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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德語—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專欄 

「我回來啦」 

周詠麟撰文 

禮，對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人群和諧有巨大作用。不學習禮儀就難以立足於社會。有禮儀修養的人

在社會上、在群體中會更受歡迎，更有前途、更容易成功。 

以下為星雲大師對禮貌的看法︰ 

「人際之間能否和諧相處，禮貌是很多重要的一環。禮貌者，計有：電話的禮貌、書信的禮貌、

見面的禮貌、訪問的禮貌、穿著的禮貌、語言的禮貌、應對的禮貌、宴會的禮貌、社交的禮貌、乘

車的禮貌、駕駛的禮貌、交通的禮貌、運動的禮貌、年節的禮貌、倫理的禮貌、國際的禮貌等。 

所謂禮貌者，給人一個笑容，給人一個點頭，給人一句應話，都是表示禮貌。甚至講究禮貌的

人，連措辭、手勢、握手，都要見得出你的誠懇，否則別人就會認為你的禮貌都是虛假的。 

人與人之間，即使夫妻，也要相敬如賓，以禮對待，才能和諧到老；即使親如父母子女之間，

也要有一定的禮貌。如果父母子女之間不能以禮相對，將來想要父慈子孝，就很難了。 

部下對長官要有禮貌，長官對部下也要有禮貌；人民對總統要有禮貌，總統對人民也要有禮貌。

大家如果沒有以禮對待，則王不王、臣不臣、親不親、民不民，國家、社會、家庭，禮貌沒有，則

一切綱常倫理也就難以維持了。 

所謂禮貌，從家居的禮貌講起，例如家裡的人，早上起床，要互道早安，平時要常說：請、謝

謝你、對不起、非常抱歉，如此家庭一定會和樂美滿。到了社會上，公共場合的禮貌，例如輕聲、

慢步、沉穩、安靜，跟人點頭、彎腰、說好，其實這不但會獲得友誼，得到尊重，而且可以贏得人

心。 

有禮貌的人隨時都是讚歎對方，比方這朵花好漂亮、這件衣服很合時、這個客廳很雅緻、茶具

真美好；雖然是讚美東西，其實就是讚美主人，擁有這些東西的主人，必定會很高興聽到你的讚美，

並且接受你的禮貌跟友誼。 

但也有一些人，跟你握手時，眼睛看著別人；跟你點頭時，一邊在和別人說話，這種沒有專注

的禮貌、表情，都會招來反效果，讓人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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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也不一定要送禮、送錢、讚美、恭維，這些還是不夠的。真正的禮貌，是一個人的修養，

一個人有了教養，在家居或走入社會，甚至在國際上，因為教養帶來的禮貌，都會格外受人尊敬喔！」

(摘錄自星雲大師的著作《迷悟之間 10－管理三部曲》) 

長幼有別，尊卑有分。這就是禮。現今社會，有家長忙著教授子女 ABC 而忘掉禮貌。適逢今年

的品德主題是「禮貌」，同學們，你會重新學習「禮」嗎?學生遇到老師行禮，老師答禮；上課時學

生行禮，老師答禮；同學相見，互相行禮。回家，不要忘記向父母長輩說：「我回來啦。」晚飯後

也要說：「我吃飽了，您們慢慢吃。」但願本學年在校園看到「禮」回來啦！ 

後記︰ 

「育苗德雨」是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在《清旬》的專欄，感謝蔡潔瑩老師及李玄湛老師為其擔任顧問。本組深

信家庭是孕育個人品格成長的地方，要向青少年傳遞正面的價值觀，家長是學校重要的夥伴。德育組歡迎家

長投稿，分享品德教育的心得。如需引用文章，請註明出處。來稿請以  Word 形式，發送至電郵

civic@pocawsc.edu.hk，並附上聯絡資料（真實姓名和聯絡電話）。 

舊生升學資訊分享日 19-20 
生涯規劃教育組將於 2019 年 9 月 28 日(六) 舉行了一年一度的「舊生升學

資訊分享日」，旨在讓中六級同學獲取更多最新的學科資訊、選科心路歷程

及院校特色等，於 JUPAS 選科上更得心應手。除有家長信請假，否則所有

中六同學必須出席活動；當天亦請準時回校禮堂，以示對舊生尊重。如有

疑問，請聯絡譚兆庭老師/何嘉麗老師。 

 

