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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irl Guides passed 

English Conversation Badge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Helena May, “The Helena May English Conversation Badge” 

was designed to encourage our girl guides 

in English. The assessment is conducted 

The Helena May.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 the assessment 

written report comprising comments for participants’ future reference. This year, 20 WSC gir

assessment on the 13
th
 Assessment Day which was held on 17

CLASS 

1A 

1B 

1C 

2A 

2B 

2C 

2D 

3B 

3D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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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e Helena May

It is a club for women, but also welcomes male associate members. It was long

wife of the Governor, Sir Henry May, with its objective be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welfare of women and girls in Hong 

Kong. It is centrally located in a gracious her

Source: http://www.helenamay.com/Public/10_about_the_helenamay_intr.php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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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irl Guides passed The Helena May 

English Conversation Badge 

he Helena May, “The Helena May English Conversation Badge” 

d to encourage our girl guides to develop the ability and skill to communicate 

essment is conducted for both Brownies and Guides by Assessors from 

he Helena May.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 the assessment are presented with a certificate 

comments for participants’ future reference. This year, 20 WSC gir

Assessment Day which was held on 17
th
 March 2019. Congratulations! 

Girl Guides who have passed the assessmentLau Mei Yau, Miu(Ho Lok Lam(何洺霖), Ng Hoi ChingHo SzeWai(Wong Ming Wai(Li Yan Yee(李欣儀Or Hoi Kiu, Hannah(Chan Yuen Ching(Lee Tsz Ying(Chow TszKiu(Sum TszChing(Li Tsz Tung(李芷彤), Zhou Qiao Ling(Dai OiY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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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旬 

The

Ringing

Ten

Helena May?” 

also welcomes male associate members. It was long

wife of the Governor, Sir Henry May, with its objective be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welfare of women and girls in Hong 

Kong. It is centrally located in a gracious heritage building on Hong Kong Island.

http://www.helenamay.com/Public/10_about_the_helenamay_intr.php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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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elena May 

he Helena May, “The Helena May English Conversation Badge” 

the ability and skill to communicate 

Brownies and Guides by Assessors from 

presented with a certificate and a 

comments for participants’ future reference. This year, 20 WSC girl guides passed the 

March 2019. Congratulations!  

irl Guides who have passed the assessment Lau Mei Yau, Miu(劉美佑) , Chan Nga Man(陳雅文) ), Ng Hoi Ching(吳鎧澂), Wu TszYau(吳紫柔),Ho SzeWai(何詩慧) Wong Ming Wai(汪明慧), Ngai Man Nga(倪曼雅) 李欣儀), Lam Ka Man(林嘉雯) Or Hoi Kiu, Hannah(柯鎧翹), SuenCheuk Yin(孫綽言),  Chan Yuen Ching(陳琬晴) Lee Tsz Ying(李芷瑩) Chow TszKiu(周芷蕎) Sum TszChing(沈芷晴) ), Zhou Qiao Ling(周巧玲), Cheung Man Yi(張雯怡Dai OiYiu(戴藹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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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nging 

Ten 

also welcomes male associate members. It was long-established in 1916 by Lady Helena, the 

wife of the Governor, Sir Henry May, with its objective be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welfare of women and girls in Hong 

itage building on Hong Kong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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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in 1916 by Lady Helena, the 

wife of the Governor, Sir Henry May, with its objective be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welfare of women and girls i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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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夏季校服事宜更換夏季校服事宜更換夏季校服事宜更換夏季校服事宜    

緩衝期︰4 月 2 日至 12 日 (期中測驗後、復活假期前) 

正式更換日期︰4 月 29 日 (復活假期後) 

 

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台灣龍華科技大學代表代表代表代表探探探探訪訪訪訪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該大學於本學年第二度派

代表探訪本校，分享升學資訊。

該校於去年 10 月到訪本校並走

進中六級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

堂，為同學介紹該校「多媒體與

遊戲發展科學系」課程。龍華科

技大學是與本校結盟的台灣大

學，座落於台北桃園市，是一所

私立科技大學，以培育科技、工

程及管理之高級技術專業人才

為宗旨。近年致力於「產學合作」，

即企業與學術科研合作，提升創新研發能量，從而提升學生的職場競爭力。本年度龍華科技大學在

一項關於「企業最愛大學 TOP 20」評價調查中，是唯一入選企業最愛的私立科技大學。 

 

