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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承先啓後 任重道遠 
我十分榮幸能夠成為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的第三任校長，並延續兩位成就卓著的前輩陳兆明校

長及李民標校長的任務。 
 
自一九七九年創立以來，本校一直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老師的教學熱忱及無私奉獻，孕育

了一群又一群勤奮、謙恭、善良、守規，而又主動學習的學生，他們亦能持續地在歷屆的會考與高

考中取得優秀的成績。在發展智育和灌輸德育以外，我們亦提供充足的機會讓學生參與各種校際比

賽；事實上，本校學生在校際體育比賽、校際音樂節及校際朗誦節中亦成績斐然。我們都為本校同

學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驕傲！ 
 
 在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下，本校在 2010-11學年開始，中一級學生將獲准全面轉為以英語授
課。在穩固的基礎上，我們將會致力為學生提供更理想與更具效能的英語學習環境。 
 
 今年開始，本校將進入第四個十年。當我們在慶祝三十周年校慶，為過去由不同持份者包括辦

學團體、學校管理層、老師、家長及學生共同努力耕耘所帶來的成果舉杯的同時，我們亦明白在我

們的面前有著新的挑戰，例如教學語言的轉變、「3-3-4」新學制的落實執行以及進行班級的優化與
重組。 
 
在急速發展的香港，教育的生態亦會經常轉變。作為校長，我深深知道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若

缺乏各持份者的支持，是絕對無法跟隨社會的脈搏和步伐向前邁進。我亦堅信「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教育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教育的核心就是以心為心的教育(The heart of education is the 
education of the heart)。為了用心培育年輕一代成為獨立而富責任感的人，並具備為未來發展的良好
基礎，我將會竭盡所能與各持份者通力合作，透過不同的渠道，聆聽各位的意見，與各位分享我的

價值觀以及對教育的理念，以期為本校帶來最大的益處。 
 
 讓我們一起攜手去實踐我們的校訓，培育我們的學生成為一個「敬、遜、時、敏」的人。 
 

鍾佛成 校長 
二零一零年九月 

 
 

小食部轉換承辦商：  
「維他公司」之小食部經營合約現已屆滿，學校經諮詢家長教師會及學生會代表之意見後，本

學年起由「美利飲食服務公司」承辦本校之小食部，並由「小食部委員會」監管，定期與承辦商檢

討有關服務；委員會成員有陳紹基副校長、嚴麗意老師、家長教師會和學生會代表，歡迎家長和同

學向他們提供有關小食部服務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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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2002 年創刊，逢每月 10、20 及 30 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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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地球，即時行動  
 
為了把「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這個訊息帶進校園，環保學會將會推行兩個環保活動，分別是

「WE LOVE WE CARE」 及 「 GREEN OUR LESSONS」。前者著重提倡節約能源和珍
惜地球資源，後者則是一個課室綠化活動，藉著同學在課室裡種植盆栽，讓同學從簡單的途徑實踐

綠色生活。稍後並會有「盆栽義賣」的活動，將綠化從課室內傳至同學的家中、教員室及其他地方。 
 
環保學會將會把兩個環保活動合併，並於下星期三至五（15/9 - 17/9）舉行一個慈善義賣會，

活動內容詳情如下： 
 
日期：9月 15日至 9月 17日 
時間：12：30 pm - 1：30 pm (午飯時間) 及 4：15 pm - 5：30 pm (放學後)  
義賣物品：各班的盆栽(迷你椰子及小白菜)、老師和同學捐贈的物品 
對象：學校所有師生及家長(**歡迎家長一同參與慈善義賣，有興趣的家長可於上述時間親臨 
      學校參加義賣。) 
費用﹕1. 如有班別有興趣繼續照料盆栽，可從班會撥出款項，以港幣四十元正一盆認購所照 
        料的盆栽﹔ 
      2. 以個人名義購買盆栽的老師、家長及學生，則可以港幣二十元正購得一盆植物 
 
上述慈善義賣會的所有收益將全數撥捐仁愛堂，如有任何剩餘物品亦會全部捐到救世軍或 Kids 

Alive。接下來的日子，環保學會將繼續努力把保護環境的訊息與不滅的綠色力量傳播至整所學校。
請支持環保學會的活動，我們每人都出一小分力，積少成多，便能改變地球的命運！ 

