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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你的求職信─今天就開始動筆 每年踏入四月，每一天我校都會收到求職信；我的做法是把這些信儲起來，到有教席空缺時才取出來，比較求職者條件，再決定面試名單，通常每一空缺只約見三至五人。求職信那麼多，我是怎樣揀人的呢？怎麼樣的求職信會突圍而出呢？ 近日閱報，有人事研究機構列出黃金求職信的七大元素，竟與本人揀選教師的尺度有九成吻合，現抄錄如下，讓各位同學討論是否有道理： 黃金求職信的七大元素黃金求職信的七大元素黃金求職信的七大元素黃金求職信的七大元素    1.1.1.1.    好成績：肯定你的知識水平好成績：肯定你的知識水平好成績：肯定你的知識水平好成績：肯定你的知識水平    2.2.2.2.    獎學金：表現你的上進勤奮獎學金：表現你的上進勤奮獎學金：表現你的上進勤奮獎學金：表現你的上進勤奮    3.3.3.3.    工作經驗：代表你有某程度上的工作能力工作經驗：代表你有某程度上的工作能力工作經驗：代表你有某程度上的工作能力工作經驗：代表你有某程度上的工作能力    4.4.4.4.    課外活動：代表你不呆板，好動開朗課外活動：代表你不呆板，好動開朗課外活動：代表你不呆板，好動開朗課外活動：代表你不呆板，好動開朗    5.5.5.5.    案例比賽：代表你積極發掘和表現自己專長案例比賽：代表你積極發掘和表現自己專長案例比賽：代表你積極發掘和表現自己專長案例比賽：代表你積極發掘和表現自己專長    6.6.6.6.    社會服務：代表你關注社會、做事熱心社會服務：代表你關注社會、做事熱心社會服務：代表你關注社會、做事熱心社會服務：代表你關注社會、做事熱心    7.7.7.7.    國際視野：代表你勇於嘗試、眼界比人廣闊，如背包旅行、交流遊學等國際視野：代表你勇於嘗試、眼界比人廣闊，如背包旅行、交流遊學等國際視野：代表你勇於嘗試、眼界比人廣闊，如背包旅行、交流遊學等國際視野：代表你勇於嘗試、眼界比人廣闊，如背包旅行、交流遊學等             （資料來源：香港市務學會「搵工必勝秘笈講座」，2009 年 4 月 21 目《經濟日報》） 當然我揀人，人亦揀我；以上述七大黃金標準為尺度，本人恐怕亦只僅可合格，而充份合格者亦不一定對本校的教席有興趣。 求職是各位同學將來的必經之路，知道了上述這些「評卷標準」，應該心裡有數，懂得求職信今天就要動筆─要及早就路線圖裝備自己。 其實我校一直有意識預早在同學們的求職信上抹上黃金元素。 本月之內，我校組織多批中六學生闖蕩大江南北；先有周祖兒同學到北京人民大學參加領袖學生培訓，繼 有 6A 江雪梅、江淑勤、6B 莊綽姿、李雅妍 4 人於本年 4 月 7 日至 13 日前往雲南省綏江縣山區當義工，她們探訪當地兒童，為他們送上一雙全新的「白飯魚」；日前又傳來了好消息，7A 李麗斯同學奪得全港徵文比賽冠軍，獎品含金量高（獎金 3000元！），更重要的是，她寫了篇冠軍文章，會在將來的求職信紙上閃耀。 今天就寫求職信吧─用你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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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尹嬋榮獲「創意可無煙徵文比賽」優異獎黃尹嬋榮獲「創意可無煙徵文比賽」優異獎黃尹嬋榮獲「創意可無煙徵文比賽」優異獎黃尹嬋榮獲「創意可無煙徵文比賽」優異獎  由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紅出版及新城電台全力支持之「創意可無煙徵文比賽」，合共 199 間學校參與。7A 學生黃尹嬋同學的短篇小說作品《無煙時刻》脫穎而出，榮獲中學組優異獎，已與其他 27篇優異作品結集成書《文筆聊生》，在市面發售。主辦機構感謝朱啟章老師積極推動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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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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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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斯奪徵文比賽冠軍，獲獎共值六萬元李麗斯奪徵文比賽冠軍，獲獎共值六萬元李麗斯奪徵文比賽冠軍，獲獎共值六萬元李麗斯奪徵文比賽冠軍，獲獎共值六萬元  7A 李麗斯同學奪得全港環保校園徵文比賽中學中文組的冠軍，獲得三千元現金、獎狀及珍藏作品紀念集；所就讀的學校─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更獲得富士施樂彩色多功能文件管理系統一部，及 eClass 網上圖書館系統價值五萬八千元。 2009 年 5 月 9 日，李校長將出席是次環保校園徵文比賽頒獎典禮，接受頒獎，與李麗斯同學分享箇中喜悅。 由富士施樂舉辦的環保校園徵文比賽共收到二百多所學校共三千多份作品，競爭異常激烈，中學中文組冠軍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李麗斯，亞軍是瑪利諾修院學校龍子玲，季軍是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梁卿，優異獎得主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王雅馨和 St. Paul's Secondary School Pun Man Yat。 

