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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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長話：「向高雅的那一邊挪。2002年夏天中大學生搞了個『淫賤迎新』，

引起了社會人士大力抨擊，令中大尷尬，令大學生蒙羞。 

我校快將有新一批畢業生升入大學，相信我王少清畢業生，能緊記母校師長訓誨，

遠離此等下流活動。」 

◆◆◆◆◆◆◆◆◆◆◆◆◆◆◆◆◆◆◆◆◆◆◆◆◆◆◆◆◆◆◆◆◆◆◆◆◆◆◆◆◆◆◆◆◆◆◆◆◆◆◆◆◆◆◆◆◆◆◆◆◆◆◆◆◆◆◆◆◆◆◆◆◆◆◆◆ 

校友潘烈文博士取得世界級科學成就，成功破解禽流感殺人之謎： 
 禽流感多次在港爆發，共奪去六名港人性命，但其引致受感染者死亡的原因一直是

個謎。本校舊生潘烈文教授負責的一項香港大學研究終於發現禽流感的「行兇方法」，並

於十二月七日向全世界公佈。香港大學醫學院針對一九九七年本港發現的 H5N1 禽流感

進行研究，首次發現 H5N1 病毒能刺激大量細胞活素的分泌，尤其是其中一種名為 a 腫

瘤壞死因子的細胞活素。倘若該細胞活素分泌過量，會引致心臟衰竭、凝血作用和低血

糖症等類似敗血病和腦膜炎的徵狀，甚至可以致命。 

 負責研究的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助理教授潘烈文表示，這是全球首次發現有

關禽流感的致死原因，而醫學界可循此方向，研究治療禽流感。 

 潘烈文博士於1984至1991年就讀本校，1991年升讀浸會大學應用生物系，繼於1994

至1996年在中文大學修讀碩士課程，以優異成績獲取獎學金，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獲

博士學位。回港後，他從事病毒學研究工作，現任職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研究助

理教授。 

 潘博士在中學時，對生物學已產生濃厚興趣。在課外活動方面，他除了當過三年領

袖生外，又當選為時社幹事及生物學會主席。由興趣產生動力，不斷去找有關課外書籍

閱讀。他在中學階段把握了每一個機會，每做一件事前都會作出充分的準備。 

潘博士選擇做醫學研究，是被人體奇妙的結構所吸引，因為他在中學時已有明確的

目標和方向，為日後取得學術上的成就奠下了基礎。 

潘博士應邀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回母校作畢業典禮主禮嘉賓。 

 

千餘人出席本校升中講座： 
 本校於十二月六日舉行第六屆升中講座，小六家長及同學出席者千餘人，禮堂爆滿，

另在雨天操場設座作即時大型銀幕轉播，亦爆滿。家長對本校垂詢甚詳，表示極大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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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使用急症室收費安排： 
 本校對學生的人身安全甚為關注，遇有學生需接受緊急治療，本校教職員當會電召

救護車，送至急症室求診，並立即通知學生家長。 

 醫院管理局自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實施「急症室收費」(每次100元)，治病藥物亦

需收費。請家長授權本校在  貴子弟需接受緊急治療的情況下送其至急症室，並承諾繳

付全部費用。 

 如果學生到達急症室，急症室醫護人員一如以往為他們提供專業的治療，學生會獲

發一張「繳費通知書」，如果不方便即時繳費，學生或其家長可以選擇在日後方便時繳費。

另外，任何病人如果有經濟困難繳付急症室費用，可以利用現行的減免機制，向醫務社

工申請減免醫療費用。 

 

會考成績有進，同學仍須努力！ 
 綜合十一月廿八日星島日報資料，荃灣區部分中學最近提供的會考合格率如下： 

荃灣官中 何傳耀 王少清 聖芳濟 李城璧 姚連生 梁省德 

100% 98-99% 91.2% 82.2% 74.2% 70% 70% 
 

 我校成績不斷進步，但仍然有甚多上升空間。凡我同學務必努力加油啊！ 

 

校名由來──王少清女士生平事略： 
王少清女士祖籍寶安縣大鵬鎮，一九零三年生於當地王母村一個富裕家庭。王女士

的父親王朝棟先生畢業於清末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見識廣博。王女士婚後與丈夫張先生

