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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話 ： 一 個 也 不 能 諒  

報載：卜維廉中學兩名學生，伙同兩名離校舊生，趁假期潛入母校，偷去電腦數十部

到鴨寮街賤賣，得 8000 元。終被捕受制裁。 

報載：伍少梅中學一名中三學生，多次黑夜潛回學校偷電腦，遇警被擒。 

每次讀到這樣的新聞就惱火。如今當老師的已是四面受壓，還要不時被不長進的分子

在內部捅幾刀，上天真的也太不公平了。 

受害學校的校長，為學子奉獻數十年，有教無類，嘔心瀝血，備受敬重；竟受到如此

「回報」，我為他憤憤不平，我為他不甘心。 

他是一位虔誠的傳道者，奉行寬恕罪人的原則；我知道，他是連那些傷害母親的「人」

都會原諒的。 

但我不能，我沒有他那種思想高度；假如是我，對不起，一個也不能諒。 
 

 

今天好節目—王少清學生鋼琴演奏會： 

1. Partitas No.II BWV 826  -  J.S. 巴哈 

表演者：6A 彭武林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八級) 

2. 「小夜曲」, No. 2 in G, K525; Romanza: 行板 - 莫札特 

表演者：4E 陳曉羚、4E陳雅婷 

3. 作品10, 編號 4 - 升C小調練習曲 - 蕭邦 

表演者：4E 陳雅婷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演奏文憑) 

4. 匈牙利狂想曲 NO.14  - 李斯特 

表演者：4B 林倩君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八級) 

5. 演奏會練習曲三 - 降D大調三(嘆息) - 李斯特 

表演者：3B魏安娜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八級) 

6. 十月，秋之歌－選自「四季」- 柴可夫斯基 

表演者：4E 陳曉羚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八級) 

7. No.1遺忘的印象 – Lent (Melancolique et doux) - 德布西 

表演者：6A伍家駿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八級，上海音樂學院鋼琴八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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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

77

日期：2005 年 6 月 10 日 

時間：12：50 – 1：30 p.m.

地點：學校禮堂 

總負責人：6A 伍家駿 

司儀：4C 鍾慧妍、4D 曾舒蔚

負責老師：周玉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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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girls win $32,000 scholarships  

陳素婷、郭清霞奪灣仔扶輪社獎學金  

Chan So Ting (3D) and Kwok Ching Ha (4B) were slected by Wanchai Rotary 

Club President Mr Christian Chasset and Executive Member Dr. Dominic Lee to 

receive the 2005 Wanchai Rotary Club Award, which entitles them to attend a 

3-week English summer camp in England. Each award carries a prize money of 

HK$32,000 to enable the winner to join the camp free of charge. The Po O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will grant each winner additional pocket money of HK$3,000 

to cover individual expenses. 

This is the fourth year the Wanchai Rotary Club has donated scholarships to 

send worthy students of our school to study English in the U.K.  

Competition for the scholarships is very strong. Chan So Ting was among last 

year’s finalists but failed to get selected. Her performance this year was outstanding. 

It was Kwok Ching Ha’s first try. Both have not travelled abroad before. They are 

very excited, and look forward to a fruitful and eye-opening summer vacation in 

England. 
 

灣仔扶輪社向我校同學頒發獎學金赴英國進修，本年共有十多位條件極佳的同學競

逐。他們都是品學兼優，操行甲等，課外活動及服務紀錄良好，獲得至少五位老師推薦。

經過兩輪英語面試，扶輪社會長Mr. Christian Chasset及幹事李祟正博士選出3D陳素婷同學

及4B郭清霞同學為本年度獎學金獲得者。 

兩位同學將於七月廿三日至八月十四日赴英國 Salisbury 參加為期三星期的英語課程，

所有學費、旅費、食宿由扶輪社提供 (每位約三萬二千元)。另外，寶安商會將向每名獎學

金獲得者頒發3000元旅行津貼，以示鼓勵。 

完成課程後，兩位獲獎同學將在灣仔扶輪社大會以英語報告赴英學習體會，並將負起

文化大使的責任，推動本校同學英語學習和國際交流。這已經是灣仔扶輪社第四次向我校

同學提供獎學金。曾經獲獎的黃雪儀、黃騰騰、余翠敏、黃莉莉、陳佩芬及符寶文同學都

以「畢生難忘」來形容獲獎赴英國進修的感受。 

 

唇槍舌劍，一較高低─高中辯論比賽開鑼： 

    由本校演辯學會主辦的高中班際辯論比賽已經展開，揭幕戰由4A大戰6A，辯題為「參

加比賽是為了追求勝利」，最後由正方 4A 勝出，率先打入複賽，該場的最佳辯論員由 4A

張顥齡同學奪得。初賽的其他賽程詳見下表，歡迎各位老師及同學到場欣賞。 

日期 時間 地點 正方 反方 辯題 

6月9日 4：00 p.m. 英文室 4E 6B 學校應該視學生如顧客。 

6月9日 4：00 p.m. 地理室 4B 4D 寬恕是化解仇恨的最佳方法。 

6月13日 4：00 p.m. 英文室 3D 4C 香港土地難求，填海是最適切的解決辦法。
  

    複賽及決賽將於試後活動期間舉行，請各位密切留意。 



 
 

 

《清旬》第七十七期                          第三頁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 