▲(左起)黃俊佑老師、徐笑珍老師、蕭亞東先生(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處長)及曹道統先生(兩岸交流中心主任) 

圖片來源：
http://www.clipartpanda.c

om/categories/light-bu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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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

本校於三月九日舉行了「

老師為小六學生進行面試

力、時事觸覺、儀容品行

反應正面。 

 

 

 

 
MIT X THEi STEM MIT X THEi STEM MIT X THEi STEM MIT X THEi STEM 

職業訓練局及香港高等科技學院

營，由以上兩所院校的學生擔任學習營日期 2019 年 7 月
2019 年 8 月 上課地點 新界青衣島青衣路對象 中二至中四學生參加費用 每位港幣 3,000工作坊內容 水火箭製作、另外，學習營中會分享美國升學資訊面試技巧等。有興趣報讀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中一面試日圓滿結束    感謝區內家長支持感謝區內家長支持感謝區內家長支持感謝區內家長支持

「中一面試日」，由本校

面試，評核考生中英語文能

儀容品行。面試過程流暢，家長

 

 
MIT X THEi STEM MIT X THEi STEM MIT X THEi STEM MIT X THEi STEM 夏日學習營夏日學習營夏日學習營夏日學習營 2019201920192019

職業訓練局及香港高等科技學院(THEi)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辦以

由以上兩所院校的學生擔任學習營 STEM 工作坊的導師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 (A 組) 

 6 日至 8 月 9 日 (B 組) 新界青衣島青衣路 20 A 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中二至中四學生 

3,000 元[經由老師提名的學生，費用可獲豁免、人工智能、虛擬實境、網絡開發、波浪與力學學習營中會分享美國升學資訊，主題包括美國高等教育制度簡介報讀的同學，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感謝區內家長支持感謝區內家長支持感謝區內家長支持感謝區內家長支持    

2019201920192019    

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辦以「STEM」為主題的夏日學習

工作坊的導師。活動詳情如下： 
費用可獲豁免(名額 2位)] 波浪與力學、可再生能源、智能家居及尋找碳足印等主題包括美國高等教育制度簡介、撰寫大學入學申請書及大學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日或之前找譚兆庭老師或梁寶珠老師報名。 

為主題的夏日學習

智能家居及尋找碳足印等 撰寫大學入學申請書及大學
 



 

 

 

 《清旬》第四一六期第四頁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中學生中學生中學生中學生 50505050 本好書巡禮本好書巡禮本好書巡禮本好書巡禮    

《《《《餐桌上的宋朝餐桌上的宋朝餐桌上的宋朝餐桌上的宋朝》》》》    

作者劉海永作者劉海永作者劉海永作者劉海永 

一碟蔬香肉美，一盞趣聞逸事 

對好味道的執著與熱愛，千年一同 

到宋朝吃大餐── 

蟹釀橙、燒臆子、五色板肚、杞憂烘皮肘、櫻

桃煎…… 

嘆為觀止的宮廷菜，敲鑼上菜 

現代菜色的宋朝身世── 

油條、鍋貼、西瓜在宋朝有沒有？和現在有什

麼不同？ 

生活中的熟悉滋味，重新邂逅 

這個時間吃什麼？怎麼吃── 

早市吃早餐，涼飲消暑氣，年菜品春盤 

對時間、時節的胃，最對味 

大宋上菜，開動！    

《《《《惡人惡人惡人惡人————————阿濃輕小說阿濃輕小說阿濃輕小說阿濃輕小說++++變奏變奏變奏變奏》》》》    
作者阿濃作者阿濃作者阿濃作者阿濃、、、、阿貍阿貍阿貍阿貍    

