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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長長長長的的的的話話話話︰︰︰︰把鴨腳增長把鴨腳增長把鴨腳增長把鴨腳增長、、、、鶴腿縮短有何不好鶴腿縮短有何不好鶴腿縮短有何不好鶴腿縮短有何不好？？？？ 世上每種生物，都有不同的能力及特性，發揮不同的功能，在大自然中擔當不同的角色。因此莊子曾說「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意即鴨子的腳雖短，但若刻意為牠「增高」，會使牠發愁不已；而鶴的腿雖長，若把其刻意縮短，則會使牠悲哀。原因在於脖子的長度須與腿長配合。鴨子脖短，腳短使牠俯仰之間便能吃食；鶴的脖長，腿長方便它垂首啖魚。因此，只要合乎自然的天性，就無所謂長短之分了。 萬物如此，人也不例外，各有自己的天賦與能力，只要能發掘、認識並置身合適的環境，加以善用，能力或性格上的缺點，往往也無關重要，畢竟人無完人，沒有人是完美得無可挑剔的。若說一個人選錯了路可悲，那麼面對人生關口時猶疑不決、裹足不前則是最大的慘劇。因為選過了，至少曾深思熟慮；選錯了，就知道此路不通，增加找對路的機會。原地踏步，則只會蹉跎歲月、一事無成。 文憑試已近尾聲，應屆考生如何自處？最近有調查指近七成半應屆文憑試考生在選擇升學時，最大困難在於估計成績，四成七人更欠缺信心作選擇，近六成人則不清楚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的報名詳情，當中有五成三人更稱不清楚「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的運作流程，此實在令人憂慮，面對命運，若我們不去選擇，就會「被選擇」，最後被逼到無可奈何的境地。為何惶惶於選擇？我想這可能是出於對「最壞情況」的恐懼，害怕得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更遑論要未雨綢繆了。 其實正如前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勝之處，既然如此，我們的道路又何以必然與他人一致呢？因此「副學士」、「毅進課程」等出路，在主流思想中可能是「最壞情況」，但只要配合自己的能力、實際情況與需要，又何須視為洪水猛獸？若有必要，它們也是不可或缺的選擇，助我們運用既有的稟賦，實現自我。就好像本期《清旬》報道的伍家駿校友，他在一項國際作曲比賽 (Robert Avalon International Composers’ Competition) 中，奪得冠軍殊榮。無疑，在此時此刻，他的成就或許是鳳毛麟角，百中無一。但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洪流中，這樣的例子其實如恆河沙數，體育的、音樂的、文學的、從商的，於各領域傳為佳話的人物，如朗拿甸奴、巴伐洛堤、沈從文、蓋茲等，都未曾讀過大學，但他們都信任自己的才能與選擇，最後覓得讓自己翱翔的一片廣闊天空。 如此，我是否在勸誡各位不應專心攻書、以升讀大學為目標呢？當然不是。首先讀書求學是終身的事，應如行住坐卧般天天去做，與呼吸同在。讀大學，使學問更上層樓，豐富人生、增廣眼界，更應鼓勵。我想強調的是，給予自己更多更多的選擇。升讀大學好，其他選擇也不錯，只要適合自己就是最好。因此我們應了解自己的能力，為自己的前程更全面和深入思考。鳧短鶴長，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開闊心胸，在社會中總能找到一席之地。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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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 10101010、、、、20202020 及及及及 30303030 日派發日派發日派發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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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駿校友再獲國伍家駿校友再獲國伍家駿校友再獲國伍家駿校友再獲國際作曲比賽獎項際作曲比賽獎項際作曲比賽獎項際作曲比賽獎項    

憑藉其出色的作曲才華而屢獲獎學金及作曲比

賽獎項的伍家駿校友（2006，6A），最近再於一項國

際作曲比賽 (Robert Avalon International Composers’ 

