。人

不分貴賤，沒有人一出生便是高貴，或一出生便是

低賤。我們應一視同仁，尊重他人。 

1B 吳紫柔 
 在上星期六，我遇見一位老公公，他走來向我問路，

於是我仔細地告訴應往哪裏走。可能他的聽力不太

好，我重覆了好幾次他也沒聽清楚，弄得我差點兒

在路上大發脾氣呢！但我忽然記起小學老師曾教導

我要尊重他人，因此我最後耐心地帶老公公走到目

的地。最後，他讚我十分乖巧，是個好孩子呢。 

1C李曉妍 
我是 1C 班的班會副主席，所以遇有重大班會活動，

都會收集同學的意見，如想聖誕聯歡會時想有甚麼

小食和飲品等。今天是 Day 1，因此有班主任課，當

時班主任決定「開會」，討論一下有關聯歡會的細

節，更要求我和班會主席主持討論！會中，同學發

別各式各樣的意見，雖然當中有些我難以苟同，但

我也接納他們的意見，把意見記下！ 

1D陳凱琪 
大約 上兩個星期，我和家人一同去了天壇大佛。到達後我們看見了有不同種族的人。在途中，聽到有人說：

「你看，那個人的皮膚全是黑色的，真噁心。」聞言後我立刻反駁：「你怎麼能這樣說呢！我們應尊重他人，

不應歧視別人的膚色、特點和衣着，就像他來香港的天壇大佛，也要尊重不同地方和國家的信仰文化，所

以我們也應以禮待﹗」我們不要以歧視的看法去對待他人，更應互相包容，彼此尊重。 

學生文章分享 
白雲 

4B 何思琪 

當一個新生命到來，他注定是獨立個體，他要在親人幫助下學會成長，等到某一天，孩子不會留下，你也

無法阻止，即使有再多不捨，也會放手讓他飛去遠方。 

你喜極而泣，感謝這份來之不易的禮物，捧在手心裹，看着他稚嫩，天真的圓肉笑臉，下定決心要用一生

來愛他、護他。現在你努力不放開他緊握的小小拳頭，希望可以一直握着他，握住時間，因你知道在未知的

一天，要放開自己的手，讓他擁抱外面更廣闊的世界，讓白雲在空中自由飄逸。 

你沉默不語，在火車站月台邊露出輕鬆的表情，臉上的微笑是給孩子離家的安心，他毫不遲疑地走向他憧

憬的世界，而你在送走他後默默轉身留下苦澀的眼淚。這心一下落空了，這手一下放開了，這生活一下變了，

你告訴自己：他要去磨練，去變成多姿多釆的形狀：你要學會習慣，他不在的日子，去嘗試雲散後的天空。 

入有感受，會因為團聚開心，會因為分離不捨，會因為孤身一人寂寞，這些我們都得承受，就像彩虹，就

像多雲，就像大霧……家人、朋友、愛人給我們人生路添上光彩，讓道路旁的枯枝啞樹開滿繁花，但這個短

暫的人生有時要自己走完。你感嘆時時光易逝，看着他從熟睡在搖籃裹到熬在課桌溫習，他成長的腳印沒有

留下。 

懂得放手 

有時，愛不是佔有，不是將自己喜歡的一切都收歸所有，那個叫做自私。你若愛他，就會放手，讓他去追

逐夢想，但絕不是拋棄。只要他倦了，你溫暖的懷抱永遠是屬於他的，只要他回望，你一直都在原地，只要

他往前走，你一直都會默默跟隨。血濃於水的親人，不管你做錯了什麼，都會包容你：無論自己付出了多少，

都不求回報，但是唯一有一點是親人在意的，就是希望你幸福快樂。 

你希望常年在外工作的孩子多回來看看，卻總在電話那頭說着口是心非的話：「我最近身體很好，你不用

回來看我了，不用擔心我，忙你的工作吧！掛了。」還沒等對方說話便掛了線，是因為你已忍不住淚水，不

想他聽到你哽咽的聲音，心裹又是多想念他呢？ 

你又是喜極而泣，因為他在離家多年後，終於回來了，他臉上多了幾分幹練和成熟，而你的臉己因歲月流

逝有了褶皺，變得滄桑，你放開了他的手，自然就有人握起他的手。你心裹除了心酸，還有滿足，只要他幸

福就好了。 

你的愛再重。也比不過孩子成長的重量。所以決定放手，讓白雲飄去。 

(以上文章摘錄自 2018 年 11 月 17 日《信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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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mics to a story: Phoebe and the Unicorn 
Wong Wing In, Tiffany 3A (2018-2019) 

One day, Phoebe was upset. She was sitting alone on the stairs at School. She had just got back her 

standardized test paper from the teacher. She was down in the dumps because she had a problem about her 

test. 