環保校園徵文比賽環保校園徵文比賽環保校園徵文比賽環保校園徵文比賽冠軍作品（限 400 字） 

您想的環保校園您想的環保校園您想的環保校園您想的環保校園                                          7A7A7A7A 李麗斯李麗斯李麗斯李麗斯     
生生不息，代代相傳是咱們的夢！但大家可曾發現當中的奧秘？關鍵是環境保育。不

論是文化傳承或是品格提升都有賴一個理想的環保校園。 

綠樹成蔭，花香撲鼻，伴隨著鳥聲流水聲，怎不優美？坐在天然燈光下，沉醉於滿懷

識見的二手書中；穿著師姐的百褶裙，享受著絲絲涼風。突然飄來一陣熟悉的味道，原來

是母親捧來的愛心便當。步入雨天操場，晴天的蔚藍並沒因這層厚厚的玻璃而失色，反而

溫暖地映照著師生的臉。一個個的愛心飯盒築起了大家的夢。 

誠然，環境保育並不等於原始生活，它只為在科技發達的同時，與之取個平衡而已。

不管在課室、多媒體教學室、甚至禮堂內，節約能源標籤都隨處可見。而校園的另一邊廂

是聚集惜書者之地。他們不但貢獻好書，更把相同版本的定期捐給山區小孩。 

最令人振奮的是，校方宣佈本校未來數年的施政方針，都以環保為主。絕不可教夢與

想被活埋！一起期待「天人合一」之境吧！ 

敢夢敢想，這是我想的環保校園。盼望同是您想的…… 

 