Competition) 中獲取冠軍，成績令人鼓舞。 

伍校友兼修中西音樂，在校時已表現對音樂的熱

情，在中二更嘗試作曲，多次代表本校出賽校際音樂

節獨唱並奪冠，是本校歷來個人包攬校際音樂節最多

獎項的學生。伍校友在音樂方面才華出眾，擅長作

曲，在修讀香港演藝學院作曲系時，更在多項音樂比

賽奪獎，包括在韓國統營舉行的 2009 亞洲作曲家同

盟會議中代表香港，憑作品《放靈》獲得青年作曲家大獎冠軍。 

2012201220122012 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公佈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公佈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公佈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公佈    

本校戲劇日已於上星期五(五月四日)圓滿結束，當日四社

台前幕後的同學都傾盡全力，發揮合作精神，為社爭光，其團

結互助精神，確實值得嘉許。比賽得獎名單見右表及如下︰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遜社遜社遜社遜社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敬社敬社敬社敬社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時社時社時社時社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敏社敏社敏社敏社    

2012201220122012「「「「灣仔扶輪社灣仔扶輪社灣仔扶輪社灣仔扶輪社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接受申請接受申請接受申請接受申請    

Rotary Club of  Wanchai Scholarships 
灣仔扶輪社向我校同學頒發英國英語課程獎學金。獲獎同學於七月

至八月赴英國參加為期三星期的英語課程，所有學費、旅費、食宿均由

扶輪社提供 (每位約三萬五千元)。另外，寶安商會向每名獎學金獲得者

頒發 4500元旅行津貼，以示鼓勵。完成課程後，獲獎同學在灣仔扶輪社

報告赴英學體會，並負起文化 / 禮貌大使的責任，推動本校同學英語學

習和國際交流。此課程亦接受自費學員，有意者請向校務陳小姐查詢。 

The Rotary Club of Wanchai is very generously making awards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 by students of 

our school to go on an all-paid-for, three-week language study vacation in England this summer. The 

total cash value of each award will be around HK$35,000. Contact your English teach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Selection criteria are: 

1. Applicants should be among the top 10 % in Form position. 

2. Conduct: A. 

3. Good record of service and leadership. 

4. Financial needs: Applicants would otherwise be unable to undertake such vacation without    

the Award. 

5. Recommended by at least five teachers. 

6. Able and willing to serve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7. Be 17 years old or under and currently in F.1-5.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sit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members of the Rotary Club of 

Wanchai. 

伍家駿校友簡歷 2011 香港演藝學院榮譽學士畢業 主修作曲     曾獲獎項曾獲獎項曾獲獎項曾獲獎項 2007 創作兼組合大賽(公開組)冠軍 2008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獎學金 2008 演藝學院友誼社獎學金 2009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2009 亞洲青年作曲家大獎冠軍 

2012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年戲劇比賽得獎名單 

獎項 得獎者 

最佳劇本最佳劇本最佳劇本最佳劇本 敬社敬社敬社敬社 

最佳導演最佳導演最佳導演最佳導演 敬社敬社敬社敬社 

最佳男演員最佳男演員最佳男演員最佳男演員 5B陳傑成陳傑成陳傑成陳傑成(遜社遜社遜社遜社) 

最佳女演員最佳女演員最佳女演員最佳女演員 4C杜卓嵐杜卓嵐杜卓嵐杜卓嵐(敬社敬社敬社敬社) 

最佳舞最佳舞最佳舞最佳舞台效果台效果台效果台效果 時社時社時社時社 

最佳整體演出最佳整體演出最佳整體演出最佳整體演出 遜社遜社遜社遜社 

資料及相片摘自香港作曲家聯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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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會科學學會科學學會科學學會「「「「科學訓練日營科學訓練日營科學訓練日營科學訓練日營」」」」同學感想同學感想同學感想同學感想    在本年 4 月 10 日(復活節假期)，學校物理、化學及生物學會的主席及幹事，帶領著 17位中一的同學，在校內舉辦了一個「科學訓練日營」。透過一連串的科學活動、比賽及遊戲，加強培訓校內初中同學對科學探究的精神，及團隊合作的能力。讓各學會主席及幹事談談在統籌是次活動中的一些得著，以及參加同學的感受分享： 