生涯規劃 - 中五級參訪大專院校活動 

升輔組每年均安排中五級同學到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參訪，以了解課程內容、收生要求、教學環境等，

從而增強學習動機，訂立目標。本學年同學將參訪香港理工大學，家長回條將於稍後派發，請同學預留時間

出席。 

同學在出席活動前，亦應瀏覽資訊日網站，計劃當日行程：https://www.polyu.edu.hk/as/infoday/ 

所有同學必須參與是次活動。班主任將派發回條及準備工作紙予同學，煩請家長簽署後交回。如有任何

查詢，請致電 24140157 聯絡生涯規劃教育組譚兆庭老師/李啟和老師。 

日期 2019 年 9 月 28 日(六) 

時間 9:15am 禮堂點名； 

約 12 時正解散 

服飾 整齊校服或體育服 

備註 帶備文具 

活動名稱 香港理工大學教育資訊日 集合時間 上午 8:45 

舉辦機構 香港理工大學及本校生涯規劃教育組 散隊時間 約下午 12 時 (理工大學解散) 

日期 2019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 費用 免費 (校方已津貼車費每位約$20) 

活動地點 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對象 全級中五同學 

集合地點 本校有蓋操場 衣著 樸素便服 

mailto:civic@pocawsc.edu.hk
https://www.polyu.edu.hk/as/infoday/


 
 
 

 

《清旬》第四二四期                                第三頁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日期：2019 年 9 月 22 日 (星期日) 

地點：學校一樓禮堂 

時間：10:00am — 5:00pm 

生涯規劃 -海外升學講座 
為貫切多元出路和理念，本校每年均舉行海外升學講座。本年度講座訂於十月十九日(星期六)，現

假函通知有關講座，詳情如下： 

內容 1. 海外升學 (澳洲，歐美，英國升學簡介) 

2. 日本升學 (日本升學簡介和申請須知 ) 

3. 內地及台灣升學 (升學申請須知及本校升學情況) 

日期 201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 2:00p.m. – 3:30 p.m. (請於 1:45 p.m.到達) 

地點 到訪本校後，將會在學校門前有指示牌通知舉行講座的地點 

備註 有興趣的家長/同學請在 10 月 11 日前到 ECLASS 填妥回條，以便安排座位。 

***若 貴家長或 貴子弟有興趣或打算前往海外升學，請務必參加，以認識最新的升

學資訊，幫助 貴子弟的升學途徑有更明確的目標。 

***有興趣/欲報名內地及台灣升學的同學，必須出席此講座，以確保同學明白內地

及台灣升學的細則與最新情況。 

如有疑問，請與黃俊佑老師或郭祉豫老師聯繫。 

2019 年臺灣各大學教育展覽 
近年港生赴台升學有上升趨勢，為了向同學提供赴台升學資訊，台灣

各大學香港校友會將聯合王少清中學舉辦「2019 年臺灣各大學教育展覽」，

共有 9 間台灣國立、私立、綜合及科技大學參展，向學生及家長介紹 2020

年赴台升學辦法及海外聯合招生程序。活動詳情如下： 

參展大學 (排名不分先後)：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師範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海大學 

 淡江大學義守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樹德科技大學 

如有查詢，可致電 24140157 (譚兆庭老師、徐笑珍老師、黃俊佑老師) 

HKUST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Day 19-20 
AIM:  
The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Day aims to offer prospective F6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HKUST School of Engineering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our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 leaders in a 

number of educational and fun-filled events and activities, including campus tours, lectures, seminars 

and most importantly, interview. 

DATE OF EVENT: 
23rdNOV, 2019 (SAT) (Schedule not yet released; 

Please reserve FULL DAY.) 

