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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從翻版「從翻版「從翻版「從翻版「UNUNUNUN」到正版「」到正版「」到正版「」到正版「UNUNUNUN」」」」    

解題：解題：解題：解題：UNUNUNUN 是聯合國（是聯合國（是聯合國（是聯合國（UnitedUnitedUnitedUnited    NationsNationsNationsNations）的簡稱；其總部聳立在美國紐約市的赫遜河畔。）的簡稱；其總部聳立在美國紐約市的赫遜河畔。）的簡稱；其總部聳立在美國紐約市的赫遜河畔。）的簡稱；其總部聳立在美國紐約市的赫遜河畔。    三年前考進中文大學法律學院的左偉力校友，上星期剛考完了大學三年級的大考，便匆匆收拾行裝，準備飛往美國紐約市找房子「渡暑假」。原來他通過了一輪又一輪的申請與遴選，終於獲聘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下的一個機構當暑期實習生（summer intern），為期兩個月。這是一份媲美「絕世筍工」的「絕世暑期工」，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我已邀請左校友今秋回母校作一次報告，題目是「在聯合國實習的見聞」。 左偉力的特點是主動。 在校時，左偉力甚至主動得惹過部份同學的疏離。他主動向老師發問，學習成績很好，經常名列 top twenty； 他主動擔負領導職責，出任過社長、學生會主席，都幹得有聲有色，受到好評；他主動參與活動，當過英文辯論代表、英文音樂劇獨唱演員、中英文朗誦代表，又入選參加國情研習班，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雖然他身型瘦削，沒有入選為校隊球員，但平日參與打球、長跑等體育活動，拼勁頑強。在畢業典禮上，他代表畢業生致詞，所表達的感恩思維，令老師感動。 早在 2004 年暑假，左偉力就讀中四，老師邀請他代表本校參加「國際模擬聯合國」（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活動，當時他英文水平尚未突出，就主動爭取增加見識，與來自各國的精英中學生雲集理工大學數日數夜，以英文爭辯世界大事，模擬聯合國大會上國與國的代表為維護本國利益而進行的唇槍舌劍。在參加過「國際模擬聯合國」活動五年之後，這名年青人的主動性格，終於令他可以到真正的聯合國總部帶薪實習。左偉力從「清園」主動到赫遜河畔，從翻版的「UN」走進正版的「UN」，也反映了王少清的老師們主動為學生提供機會的努力。 進了大學，左偉力仍保持最主動發問的特點。他說，回港之後，還要努力完成第四年的法律課程，再修讀一年律師專業資格，目標是到大律師行拜師學藝。這一次在聯合國的暑期實習經歷，將讓左偉力校友在他的黃金求職信中，鑲入一顆耀眼的鑽石！  
本校主持「中學英語教學經驗交流會」獲好評本校主持「中學英語教學經驗交流會」獲好評本校主持「中學英語教學經驗交流會」獲好評本校主持「中學英語教學經驗交流會」獲好評 教育局荃灣分區委託本校舉行「英語教學經驗交流會」，己於本月五日及十九日分兩次圓滿舉行，先後有本區十多所中學約 50 多位英文科老師蒞臨本校參加，代表了本區八成以上的中學；首日集中討論「Listening & Speaking」，次日主題為「Reading & Writing」。 兩次交流會均先由本校教師報告王少清中學校建構校園英語環境的經驗，然後觀察本校同學上英文課實況，又翻閱本校自編的英語教材和學生習作。各校老師對本校英語教學安排垂詢甚詳，高度肯定師生水平和表現。教育局負責人認為這是成功的跨校英語教學交流，對本校同人的努力表示十分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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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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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羽毛球錦標賽學界羽毛球錦標賽學界羽毛球錦標賽學界羽毛球錦標賽   女團、男丙皆奪冠女團、男丙皆奪冠女團、男丙皆奪冠女團、男丙皆奪冠  

荃灣及離島區荃灣及離島區荃灣及離島區荃灣及離島區女子女子女子女子羽毛球錦標賽羽毛球錦標賽羽毛球錦標賽羽毛球錦標賽團體總冠軍團體總冠軍團體總冠軍團體總冠軍  

女 子 甲 組  亞軍  7A 李奧瑪、5A 鄭安怡、5B 唐芷晴、3A 潘嘉渝、2B 楊韋婷 

女 子 乙 組  季軍  4B 鄭欣嵐、4C 林穎芯、羅倩文、4E 陳詠怡、3B 梁海怡 

女 子 丙 組  殿軍  

 

2A 潘彤、2B 黃麗欣、2D 陳家汶、衛敏嘉、2E 黃潔雯、1A 杜卓嵐、林健

莹、黄康婷、1D 黃靖雯 

 