三十周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有賴你參與三十周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有賴你參與三十周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有賴你參與三十周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有賴你參與    適逢本校三十周年校慶，電腦學會將舉辦三十周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歡迎同學參與。比賽主題環繞王少清中學三十年的成長及變化。參賽作品可圍繞本校的歷史變遷、社區發展、校舍設施、卓越成就等各方面的資料，並可加入同學、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對本校的看法等，藉以豐富作品的內容。 參賽作品主要根據網頁內容的主題(50%)、網頁版面的美觀程度(20%)、設計創意(20%)以及瀏覽方便、易用性(10%)來評分。比賽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優勝者可得迪士尼樂園入場券一張(冠)、海洋公園入場券一張(亞)、8GB USB手指一枚(季)作獎勵，參賽作品更有機會被學校取用作公開發放及宣傳。 參賽同學可以個人或最多三人小組參加。參賽作品的字體必須為正體中文或英文，並能以1024 x 768解像度於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順暢瀏覽。參賽同學須於七月二日或以前將作品傳送至e-class或燒錄成光碟交給盧適之老師，比賽結果以及頒獎日期容後公佈。 為照顧不熟悉網頁設計的同學，電腦學會將會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舉行的電腦周開班教授相關技巧及知識，請各位同學千萬不要吝嗇自己的才華，為我校三十周年校慶加添一點色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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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圓明園走到天安門廣場我從圓明園走到天安門廣場我從圓明園走到天安門廣場我從圓明園走到天安門廣場                                    6A6A6A6A 周祖兒周祖兒周祖兒周祖兒        復活節期間，我參加了為期十天的北京國情教育之旅，參觀、討論、講座一個接一個，令我對祖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及航天科技等發展有更深的了解；而其中有兩個參觀點最令我難忘： 參觀圓明園遺址，我感慨良多。這個曾經被譽為人間仙境的花園，經過百多年前英法聯軍的入侵和破壞後，已淪為一片頹垣敗瓦。我深感到作為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們必須要「勿忘國恥」，培養出責任感，積極貢獻祖國。 在一個寂靜而寒冷的凌晨，我們整裝待發，前往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破曉之際，五星紅旗隨着國歌冉冉上升，就像帶領着中華民族衝破黑暗，走向光明，邁向充滿希望的新一天，令我畢生難忘。 我們十分幸運能夠近距離觀看莊嚴的升旗儀式，作為中國人而產生的自豪感，相信當時不少人也會跟我一樣，心中激蕩着一股愛我中華的情懷。 感謝教育局和母校給予我這一個寶貴的機會。     
下星期一至五電腦週下星期一至五電腦週下星期一至五電腦週下星期一至五電腦週            邊玩邊學仲有獎拿走邊玩邊學仲有獎拿走邊玩邊學仲有獎拿走邊玩邊學仲有獎拿走    電腦學會將於五月四日起一連五日於紫荊園內擺設攤位，以遊戲形式介紹各方面的電腦知識，並設有豐富獎品，歡迎各同學參加。 此外，電腦學會更特別邀請了相關專業人士舉辦電腦砌機速成班，於五月九日(星期六)舉行，屆時將教授一些基本的電腦砌機概念及知識。欲免向隅，請從速向6B林龍威或黃國安同學報名。     
網上交友陷阱多網上交友陷阱多網上交友陷阱多網上交友陷阱多            家長時刻提醒子女可免禍家長時刻提醒子女可免禍家長時刻提醒子女可免禍家長時刻提醒子女可免禍    學生喜於互聯網上結識朋友，並隨意答應與網友單獨約會，對自身安全可能構成危險。請提醒貴子弟於網上交友必須謹慎，切勿切勿切勿切勿 1.1.1.1.    低估網上結識陌生人引致的風險低估網上結識陌生人引致的風險低估網上結識陌生人引致的風險低估網上結識陌生人引致的風險    4.4.4.4.    與陌生人作視像交談與陌生人作視像交談與陌生人作視像交談與陌生人作視像交談    2.2.2.2.    輕信陌生人的說話及其自稱的身份輕信陌生人的說話及其自稱的身份輕信陌生人的說話及其自稱的身份輕信陌生人的說話及其自稱的身份    5.5.5.5.    參加陌生網友的約會或到訪其居所參加陌生網友的約會或到訪其居所參加陌生網友的約會或到訪其居所參加陌生網友的約會或到訪其居所    3.3.3.3.    將個人資料向陌生網友透露將個人資料向陌生網友透露將個人資料向陌生網友透露將個人資料向陌生網友透露    6.6.6.6.    飲用陌生人提供的飲品飲用陌生人提供的飲品飲用陌生人提供的飲品飲用陌生人提供的飲品    父母與子女關係密切，熟知子女在家上網及校外活動狀況，如發現問題，請致電與本校訓導組老師聯絡。 
 

預防豬流感傳人預防豬流感傳人預防豬流感傳人預防豬流感傳人            家校都有責任家校都有責任家校都有責任家校都有責任    為預防有關傳染病發生，本校已安排清洗及消毒校園，保持校園清潔，本校也會促請全校教職員和學生，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衛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本校籲請各位家長除了須保持家居清潔衛生，還請各位家長與校方通力合作，提醒學生時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衛生。以下各項，謹請留意： 
� 如學生有發燒情況，則不應上學。如學生有發燒情況，則不應上學。如學生有發燒情況，則不應上學。如學生有發燒情況，則不應上學。    
� 如學生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家長需立即通知學校。如學生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家長需立即通知學校。如學生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家長需立即通知學校。如學生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家長需立即通知學校。 

� 如學生有感冒徵狀，必須留在家中休息。待徵狀消失及退燒後，須多休息如學生有感冒徵狀，必須留在家中休息。待徵狀消失及退燒後，須多休息如學生有感冒徵狀，必須留在家中休息。待徵狀消失及退燒後，須多休息如學生有感冒徵狀，必須留在家中休息。待徵狀消失及退燒後，須多休息至少兩天，才可復課。至少兩天，才可復課。至少兩天，才可復課。至少兩天，才可復課。 