QUOTA:  
25 Students (Form 6) 

PREREQUISITES: 
1. currently taking at least one SCI-related 

elective(s), i.e., PHY/CHEM/BIO/ICT 

2. have strong interest in the realm of 

Engineering and is going to put HKUST 

Engineering in the JUPAS choice list 

SELECTION CRITERIA if more than 25 

students apply:  
1. Overall Rank/ Mathematics Rank/ The best SCI 

subject Rank of F5 

2. Final decision to be made by HKUST 

APPLICATION:  
Approach Mr. TAM ST during school hours on or 

before 25thSEPT, 2019(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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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公益金便服日Dress Casual Day 2019 
本校選定今年的「公益金便服日」於 10 月 11 日(星期五)舉行，

如同學願意響應這項大型善舉，可選擇穿上便服上課。是次活動所籌得之

善款，將不扣除任何開支全數撥捐公益金所資助的 163 間會員社會福利機

構。 

「公益金便服日」參加辦法簡單，同學只要捐出善款，或向親友進行募捐，

公益金便會送上「公益金便服日」貼紙及優惠券，讓同學們可以體會輕鬆

上學的樂趣。今年，每位捐款滿港幣$100或以上的同學/捐款人可獲贈限

量版便服日 A4文件夾乙個，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每位捐款滿港幣$100 的捐款人可獲正式收據。 

 

Dress Casual Day will be held on Friday, 11 October 
2019.Students will be dressed in casual wear. All the money raised will 

be donated to Community Chest. More than 163 member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are the beneficiaries. Students who join this event will be given 

stickers to put on and attend lessons on campus.  

Student/Donor who makes a donation of HK$100 or more will receive 

one limited edition A4 plastic folder while stocks last. Parents can als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by sponsoring them in this worthy cause. Official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to sponsors donating HK$100 or above. Show your benevolence to help the needy 

- encourage your children to join Dress Casual Day and help raise funds! 

2019 公益金便服日家長通告及捐款回條會於 9 月 20 日派發。 

Dress Casual Day 2019 Parent Reply Slip will be distributed on 20 September. 

請於 10月 2日 (Day 3) 或之前，把捐款回條及款項(如有)交予班主任。如有查詢，請聯絡課外活

動主任林達成老師，請電 24140157。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turn the Parent Reply Slip and the Donation (if any) to the Class Master on or before 2 

October (Day 3)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going to join it or not.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r. LAM Tad Shing (ECA Master) at 24140157. 

溫馨提示：(不捐款也要交回條) 

Reminder: Return the Reply Slip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join it or not. 

有關公益金便服日服飾要求Dress code for Dress Casual Day 

訓導處期望同學於公益金便服日穿著以

端莊樸素為本的服飾，符合學生身份。為

使同學能清楚了解，當天服飾要求詳見右

表。希望同學謹遵以上要求，感受穿著便

服、參與公益的快樂。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wear in a humble wa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ir roles.  

 

Please follow the dressing code on the right 

男女適用 

For both boys and 

girls 

男生 

For Boys 

女生 

For Girls 

▲必須穿著有袖上衣 

Sleeved clothes are 

required 

▲不能穿著露趾鞋 

Toe slipper/Dew Toe 

Shoes are not allowed 

▲穿戴飾物方面依據

平日標準 

Accessories are in line 

with the normal school 

day standard.  

▲只准穿長褲 

Long pants only. 
▲可穿長褲或及裙(必須

及膝，質料不可過薄) 

Long pants and skirts 

covering knees.  

 

▲不准穿著襪褲或緊身

褲 

No tights or legg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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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參加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短片拍攝比賽 
由學友社主辦、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的「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 1992 年起舉辦,多年來

獲得正面評價。本屆選舉設有「假新聞–短片拍攝比賽」,以短片拍攝的方式讓同學探討與媒體教育相關的

議題-假新聞。 

是次比賽設有賽前工作坊,讓參賽隊伍了解比賽規則、認識主題及學習影片拍攝技巧。賽前工作坊詳情如下: 

日期: 2019 年 10 月 19 日(六) 

時間: 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4 時半 

地點: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聖雅各福群會 806 室 

比賽截止報名日期為 10 月 10 日(四)，參賽作品需於 12 月 2 日(一)或之前遞交。 

第二十八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假新聞 – 短片拍攝比賽」章則 

目的： 以短片拍攝手法，探討媒體教育相關的議題-假新聞 

對象：  全港全日制中四至中六學生  

參加辦法：  以小組為單位，3 至5 位學生為一隊。學校最多可派出四隊參加  

 每隊只可以提交一份作品  

 須於10 月10 日(四)或之前填妥報名表格，傳真或郵寄至學友社  

作品主題：  作品題目：「如何避免轉發/判別假新聞」  

 作品對象：中學生  

作品規格：  短片長度在二至五分鐘內。  

 參賽作品可以用任何拍攝器材拍攝。  

 作品必須為未被發表過的原創作品，並且需在比賽前的一年內完成。  

 為確保比賽公平，大會不接受過去曾於本港或外地舉行的公開比賽而獲獎的

參賽作品。一經發現，大會將撤銷其參賽資格。  

 逾期遞交的作品恕不接受。  

 短片格式規定為MP4、AVI 、MPEG、MOV 或WMV 檔， 解析度不低於

1280x720(720P)。  

 影片需要提供中文或英文字幕。  

**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周詠麟老師。** 

 