[培養尋求真相的精神] 在科學日營中，自己所學習到的，是從中一同學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例如在搶答環節中，我問了他們一個取材自《十萬個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雞仔會吃石頭？答案就連高年級的同學也不太清楚。但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問題我還未問完，便已有中一同學舉手並答對了。因為他們對每件事物，都持着一顆好奇心，才會按捺不住去發掘答案。高年級的同學曾向我解釋，自己不懂答案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修讀生物科。但細心思考，難道不修讀就代表不需學，甚至加以抗拒嗎？究竟大家是何時開始失去求新、求真的一團火？所遇到的難題即使不屬自己的知識範疇，其實也可以向同學或老師請教。 

5F 李維泰 (生物學會主席) 

[提高協作訓練的機會] 營中所有活動，都是由學會的主席及幹事一手包辦的，這給予我們很多學習的機會。活動進行前，需要先試驗以確保可行。有些實驗，我們在課堂上也沒有做過，只看過老師的示範，在日營中卻有機會跟參加的同學一同體驗，實在難得！統籌也是重要的一環。由發起活動、招收同學，到購買物資等，都需要各幹事的通力合作，才能順利進行。我深深感受到，原來舉辦一個活動絕不容易，更莫說要把它幹得漂漂亮亮。如果只靠一、兩個人完成所有的事務，實在難以籌辦好一個活動。正所謂「人多好辦事」，有可靠的同伴幫忙，便能事半功倍。                            5D 郭芷晴 (物理學會主席) [累積籌組活動的經驗] 這次活動除了帶來快樂的回憶，亦同時令我學懂如何組織一個大型的活動。其實，由 11月初開始策劃，籌委們曾遇上不少問題，但我們沒有氣餒，反而積極面對難關。「溝通」、「組織」是最重要的元素。每一個細節都要事先計劃，親力親為試驗，亦要準備應急方案。雖然今次日營規模沒有上年訓練營那樣龐大，但在我們心目中，這次日營總算成功了。我謹代表全部主席、幹事及參加者，感謝校方、尹老師及實驗室林少良先生的協助，讓「科學訓練營」得以順利舉行。此外，對比上年八月中一迎新營「剛來報到」的時候，中一同學明顯地長大了，亦漸漸投入王少清大家庭的生活，作為學長實在感到欣慰。                                                                 5E何祖銘 (物理學會主席) [透過實踐增進臨場經驗] 是次的科學日營使我獲益良多！由準備到舉辦活動，除了付出時間之外，亦同時學懂很多課堂學習不到的東西，例如，在開會商討細節時，必須記下工作重點，讓一些未能出席的同學亦可以得悉工作進度。在日營當天，我負責做主持，這項工作看似容易，只是控制場面及提供實驗上的指示，但實際上，要令同學們安靜，清楚聆聽指示，實在一點不容易。在此感謝中一同學們的自律，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5F劉家豪 (化學學會主席)    回想起來，參加科學日營本是因為同學的「拉攏」，自己亦沒有對活動抱有太大期望，但經過今次的體驗，才知道科學活動可以和想像中不一樣！例如，在融冰遊戲時，同組的組員都絞盡腦汁，想盡辦法把冰塊溶掉，我們還嘗試用「暴力」把冰敲碎，現在回想起來真可笑。在「保護雞蛋行動」中，我們用報紙、膠桌布和線製造一個降落傘。組長們的積極參與，令我們更加投入。兼採組長們的建議和方法，效果的確更好。有些組別雖然不用降落傘，但保護方面做得好，就算從六樓掉下來，雞蛋也沒有破裂，結果真令人驚訝。至於「科學遊踪」遊戲，問題全是物理、生物與化學題，雖然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但慶幸組長們悄悄給予提示，才能解答，實在獲益良多。                                          1D 譚寶儀   在日營的前一夜，我非常期待營中的活動。在營裏，我學會了不少科學知識和體會到團結精神十分重要。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掟雞蛋」。我和組員一起製作並測試降落傘。在製作的過程中，雖然遇到不少困難，但經過不斷嘗試，最終完成了！雖然在決賽中降落傘跟雞蛋突然分離，令雞蛋從高處墮地，弄得蛋汁四濺，令我們在比賽中落敗。但我沒有因此而感到失望，反而很享受活動中的體驗，和同學間的合作精 神。期待日後科學學會可以舉辦更多有趣的實驗讓同學參與。                            1A 徐梓祺 活動中，我與隊長和組員合力造了一個降落傘，雖然外表不美麗，但卻能保持雞蛋完整無缺。當我看到降落傘平安地「飄」下來，實在很興奮和很滿足。當天，我很高興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班別的新朋友。 