� 與校方合作，將患病學生從學校接走，並立即求醫。與校方合作，將患病學生從學校接走，並立即求醫。與校方合作，將患病學生從學校接走，並立即求醫。與校方合作，將患病學生從學校接走，並立即求醫。 

�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若學生因病缺課，校方會盡量為該等學生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而影響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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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下學期測驗全級首二十十十十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     

Second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Second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Second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Second Term Test Top Twenty List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中 一 級中 一 級中 一 級中 一 級     中 二 級中 二 級中 二 級中 二 級     中 三 級中 三 級中 三 級中 三 級     中 四 級中 四 級中 四 級中 四 級     中 六 級中 六 級中 六 級中 六 級  
1 秦琬婷 林嘉兒 張潁詩 朱鴻城 謝潤宜 
2 盧逸晴 郭豫聲 何輝輝 袁嘉彩 潘  昱 
3 朱鴻財 郁美美 陳家雯 梁浩強 楊康澄 
4 鄭浩天 黃子浩 林麗欣 鄭博文 周祖兒 
5 葉  青 繆俊熹 胡秀豪 李建鴻 徐展珩 
6 林倩冰 朱俊杰 梁懿澄 張 張  顏兆軒 
7 何兆煒 蔡燿聰 蘇蘇 何麗珠 梁世傑 
8 陳俊亨 鍾子健 管  彬 蔡美婷 陳偉洛 
9 關建進 張頌軒 任梓諾 李銘揚 林珊晴 

10 張楚君 林向平 蔡嘉璇 潘  君 梁蔚琦 
11 黎曉鈱 鄒 鄒  梁惠敏 司徒健 ☺  

12 翁小藍 姚沛鈃 王嘉韻 陳蕙瑜 ☺  

13 林敬朗 何嘉浚 周泳希 吳思雅 ☺  

14 梁懿華 何梓欣 陳浩銘 黃敏宜 ☺  

15 陳誦升 楊日寧 吳凱琪 倫穎彤 ☺  

16 阮蘇勤 洪穎琪 陳美如 文詠賢 ☺  

17 張梓軒 李文俊 余珮賢 林穎然 ☺  

18 鄭嘉杰 戴暐源 林向怡 葉家欣 ☺  

19 陳浠敏 何祖銘 鄒安貽 陳逸恆 ☺  

20 林思敏 陳燕萍 葉志輝 陳  品 ☺  

 

    ““““Word FunWord FunWord FunWord Fun””””    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                齊來動腦筋齊來動腦筋齊來動腦筋齊來動腦筋    滿分有獎品滿分有獎品滿分有獎品滿分有獎品    

Got a brainGot a brainGot a brainGot a brain？？？？  Solve 15 Riddles.  Win a Big Prize! Solve 15 Riddles.  Win a Big Prize! Solve 15 Riddles.  Win a Big Prize! Solve 15 Riddles.  Win a Big Prize!    
1. What goes from Tsuen Wan to Tuen Mun but never moves? 

2. Which one of these letters A, D, E, F, O is useful to a deaf woman? Why? 

3. What can you never eat for breakfast? 

4. What question can you answer “No” but never answer “Yes” to? 

5. What occurs once in a minute, twice in a moment, but not once in a thousand years? 

6. What is always in front of you, even though you can never see it? 

7. What do you find in the middle of Kowloon? 

8. What is it that you can’t hold for 15 minutes, even though it is lighter than feather? 

9. What do the very rich people need but the very poor people have? 

10.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when you say its name you’ll break it. What is it? 

11. What is always coming but never arrives? 

12. Which city in this world kills more people than others?  

13. What starts with the letter E, ends with the letter E, but has only one letter in it? 

14. What tables have no legs? 

15. What driver never gets a ticket from the police? 

����……………………………………………………………………………………………………………………………………………………………………………………………………………………………………………………………………………………………………………………………………………………………… 

“Word Fun” Answer Sheet（Open to all Forms） Name: ____________  Class: ____ 

Answers-  1___________2____________3__________4___________5___________6___________7__________ 

8_________9___________10___________11___________12_________13_________14__________15_________ 

(Please place your answer sheet in the Ringing Ten Collection Box in the Ground Floor Lobby before May 8 2009. Results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Ringing Ten. 填妥答案後請投入地下《清旬》收集箱，得獎名單稍後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