「18 立志‧精彩人生」─ 傳媒採訪 6A 伍家駿同學： 

十八歲是人生的新里程，標誌著青年踏入成人階段，充滿期盼與挑戰。香港青年協會

自 1997 年以來，每年均於五四紀念日期間舉辦「青年成人禮」，除了為十八歲的青年送上

祝福和關懷，更藉此鼓勵年青人秉承「五四運動」的精神，定立志向，努力裝備自己，對

國家和社會作出承擔，譜出精彩人生。 

積極參與，承擔責任。 

「18立志‧精彩人生」是今屆青年成人禮的主題。大會特別邀請多位社會知名人士，

以18立志為題，分享經驗和作出勉勵。大會希望藉著紀念五四運動，鼓勵年輕一代立下志

向，追尋夢想，積極參與社會、熱愛國家民族，承擔責任，迎接未來挑戰。 

一千五百位十八歲青年人參加第八屆「青年成人禮」，期望告別渾渾噩噩，為自己的未

來立下志向。大會選出了三位青年，代表三個志向，三個理想；伍家駿同學是其中一位代

表。 

 來自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中六商科的伍家駿坦言，在未滿十八歲之前，很抗拒知道自

己快要成年，「好像什麼都會不同了，有很多責任要負，所以想否認(自己快到十八歲)；不

過，到真的成年了，就發覺原來一樣可以活得精采」。 

伍家駿表示對自己國家感覺正面，「我很喜歡中國的藝術文化，知道它們的價值很高。

另外，因家人在內地設廠的關係，我亦見到其發展，廠房附近的建設和以前的很不同。我

相信內地亦有問題存在，但可以慢慢地現代化過來」。 

伍家駿為人有些靦腆，但志向卻很堅定，熱愛音樂的他，好希望能創作出屬於香港人

的樂曲。他說：「自小父母已經帶我出席各種音樂會、演奏會和文化節目，耳濡目染下，我

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中學二年級，我已嘗試作曲。其實，音樂很講求感受，作一首

曲，需要時間培養感受，為時約需半個月，但我十分滿足於此。」 

 一直以來，伍家駿都是接觸西樂為主，但近一兩年間，他對中國音樂產生了興趣。現

時兼修中西音樂的他，立志要創作一些富有中西文化交匯色彩的樂曲，因為這正表現了香

港的文化特色。他說：「一直以來都沒有人創作一些富有香港特色的樂曲，我希望為此盡一

分力。」 

(文字轉引自2005年5月2日《星島日報》及5月3日《信報》。另無線電視亦採訪了伍同學。) 

 

4E 吳家奇同學獲選上無線： 

為使年青一代明白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亞太廣播聯盟邀請亞太區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青

少年大使，於七月出發到馬來西亞熱帶雨林，了解自然生態，體驗環保之旅，本校學生吳

家奇被挑選為香港區代表。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會製作相關節目，讓觀眾分享這項別具

意義的活動，藉以推廣環保。 

吳家奇同學將採訪有關熱帶雨林、自然生態問題，學習與動物相處，怎樣的環保工作

可幫助生態環境⋯⋯等。此環節將於無線電視的節目「激優一族」之“YN別注訪”內播放，

敬請各位留意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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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訊： 

「舊書回收大行動」需要你支持：  
為了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鼓勵同學發揮助人為本的精神，家長教師會參加了由荃灣

民生協會舉辦的「健康生活荃因有你‧舊書回收大行動」，於本校接待處設置了兩個收集箱，

回收舊圖書、習作簿及文具，然後捐贈給國內貧困山區學童，讓貧困山區的學童都可以「人

人有書讀」。 

收集箱將擺放至7月5日，請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踴躍參與，慷慨捐贈。 

發問卷予家長調查徵收冷氣費事宜：  
本會於 4 月下旬發問卷予全校學生家長，調查有關來年徵收冷氣費的意見，調查結果

為：收回問卷784份，其中378份贊成，406份反對。結果只供參考，並不代表學校的立場。 

發問卷予家長調查有關教學語言的意見：  
本會於 4 月下旬發問卷予全校學生家長，調查有關教學語言的意見，調查結果為：收

回問卷七百二十三份，其中百分之六十八認為本校應全面轉為英文中學，百分之三十認為

本校應維持現狀，百分之二認為本校應全面轉為中文中學。結果只供參考，並不代表學校

的立場。 

 

《清風》讀後感(下) ─《幸福村》讀後感： 

學校出版的《清風》，就如師友們所說，完全顯出作家班同學的「功力」，在

眾多的新詩、散文和小說中，給我們的感覺各有不同，但當中令我們印象最深刻

的，是小說《幸福村》。 

內容說一對兄妹，亞仁、亞香拿著母親臨死前交給他們的一幅地圖，跑遍全

國去尋找那傳說中的幸福村。他們橫過沼澤，跨過高山，歷盡千辛萬苦，終於來

到了「幸福村」。 

那裏，一位老婆婆帶他們去喝「幸福湯」，使亞香完全忘記痛苦、憂愁、煩惱。

她以為這就是她一直以來所追求的幸福；其實那只不過是一碗會使人失去記憶的

東西。村民為了得到快樂，忘記痛苦，願意潛意識的去放棄身邊的事、人、物。

以為自己真的得到了幸福，但那快樂是假的。幸好，亞仁第一次喝湯時喝得不多，

及時從「幸福」中清醒過來。他馬上把妹妹亞香從村民的手中帶走，而且告訴妹

妹幸福的意義。 

要失去記憶來換取快樂算得上幸福嗎？要失去記憶來換取快樂，值得嗎？ 

其實世界上不是沒有幸福；發掘身邊的快樂，就是幸福。兩餐飽是幸福；

生於太平是幸福；身體健康更加是幸福。幸福或不幸，只在一念之間。 

世上根本沒有甚麼「幸福村」、「幸福湯」，人生的悲哀要自己克服，人才能進

步。「痛苦只能自己克服。」一切的幸福全在於自己手中！ 

4E麥嘉燕  4D劉奕孜  3D 陳艷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