容易欣賞的「輕音樂」出現很久了，文學也不

該太沉重。以字數分野的長篇、中篇、短篇、

極短篇，不能區分閱讀是否輕鬆。這本書收集

的 40 多篇小說，字數長短不一，但有一個共同

點：可以輕鬆地看。 

「趣味一定有，常能引你一笑。道理不缺乏，

勝在平常的有，不平常的也有，讓你從不同的

角度思考。感情當然不可少，親情、友情、寵

物情……最多的是愛情，總有幾篇讓你動心。 

書的特色有兩個，一是「輕」，二是「變奏」。

一個叫阿貍的朋友，本是讀者，看了故事要寫

讀後感。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就邀請她一同來

完成這本書。」 

—阿濃 2018    

《《《《童心同戲童心同戲童心同戲童心同戲（（（（散文繪本散文繪本散文繪本散文繪本）》）》）》）》    

作者蘇美璐作者蘇美璐作者蘇美璐作者蘇美璐    

《童心同戲》描述蘇美璐的玩具和遊

戲，又是一部可以見證歷史的可貴資

料，經過那個年代的讀者看了一定作會

心微笑。年輕的一輩，也會感歎沒有電

子遊戲的日子，是那麼好玩。 

文章也不是全部由蘇美璐寫，這次加上

她弟妹尹仔、嘜頭和阿妹的文章。他們

一家似乎都有文采，小姪女圓元用英文

撰寫的 MASTERMIND 也錄在其中，另

有嘜頭的死黨寫的「決戰金絲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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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失的人被消失的人被消失的人被消失的人．．．．情情情情．．．．味味味味》》》》    

作者周淑屏作者周淑屏作者周淑屏作者周淑屏 

這些故事，發生在涼茶舖…… 

因為父親執著於要報答師傅的恩情，守住經營

不善的涼茶舖，令慧冰一家糾纏於愛恨情仇之

中。 

這些故事，發生在大牌檔…… 

家偉為剛過世的外婆歸還雨傘，靠著僅有的線

索，一家一家大牌檔去追尋。 

這些故事，發生在當舖…… 

關姑娘的丈夫沉迷賭博，令家人受累，她在當

舖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還在其中展開對街坊

的心理治療。 

這些故事，發生在唐樓…… 

十個短篇，一個個香港低下階層守望相助、年

輕人為未來拼搏的故事在此中展開。 

安徒生在童話故事〈老墓石〉中這樣寫：一切

美的和善的將永不會被忘記，它將在人們的回

憶與傳說中流傳下去……    

《《《《支離人支離人支離人支離人（（（（衛斯理別注限定版衛斯理別注限定版衛斯理別注限定版衛斯理別注限定版）》）》）》）》    
作者衛斯理作者衛斯理作者衛斯理作者衛斯理    

一個人的頭顱、 

手腳，居然可以離開身體四處活動! 

一具身首異處的古埃及木乃伊、一個古怪的金

屬盒，蘊藏著支離人神秘力量的來源，關係著

人類的生死存亡。 

為了爭奪一片神秘的金屬片，衛斯理與支離人

展開了激烈的亡命追逐，經歷前所未有的詭異

奇遇…… 

《支離人》這個故事是寫外星人(牛頭大神)在地

球上，一再受地球人欺騙的經過，先是受了埃

及法老王的騙，接著又有衛斯理的食言，十分

有趣—外星人科學發達，地球人人心險詐，似

乎旗鼓相當。    

    

《《《《偽文少女醫科札記偽文少女醫科札記偽文少女醫科札記偽文少女醫科札記》》》》    

作者胡希晴作者胡希晴作者胡希晴作者胡希晴 

這本書是一個儲思盆，收集了作者成醫路上的點點滴滴。從

醫學生蛻變成真正的醫者，並不容易——要牢記深奧的醫學

知識、背誦艱深的術語的同時，也不忘體察病榻上受著身心

折磨的病患微小卻不能輕看的感受。遊走於產房、殮房、手

術室、羈留病房與精神病院之間，作者把這些經歷寫下來，

一是怕自己善忘，將來回想不起曾在某病人身上學習到什

麼；也是提醒著自己，在未來的行醫生涯中，毋忘初衷。    

((((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錄自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錄自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錄自以上新書推介內容節錄自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