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香港的根本性法律，是保障港人各項權利和自由的依據。為推

動年青一代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認識，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已連續二十年舉辦網上問答比賽。

比賽詳情如下： 

 比賽分為公開組(不限年齡)、初中組(現就讀中一至中三的學生)和小學組 

 初賽由 2019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結束，參加者可無限次參加 

 凡答對 10 題或以上均有電子證書一份 

 各組最高分數首 50 名可進入總決賽，以最高分數為最終成績。凡進入總決賽者均有「總決賽優秀證書」 

 本比賽透過互聯網，學生可隨時參加 

 學校比賽專頁網頁 http://www.zsu-law.org.hk/sch2020/ 

 初中組：冠軍 1 名，HK$1000(圖書禮券)及獎座 

亞軍 1 名，HK$800(圖書禮券)及獎座 

季軍 1 名，HK$590(圖書禮券)及獎座 

優異獎 5 名，HK$60(圖書禮券)及獎座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周詠麟老師或鄭靜萍老師。 

《基本法》參考網頁： 

 基本法網頁 https://www.basiclaw.gov.hk/ 

 教育局《基本法》中學生網上自學課程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

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

dent-onlinecourse/index.html 

http://www.zsu-law.org.hk/sch2020/
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dent-onlinecours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dent-onlinecours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basic-law-education/student-onlinecour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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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課程 (2019-20 年度)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致力培訓本港 10 至 18 歲資優學生，透過與各大學合辦不同範疇活動(如課程及比賽

等)，讓資優學員潛能得以展現。學苑為學員舉辦多元化課程，由大學講師或教授任教，質素極高，口碑甚

佳。 

學苑每年均會在中學邀請同學參加網上甄選，包括四大範疇：中文、英文、數學及.科學。取得合格成

績的同學方可進入提名程序，成為學苑正式會員。 

現誠邀本校就讀中一至中四級同學自薦參加網上甄選學習課程。凡有興趣的同學，請先瀏覽網址

www.hkage.org.hk 了解詳情，並於 10 月 2 日(星期三)或之前向教員室尹國棟老師查詢及報名。 

第二十屆「中學生天文訓練計劃」 
「中學生天文訓練計劃」由香港太空館、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及香港天文學會合辦，目的是讓本地中四或中

五級學生有機會接受較全面的天文學訓練，從中培養其對自然科學及天文學的興趣。計劃(第一期)詳情如下： 

日期 項目 內容 地點 

2019 年 11 月 2 日 課程單元一： 基本天文學、天球及天 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 

（星期六） 第一講 體運動、認識月球 術園 LT7 講堂 

下午 2 時 30 分至 6 時 

2019 年 11 月 9 日 課程單元一： 太陽系介紹、現代天文 香港中文大學科學館 

（星期六） 第二講 學的起源 (ScienceCentre)L1 講堂 

下午 2 時 30 分至 6 時 

2019 年 11 月 16 日 課程單元一： 認識太陽、觀測及分析 香港中文大學蒙民偉樓 LT1 

（星期六） 第三講 恆星 講堂 

下午 2 時 30 分至 6 時 

2019 年 11 月 23 日 課程單元一： 恆星之誕生及演化、恆 香港中文大學科學館 

（星期六） 第四講 星的結構 (ScienceCentre)L1 講堂 

下午 2 時 30 分至 6 時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工作坊一 天文觀測基礎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鄧 

（星期四） 雁玲科學普及教育中心 

下午 6 時 30 分至 9 時 

2019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二） 

下午 6 時 30 分至 9 時 

工作坊二 星空介紹及宇宙漫遊 香港太空館何鴻燊天象廳 

凡有興趣的中四及中五級同學，請先瀏覽網址 https://hk.space.museum 了解「中學生天文訓練計劃」之詳情，

並於 9 月 26 日(星期四)或之前向教員室尹國棟老師查詢及報名。 

http://www.hkage.org.hk/
https://hk.space.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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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作家班導師簡介——唐希文】 
唐希文小姐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新聞傳播，副修性別研究，並取得中文