荃灣及離島區荃灣及離島區荃灣及離島區荃灣及離島區男子男子男子男子羽毛球錦標賽男丙冠軍、男甲殿軍羽毛球錦標賽男丙冠軍、男甲殿軍羽毛球錦標賽男丙冠軍、男甲殿軍羽毛球錦標賽男丙冠軍、男甲殿軍 

男 子 丙 組  冠軍  2A 何偉綸、2B 卓俊龍、2D 張穎豪、1B 巫浚樂、1C 陳易希、1E 何贊毅 

男 子 甲 組  

 

殿軍  6B 林龍威、5A 林僑輝、5B 程穎軒、5C 譚祖文、5D 陳袓賢、林智濠、 

4D 黃天麟 

 

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四川大地震一周年         同學提筆讓愛重燃同學提筆讓愛重燃同學提筆讓愛重燃同學提筆讓愛重燃  為悼念去年四川大地震之死難者，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刊物《少青之聲》特別於5月12日出版，主題為「5‧12 愛重燃」。內容包括：「你還記得四川地震嗎？」、「關愛延續」、「死難者比生還者更幸福嗎？」、「『你』在我心中」。歡迎各位家長閱覽及給予意見。 
 

德行表揚計劃德行表揚計劃德行表揚計劃德行表揚計劃    ────     師弟師妹的助人事件師弟師妹的助人事件師弟師妹的助人事件師弟師妹的助人事件    為鼓勵同學多關心人、多助人，及表揚一些優秀的行為，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今年繼續在中一級舉辦「德行表揚計劃」。每位同學獲發一本「德行表揚計劃」記錄冊。同學可把自己認為值得表揚的良好行為記錄下來，並請一見證人簽署確認其行為。以下是一些較有代表性的表揚事件，連同其他值得表揚的記錄已上載至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網頁(http://pocawsc.edu.hk/webeasy/civiced/web)，歡迎各位瀏覽。    
� 魏穎兒魏穎兒魏穎兒魏穎兒  我在電梯旁看見一位老伯伯突然暈倒在地上，我立刻打電話叫救護車；我又請途人幫我照顧這位伯伯，由我去找在場的保安員。之後，我感到開心又擔心，開心是我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擔心是那位伯伯的情況！ 
� 黎梓健黎梓健黎梓健黎梓健  我在巴士上發現了一個中學生的錢包，內有有身份證、學生證和一些金錢。我把它拾起然後交給車長。如果這個錢包被不法之徒拾起，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 林思敏林思敏林思敏林思敏           一天，我看到有一些有心人為居於山區的小朋友募捐，我和媽媽就一起捐錢，希望幫助他們。世上有很多人都在過貧困的生活，他們不能上學，我認為自己和身邊的同學都很幸福，所以我們一定要多點幫忙他人。 
� 許名溱許名溱許名溱許名溱  這天是平安夜，我打算跟同學買聖誕禮物給朋友，突然有一個小朋友哭著說要聖誕禮物，但他的媽媽沒有理會他，我聽到了就把我手上的一份小禮物送給他。小朋友立刻向我說：「謝謝」。這令我覺得自己有點像「聖誕姐姐」，我覺得送禮物給別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雖然是小禮物，但是內裏卻包含了我的心意！ 
� 廖紫恩廖紫恩廖紫恩廖紫恩   我到老人院探望老人，為他們表演，和他們談天。我把快樂帶給老人，使他們在沉悶的老人院中得到歡笑。由此我學會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 伍淑媛伍淑媛伍淑媛伍淑媛  我的媽媽生病了，我要替媽媽到菜市場去買菜，做家務和陪弟弟到公園玩耍。經過這一事，我明白到媽媽的辛勞，所以我決定以後一有空，就會替媽媽分擔家務。 
� 翁小藍翁小藍翁小藍翁小藍  有一個打壁球的人受了傷，教練又剛出去了，我們都不知如何是好。我記起以前教練會替傷者敷冰包，所以我馬上問負責人冰包在哪裏，順便帶了藥水膠布和紙巾，替傷者療傷。教練回來之後，還稱讚我做得對呢！ 
� 黎曉鈱黎曉鈱黎曉鈱黎曉鈱  我看到有一位老婆婆上車，她頭髮蒼白，身體虛弱，手上又拿著拐杖，我立即讓坐給她。我希望其他人都對長者多加照顧。 
� 鄭紫若鄭紫若鄭紫若鄭紫若  有一天，我乘巴士回家。當巴士開動時，一位老婦站不穩，連跌了幾下，之後跪在地上。我想也沒想便衝上前扶起她，巴士司機也連忙為沒有顧及乘客安全道歉。幫助人是一件十分開心的事，很高興我有憐憫和樂於助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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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中文老師遠赴孔子故鄉備課兩位中文老師遠赴孔子故鄉備課兩位中文老師遠赴孔子故鄉備課兩位中文老師遠赴孔子故鄉備課  復活節期間，鄭靜萍、何嘉麗老師參加了山東齊魯文化交流團，為期七日的行程，走遍了曲阜、泰安、濟南、淄博、濰坊、威海及青島七大古今名城……，以下是她們兩位的分享： 
☺ 鄭靜萍老師鄭靜萍老師鄭靜萍老師鄭靜萍老師    