遠赴美國生活。丈夫去世後，王女士返回香港營商。 

王女士為人低調，生活極其儉樸，惟熱心公益，捐資辦學，安老扶幼，不甘後人，

受惠者遍及香港及深圳各地。五十年代中期，王少清女士在香港倡導成立「大鵬中學建

校委員會」，並率先捐款十五萬港幣響應，這就是現今深圳「大鵬華僑中學」的緣起。七

十年代後期，寶安商會籌辦中學，王女士捐港幣七十萬元為建校基金，校董會遂以王少

清女士之名字命名本校。王少清女士於一九八四年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做校董「有幾多錢」？   
 在香港，津貼學校的校監和校董都是義工，不收報酬。反而常要掏腰包，抽時間支

持學校運作。 

 

The Community Chest Thanks You (公益金來信謝便服日籌款)： 
DRESS CASUAL DAY 2002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Che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Po 

O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Wong Siu Ching Secondary School for your participation in Dress 

Casual Day 2002 and raising HK$5,810.30 for the Chest. Your generous contribution has 

helped make the event a success. I hope you, you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have enjoyed a fun 

day dressing casual while raising funds for the ne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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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參加「校長閱讀獎勵計劃」嗎？  
根據圖書館的資料，現約有 200多位同學參加了「校長閱讀獎勵計劃」，你是其一的

一份子嗎？閱讀是一項有益的活動，請各位同學躍躍報名參加「校長閱讀獎勵計劃」，何

況還有豐富的禮物正等著送給你們呢！ 

此外，請已參加了「校長閱讀獎勵計劃」的同學，於聖誕假之前把紀錄冊交給潘老

師，作第一次審閱；亦歡迎同學到圖書館換領禮物。 

 

全港中學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由 4A黃加秋、李志彬、4D左偉力、蔡楚文及 5D葉煥浩同學組成的我校參賽隊伍，

在全港中學校際常識問答比賽之筆試表現良好，獲選進入大賽。他們於首循環即遇上強

手四屆冠軍銀禧中學及上屆冠軍安柱中學，現時他們已積極備戰，期望能創出佳績。比

賽過程將於明年在電視轉播，請各同學為我校隊伍打氣！ 

 

作家班活動速報： 
今天放學後作家班將於家政室舉行講座，講者為陳麗怡小姐，講題是「從生活挑戰

中成長」。除了所有作家班成員將會出席之外，各中二、中三及中四級英文科成績排行首

二十名的同學亦獲邀出席是次講座。屆時，陳小姐將會與同學們交流寫作心得及分享其

學習歷程。 

陳小姐是一位天生視障人士，憑著個人努力，完成了社會工作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

現正在香港浸會大學修讀語言研究碩士課程。她曾在社會服務界工作多年，亦經常參與

義工服務。現任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理事及義工統籌委員會主席。 

除了邀得陳麗怡小姐舉辦講座外，作家班成員將於本月十四日上午，在導師的帶領

下，到上水喇沙中學與該校同學分享寫作的經驗，主題為「你愛我甚麼？」。下午則會與

導師閒遊粉嶺鶴藪，搜尋及學習寫作的素材。 

 

「廉潔社區此中尋」尋字遊戲結果公佈： 
 程兆麒老師於十月中安排了各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參加由廉政公署舉辦的「廉潔社

區此中尋」尋字遊戲，現在校方接獲通知，本校1C班何靜如同學及2A班李育菁同學被

抽中勝出。她們除各得獎品一份之外，更可帶同一位親友參加本月十五日在曹公潭舉行

之「廉潔社區齊推廣」荃灣區倡廉活動之黃昏營暨頒獎典禮，於頒獎典禮中領取獎品。 

 

多謝參選！恭喜獲選！  
家長教師會節五屆會員大會圓滿結束。共有一百九十名家長及老師出席投票，自十

七位候選人中選出九位家長，成為常務委員會委員。九位獲選家長為： 

鄺玉霞女士(143票) 馮國基先生(134票) 鍾月玲女士(123票) 