大學傳播學哲學碩士學位。於皇冠出版社奇幻小說比賽中取得優異獎，成為簽約

作家，已出版逾三十本個人著作。 

她現為花千樹出版社小說作家、《信報》旅遊及飲食專欄作家；曾於《香港

經濟日報》、《明報》、《頭條日報》、《都市日報》等各大報刊撰寫專欄文章。

自 2012 年起，她又擔任明報及語常會「小作家培訓計劃」的導師、評審及嘉賓主

持，並連續多年出任「香港教育城創作天地創作獎勵計劃」評審，積極培養中小

學生的寫作興趣及能力。 

唐小姐先後於政府、多間大學及民間智庫擔任研究員，負責發掘、搜集和研

究對社會發展富建設性的議題。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傳媒及文化、亞洲研

究學位課程兼任講師，教授流行文化、文化產業、研究方法等課程。著作包括《碎月的謊言》、《星夜的秘

密》、《草莓田之吻》、《流淚的守護星》、《長了翅膀的鑰匙》、《給失約的愛麗絲》、《流浪的鯨魚公

主》等，均廣受歡迎。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往黃麗萍老師索取報名表格，於 10 月 18 日前交回表格。 

圖書館招募新成員 
歡迎同學報名申請 

 

 

擔任圖書館管理員工作 
 處理新書上架、圖書館佈置更新 

 協助舉辦閱讀活動、學年尾盤點 

 其他館務 

有興趣可親臨圖書館報名，或到 5A (105) 向梁嘉兒同學或 5C 課室 (205) 向梁宴嘉

同學報名，截止日期為 9 月 27 日 (星期五)，報名後將安排面試。 

相片摘自唐希文小姐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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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Summer Tour Reflection            Zhou Qiao ling 4C 

This summer, I got a chance to go to the UK with five other of 

my friends. Two of them are my schoolmates and the other 

three come from Tin Shui Wai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This trip is generously sponsored by the Rotary Club of Wan 

Chai and our school. I am so grateful to the Rotary Club of 

Wan Chai for giving us the chance to go to the UK and we 

had an unforgettable trip in Cambridge. Thank you so much! 

We had an amazing learning experience in Cambridge as we 

studied in a school which is called, Select English. There were 

many talkative staff members and wonderful teachers, who chatted with us and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our 

countries. Moreover, we met lots of friends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 have met many Italians and 

Polish.  

During the lessons, we had many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learn English as the teachers always wanted to teach us 

English in a fun and interactive way. It was so special as we always played the game, Mafia. Also, teachers would 

play different genres of movies to us and then ask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the movie. Besides lesson time, the 

school provided many afternoon activities and evening activities for us to have fun. They widened my vision a lot 

since I joined some activities that I have never tried before. The most impressive one was the Disco Night. I had 

never been to a disco, so everything in the disco was new for me. I 

loved the ambience in the Disco Night. Everyone was in a high spirit 

and they danced together. I did not feel nervous although I could 

not dance well. I felt tired after the disco night, but I felt more 

joyful than tired. 

The school also took us to London once a week and we visited Big 

Ben, the London Eye, the British Museum and Buckingham Palace. 

It was not a long time in London, but we still had a wonderful time 

there. Because we went to Harry Potter Studio in our free time in London, we bought some souvenirs there for our 

friends who are super fans of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I want to give most of thanks to my host family .They took care of me every day and cooked delicious meals for me. 

The baby in the picture is called Mac, who is the son of my host family, and he played with me and brought me lots 

of fun. Also, I would to thank my roommates, Matylda and Maja. They took care of me when I was sick and scared. 

I was so glad to have these two sweet girls to be my roommates. If they were not there, I would have been scared 

every night. Furthermore, thanks to the other five groupmates who went to the UK with me. We took care of each 

other and now have a strong bond with each other. They let me feel I was not alone in Cambridge as at least they 

were there with me. I want to keep in touch with all of them as the time we stayed together was so meaningful to 

me.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Rotary Club of Wan Chai one more time. 

Thanks for giving us such a fabulous opportunity to study overseas and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is truly the most memorable summer for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