大明湖、趵突泉、孔廟、岱廟，一個個原本只在課本上浮現的名詞，終於活現眼前了……

七天的山東齊魯文化之旅，每走訪一處名勝古跡，浩瀚如煙的歷史畫卷，彷彿就在眼前：淄水

旁的春秋霸業，劉公島上的甲午鏖戰，青島城的五四風潮，無不動人心魄，扣人心弦。然而，

恬靜的大明湖、趵突泉，又讓我能仔細感受騷人墨客筆下的明媚風光。    

在泰安第一中學觀課，與該校老師交流，分享的教學心得，提升施教技巧，有不少值得學

習的地方。  
☺ 何嘉麗老師何嘉麗老師何嘉麗老師何嘉麗老師    

遊走於古木參天，碑刻林立的孔廟、孔府、孔林，或許你就會明白世人對孔子的景仰。 

站立於高聳巍峨、宮闕重疊的岱廟，或許你不需到泰山就已感到自己的渺小。 

踱步於「滿湖荷花繞湖柳」的大明湖以及「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或許你會感嘆中國的園

林藝術真是鬼斧神工。 

漫遊於文物豐富、古跡聞名遐邇的齊國歷史博物館、齊景公殉馬坑，春秋霸業一幕幕重現

眼前，或者你該相信歷史也可以是「活」的。 

處身於甲午戰爭的戰場劉公島、被侵華日軍炸毀的環翠公園，在水光山色、翠綠環繞中，

或者你就會明白民族英雄鄧世昌的國仇家恨。 

穿梭於迎賓館、八大關、棧橋、五四廣場，在這紅瓦綠樹、碧海藍天中，或者你會讚嘆這

裡的異國風情，或會悲嘆中國曾被魚肉。當你遊覽上述景物時，你會感受到我所感受的。  
The English Week is coming! 

Do you want to take some interesting challenges to strengthen your English proficiencies? Do you want to 

grab another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you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Here comes a golden opportunity! The English 

Week is coming! This year, we have a new activity called “Reading Aloud Competition”. Just go on stage to show 

off your fluency!  

Date / Time / Venue 25/5 – 29/5 (Monday to Friday)  / 12:45 – 1:30pm / Covered Playground 

� Reading Aloud  – Heat －  Mon: F.1;  Tues: F.3;  Wed:F.2 

                   Final －  Fri (30 finalists from 3 Forms)   

Activities (Compulsory for 

F.1-3 students) 

� Games  –  Spot the Differences; Riddles; Tongue Twisters; Grammar Corner   
 

Prizes will be given out to keen participants. So don’t hesitate. See you then! 

 