顏鎮娟女士(114票) 李玉英女士(112票) 黃翠薇女士(110票) 

梁玉冰女士(101票) 阮丹鳳女士 (97票) 杜影桃女士 (9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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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義工服務活動詳情： 
 本校生活教育科及輔導組將與香港青年協會荃灣青年空間合辦「中三級義工服務活

動」，目標是「學習生活、生活中學習、身體力行、回饋社會」。所有中三同學必須參加，

各項義工服務的資料詳見下表。 

另外，我們正就有關活動招募家長義工(任何班級的家長均可)，負責點名及評核學生

表現。如有興趣參與義工服務之家長，請填寫下列回條，於本月十三日前擲交教員 C室

謝穗芬老師。 

編號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地點 服務內容 名額 次數 負責老師及同行

閣幹事 

1a 耐力鐵人行山

樂 

19/12/02( 簡 介 會) 

1:00pm(001) 

21/12/03(活動) 

(全日) 

待定 

戶外 

協助長者行山活動，於

活動中照顧長者。 

(活動包午膳及車費) 

15 1次簡介會 

1次活動 

許善秀老師、趙

善明老師、陳

健、林振華、黃

智偉及劉偉毅 

23/01/03( 簡 介 會) 

12:45pm(MMLC) 

15 1次簡介會 

1次活動 

1b 耐力鐵人行山

樂 

25/01/03(活動) 

(全日) 

待定 

戶外 

協助長者行山活動，於

活動中照顧長者。 

(活動包午膳及車費)   

 

2 英語速遞 

(不招募家長義

工) 

下學期 荃 灣 區

小學 

到荃灣區小學向學生朗

讀英文文章或講故事 

10 1-2次 周嘉慧老師及黃

鎮江老師 

3 獨居長者及傷

健人士歲晚家

居清潔運動 

18/01/03(活動) 

(全日) 

獨 居 長

者 及 傷

健 人 士

家居 

協助清潔及打掃 20 1次活動 

(義工津貼$50) 

周詠麟老師、陳

承綱老師、劉穎

丹及林家燕 

29/11/02(簡介會) 

(MMLC)12:45PM 

60 1次活動 

數次籌備會議 

(義工津貼$50) 

4 『荃』為您嘉

年華 

22/12/02(活動) 

(全日) 

祈 德 尊

新 村 空

地 

 

以「關懷社區」為主題，

設計不同之攤位予社區

人士，大會會提供製作

費用。   

許善秀老師、周

詠麟老師、盧敏

芝及許駿婉 

5 林務工作營 25-26/01/03 一日(須

參與兩次)或兩日一

夜 

待定 協助林務活動 40 1-2次 許善秀老師、周

詠麟老師、劉穎

丹及黃君維 

15/01/03(簡介會) 

4:00-5:30PM 

(青協荃灣青年空間)

20 1次訓練 

5次服務(每次兩

小時) 

6 網站大哥哥大

姐姐服務 

1-3/03(當值時間任

擇) 

本空間 協助小朋友學習網上知

識及維持網站秩序 

  

趙善明老師、陳

承綱老師、陳健

及許以霖 

7 攪攪新創意攤

位活動 

1-3/03(逢星期六) 

14/01/03(試後作簡介

會) 4:00pm-5:00noon

(青協荃灣青年空間)

本空間

及其他

機構 

可發揮你的創意，舉辦

任何形式的攤位活動予

不同的服務對象。 

60 1次簡介會 

數次籌備會議 

1次活動 

趙善明老師、陳

承綱老師、劉偉

毅及黃智偉 

--------------------------------------------------------------------------------------------------------------------- 

[回條]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敬啟者： 
 

本人知悉  貴校將舉辦「中三級義工服務活動」。本人欲成為家長義工，參與以下「�」之活動。 

� 1a.耐力鐵人行山樂 �1b.耐力鐵人行山樂 � 3.獨居長者及傷健人士歲晚家居清潔運動

� 4.「荃」為您嘉年華   � 5.林務工作營 

� 6.網站大哥哥大姐姐服務 � 7.攪攪新創意攤位活動 

  此致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2002年     月     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