Phoebe saw a white unicorn approaching her. The white unicorn asked her, “What is your name, beautiful 

little girl?” 

Phoebe answered, “Oh! My name is Phoebe, hi, 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The white unicorn replied, “Bo. Um…but why are you sitting here so sad?” 

“Huh! I don’t know,” Phoebe sighed out her grief. “I don’t understand. I have a problem about my 

standardized test! ”Phoebe said puzzled. 

Bo looked at her and then asked, “Well, how did you do on the standardized test?” 

 

Phoebe thought for a while. She was silent. Then she said, “No idea!”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for five minutes and no one said anything. 

Phoebe then climbed up on to the back of the unicorn and said softly, “Today I‘ll have just enough time to 

forget I ever took it, and then I’ll get a number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Bo smiled, “That’s rather cynical.”  

“Well, the years have hardened me.” Phoebe said. 

Bob beamed, “It’s okay! Just try your best! I think you can make it. You haven’t taken the bull by the 

horns yet.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I’ll stand by you. “ 

Phoebe seemed to realize, “Hope I can. Um…, I’ll try my best, thanks, Bo!”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saw each other in their eyes, “There’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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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of the Social Issue  
6E Lai man Chung 

Introduction 

(Protesting) “Say No to landfill! Don’t build it in My Backyard!” Does this phenomenon look similar to 

you? In fact, it happened ten years ago and is expected to occur again very soon. But …, why does this 

happen to us, but not in other cities like Tokyo, Singapore or Korea??? That’s all because of our living 

habits. We never do recycling, never burn garbage with incinerators, never reduce the garbage generation. 

That’s why our landfills are full! So, we should do something. We should throw less garbage. We should 

change our green behavior. You’ll hear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harges is our recipe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You’ll hear the charge is launching in the mid-2019. You’ll hear the tern of “Polluter 

Pays’…Less is More. The less we throw, the cleaner our environment is. 

Effects 

A coin has two sides. The MSW charges is no exception. On the bright side, according to overseas’ 

success, without a shadow of doubt the policy could do the trick. Therefore, it is believed that Hong Kong 

can also enjoy the similar effectiveness. Raising the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s what we AIM, 

sustainability is what we WISH, being eco-friendly is what we DESIRE. That’s what the levy can do, but 

not from landfill expansion. 

However, drawbacks will also occur in this charge. You may wonder, why a policy with positive intention, 

but negative effects? The answer is clear. Illegal dumping is an expected knot that may occur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incentiv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onitoring, because of the mountain of rubbish bins in the 

streets. Less is more. Dealing with these effects, it is fishing in a barrel if it is in small-scale, but, it would 

be a catastrophe if the problem deteriorates. In order to be fair to everyone, to be socially responsible, this 

effect has to be eliminated indisputably. 

Reflec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Have you ever seen 43,000 rubbish bins in a city? Hong Kong is a case in point. That’s terrible! Will the 

citizens pay for the fee of garbage bags if plenty of garbage bins are put in the streets? Definitely Not! 

They would not have a predisposition to do so! Less is more. The fewer bins put in the streets, the more 

effective the levy becomes. It’s much easier. It’s less complicated and more efficient. If not, the policy is 

in vain beyond doub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y no matter we are wealthy or destitute. It’s not 

voluntary, it’s duty. It’s crucial. Environment consequences are something we are ill-afford, it can be a 

localized and a globalized and a complicated issue.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f not crucial, for all of 

us to make every endeavor to protect the living place. Increasing the charge is at the top of the agenda. I’m 

not talking about imposing an overpriced charge, I’m not talking about putting pressure on citizens. But I 

believe, the charge should be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one to avoid people neglecting the levy. Less is more. 

It would not be a piece of cake to achieve a modernization, but we shall definitely take the initiative in the 

levy. Human beings will change their attitude, from time to time, from small step to big step and 

eventually, to cooperate with the lev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