1C葉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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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學生與成長導師面談中一學生與成長導師面談中一學生與成長導師面談中一學生與成長導師面談    14141414----5555----2012 (2012 (2012 (2012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學年快將結束，各位同學，你們訂立的目標可有達到呢？當中的經歷，你們的成長導師再次與你「約會」，分享當中的苦樂，更會展望將來。各位中一同學緊記要準時出席啊！ 

生物學會會長生物學會會長生物學會會長生物學會會長————5A 謝鈞洛同學的展覽推介謝鈞洛同學的展覽推介謝鈞洛同學的展覽推介謝鈞洛同學的展覽推介 

冰河時期長毛象寶寶展覽冰河時期長毛象寶寶展覽冰河時期長毛象寶寶展覽冰河時期長毛象寶寶展覽    世上保存最好的長毛象寶寶 Lyuba首次於亞洲正式公開展出，引領同學們進入神秘的史前冰河世界。展覽中更會帶大家探索史前巨獸的失落和改變中的地球，從而引發大家對環境保護的思考。 長毛象寶寶 Lyuba是在西伯利亞的千年積雪融化後被當地居所發現。根據科學家的分析，長毛象寶寶大約生活在四萬二千年前(地球的更新世時期) 西伯利亞的雅馬爾半島。但到了約一萬年前，絕大多數的長毛象都已消失殆盡，就連遺骸也被微生物侵蝕而腐化，因此這完整的幼長毛象實在難得一見。 是次長毛象寶寶展覽為期約一個月，將於本年的五月十日結束，展出地點為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商場，開放時間為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機會難逢，請同學們踴躍參觀。 

地球生命展覽「史前故事館」 同學們知道自己是怎樣由一些結構簡單的原核生物演變成人類嗎？假如大家對當中的進化歷程有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就不妨到地球生命力展覽追尋答案吧﹗ 地球生命力展覽由香港地質公園及中銀香港慈善基金合辦，主要向同學們介紹地球的誕生、化石的形成與物種的演變。當中藏著許多的世界第一﹗當中包括最早發展出雙眼的生物三葉蟲、最先懂得浮潛的生物鸚鵡螺以及原始的無脊椎魚類盾皮魚，逐步帶領同學們探索四十六億年前的神秘國，看看不一樣的地球。 地球生命力展覽會長駐於香國銀行總行，時間為星期一、星期三至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二休館)，有興趣的同學可到場參觀。 

朋輩調解計劃朋輩調解計劃朋輩調解計劃朋輩調解計劃    

(1) 有獎問有獎問有獎問有獎問答答答答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為了令中一、中二同學進一步了解朋輩調解計劃及認識我們一班調解員，大家可留意校務處旁輔導組的壁報板，當中會有關於我們的介紹。看完後，還可以參加以下的問答比賽呢！ 問題 1：試寫出其中兩位朋輩調解員的名字。(1)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 問題 2：試寫出其中兩個朋輩調解員的特色。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學在上方填好答案及個人資料表格後，到 309室交給學校社工即可。答中而又獲抽中的得獎者可獲精美禮品乙份 (名額 20名)，請中一、中二同學踴躍參加！ *遊戲截止日期：20.5.12 得獎名單將於 5 月 30 日派發的《清旬》中公佈。 
(2) 攤位遊戲攤位遊戲攤位遊戲攤位遊戲 朋輩調解員將於今個星期五(11.5.12)舉辦攤位遊戲，除了有「得意好玩」的攤位外，更有豐富的獎品呢﹗緊記 lunch time時到有蓋操場找我們啦！ 

姓名  班別  學號  

長毛象寶寶化石 (摘自 qk123.com) 

盾皮魚構想圖 (摘自香港地質公園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