欣賞《南京！南京！》─欣賞《南京！南京！》─欣賞《南京！南京！》─欣賞《南京！南京！》─     反思戰爭與和平反思戰爭與和平反思戰爭與和平反思戰爭與和平 本校中史科及中文科為配合教學，使同學對南京大屠殺這一段歷史有更深的認識，將安排中三、中四和中六級同學，欣賞電影《南京！南京！》。故事講述：「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華日軍進入南京城，對無辜百姓血腥屠戮長達 6 周。從南京城破開始，大量不願意投降的士兵留了下來，在街頭巷尾展開了無望而慘烈的抵抗。電影描繪了發生在幾名主角身上的故事，包括一名中國士兵、一名日本士兵、一名教師、納粹商人約翰拉貝的一名中國秘書。」活動後同學要完成寫作評論，其他詳情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5555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  (  (  (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Day II )   Day II )   Day II )   Day II )       放映時間：上午放映時間：上午放映時間：上午放映時間：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至中午分至中午分至中午分至中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地點：荃灣廣場百老匯戲院地點：荃灣廣場百老匯戲院地點：荃灣廣場百老匯戲院地點：荃灣廣場百老匯戲院                            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    流程：上午流程：上午流程：上午流程：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開始，各班隨帶隊老師分開始，各班隨帶隊老師分開始，各班隨帶隊老師分開始，各班隨帶隊老師 (  (  (  ( 中三、四中三、四中三、四中三、四、、、、六級六級六級六級第二節老師第二節老師第二節老師第二節老師 )  )  )  ) 步行至戲院；影片播放完畢步行至戲院；影片播放完畢步行至戲院；影片播放完畢步行至戲院；影片播放完畢後隨即解散午膳。後隨即解散午膳。後隨即解散午膳。後隨即解散午膳。下午照常上課，學生須於下午照常上課，學生須於下午照常上課，學生須於下午照常上課，學生須於 1111 時時時時 15151515 分前回校。分前回校。分前回校。分前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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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大細齊包糭一家大細齊包糭一家大細齊包糭一家大細齊包糭   應節籌款樂無窮應節籌款樂無窮應節籌款樂無窮應節籌款樂無窮  本校家長教師會聯同家政學會，參加了由煤氣公司及公益金合辦的「萬糭同心為公益」籌款活動。活動的舉行日期為五月廿三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地點為本校家政室。製成的糭子會以每隻十元義賣形式售予贊助人，籌得的款項會全數捐贈公益金。 透過這次活動，家長可以與子女合作裹製糭子，歡度一個愉快的下午，又可以為公益金籌款，可謂一舉兩得！有關活動的其他詳情，可參閱已經派發的家長信，也歡迎向蕭友光老師查詢，電話：6738-1569。  
為長者製作回憶錄為長者製作回憶錄為長者製作回憶錄為長者製作回憶錄        兩中六同學獲選傑出義工兩中六同學獲選傑出義工兩中六同學獲選傑出義工兩中六同學獲選傑出義工 「回看人生」長者回憶錄製作活動，除了透過上門探訪長者，表達關懷外，學生更會擔當小記者的角色，訪問長者們的生平經歷，最後為每位長者製作一本回憶錄，一本獨特的生命故事冊。是次活動共有 36間中學參與，成功訪問約 300 位長者。本校共有 15位中三和中六的同學參與。 本校 6A 班班班班及班班 同學，在參與製作回憶錄的過班中，表班班班、認班，經大會 評審後被選為「傑出義工」，獲邀出席 5 月 23 日（星期六）於旺角新世紀廣場 1樓星際廳舉行的班許禮。  
中二護苗性教育工作坊中二護苗性教育工作坊中二護苗性教育工作坊中二護苗性教育工作坊  讓你學會拒絕、提防讓你學會拒絕、提防讓你學會拒絕、提防讓你學會拒絕、提防 本校輔導組聯同「護苗基金」，於四月下旬為中二全級同學舉辦性教育工作坊，內容豐富有趣，同學都能投入參與。以下是部分中二同學的感想： 
� 林穎偲林穎偲林穎偲林穎偲  我最深刻的環節是看動畫。動畫中的少女像班代的年青人，她希望男朋友是個英俊的人。有一天，她遇上了這個男子，而且發展很快，但他並沒有女主角想像中好，更試圖侵犯她，幸好最後她被好朋友救出。這種事在社會上經常發生，令我明白到即使對方外貌如何吸引，都應該認清楚對方的為人，才開始交往，否則只會為自己帶來傷害。 

� 李雅詩李雅詩李雅詩李雅詩  當講師提到性侵犯的時候，起初我還是不以為然，但到後來，我覺得十分驚訝，原來身邊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侵犯自己，包括父母、朋友等等。此外，被侵犯者會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心理上的陰影也會令被侵犯者有一種自卑的感覺，我很同情這些受害者。 

� 黃麗欣黃麗欣黃麗欣黃麗欣  我們剛進入中文室時，就被眼前精緻的佈景吸引著了。而工作人員的幽默風趣更是令我會心一笑。工作人員選擇用影片傳播信息，卡通片裡主角的遭遇讓同學們都深深地體會到被性侵犯的可怕。這時，工作人員就向我們傳遞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原來我們平日身邊最親近的朋友、同學甚至長輩都有機會向我們伸出「魔手」。 

� 陳斯婷陳斯婷陳斯婷陳斯婷  講者經常與我們互動，邀請我們擔任主角和事件中的受害人，讓我們學會拒絕，說「唔好」、「停」等字句。而最令我難忘是戲劇的部份，由講者飾演侵犯者，由她抽出四位「幸運兒」擔任受害者，講者會負責「出招」（威迫型和情聖型），而同學就負責「拆招」，嘗試解決問題。最後講者會教導我們適當的解決方法，既不破壞感情又能阻止侵犯。 

� 何婧怡何婧怡何婧怡何婧怡  這次的護苗講座令我大開眼界，明白了兩性關係和性侵犯的定義。講者用了有趣的動畫片和道具配合講解，又和我們互動，邀請同學和道具演戲，場面十分惹笑呢！我的意外收穫是學會了被侵犯時即時應有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