 
校舍開放時間：   
(一) 學校大閘之開啟時間為： 

星期一至五：上午七時十五分至下午七時 

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同學須於十二時前離校。 

(二) 除學校所組織之球類活動外，所有球類活動必須於下午六時前停止。  

(三) 所有同學必須於下午七時前離校。參與學校組織之課外活動之同學亦必須於下午七時前離校。 

(四) 自修室安排：本學年新翼五樓之「自修廊」已改建為中七兩班之課室，可供同學於午膳及放學

後自修之地點計有：新翼地下之多用途場、三樓圖書館自修室及六樓新自修廊。 

開放時間：上述各自修地點於星期一至五每天開放至下午六時四十五分，自修同學須自律及保

持安靜，以免影響他人，違規同學按校規處分。 

(五) 圖書館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 
 

借用課室： 
(一) 各課室於午膳及下課後關閉，由工友鎖門及清潔，同學不得借故逗留或影響工友工作。 

(二) 本年度於放學後安排中七課室給中七級同學自修，開放時間為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時至五時

三十分，同學須自律及保持安靜。 

(三) 同學如需借用課室進行活動，負責同學必須徵得活動老師之同意，並遵守借用課室規則(不可

使用電腦及投影機)，於校務處領取及填寫借用課室表格，表格最遲於借用當天下午小息前交

回校務處辦理，逾時恕不受理。 

(四) 一般情況下，同學不可借用特別室(包括實驗室/禮堂/MMLC/CAL/語言實驗室等)。以上設施必

須由負責老師提出並在場指導下才可借用。 

(五) 位於地下之會議室， 001至006室為老師會見學生、家長、訪客及進行會議等用途，同學不

可擅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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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系統登入資料 (學生帳戶) 
進入學校電腦 (課室電腦 / MMLC / CAL / LANG. LAB.) 只限校內電腦使用 

使用者名稱:      學生編號  (e.g.  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網絡磁碟機:   Z:(個人磁碟,家中透過aerodrive存取), S:(班別磁碟), T:(學校資源磁碟) 

印紙數量:   珍惜地球資源, F.1–F.3(20張), F.4–F.5(30張), F.6–F.7(50張)。F.4, F.5修讀電腦及資訊科技科者將有額外供給。 
 

進入學校內聯網 eClass (可經學校網頁進入 或直接 開啟 http://eclass.pocawsc.edu.hk)  

使用者名稱:   學生編號  (e.g.  s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校曆表, 校園資訊, 家課紀錄, 學校宣佈, 網上教室, 校內試題庫, 內聯網電郵等 
 

家長查詢子女的功課 ( 9月21日開始 ) 

同學有責任自行記錄每天的功課, 學校內聯網 eClass 只是提供多一個渠道,方便同學核對功課數量, 並由各班IT學生助手負責輸入, 如有疑

問, 應以授課老師課堂上宣佈作準, 同學有責任查問清楚功課的繳交日期及細節。 

進入學校內聯網 eClass 

使用者名稱:  ‘p’+ 學生編號 (e.g. 學生編號為 241256, 家長戶口為 p241256) 

密碼:         學生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學生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校曆表, 校園資訊, 家課紀錄, 學校宣佈, 內聯網電郵等 
 

進入網上磁碟機 aerodrive (經學校網頁進入或 直接 開啟 http://pocawsc.edu.hk/aero) 

使用者名稱:  學生編號  (e.g.  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任何地點, 校內校外均可存儲個人檔案, 功課, 教材等 
 

進入資訊科技教育城 hkedcity.net  (直接 開啟 http://www.hkedcity.net) 

使用者名稱:  ‘wsc-’+學生編號  (e.g.  wsc-241256) 

密碼:        身份証號碼 (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 合共八個字符 

   例如 身份証號碼為 A123456(7), 密碼為 A1234567 

功能:            提供5M電郵空間 (地址為 : wsc-241256@hkedcity.net, 亦可提供電郵轉寄服務) 

   登記之帳戶可使用資訊科技教育城 之 教與學內容 

   提供私人檔案櫃 (50M 儲存容量)   
 

注意：課室的電腦只供上課使用, 同學不得擅自取用, 如有需要, 放學後可到 MMLC使用電腦。 

多媒體學習中心 (MMLC) 開放時間: 12:45–1:35, 4:00–5:25 (同學登記後即可使用, 嚴禁電腦遊戲。) 

同學如有任何問題, 可電郵聯絡 何釗志老師  ccho@pocawsc.edu.hk 

 

助學金資料 
為幫助有需要的學生，學校、政府、各個慈善機構都設有不同的助學金，請參閱下列資料： 
 
助學金名稱 政府大學預科生活津貼 

申請資格 1. 是香港居民；  
2. 在教育局認可的學校，修讀全日制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六或中七課程；及  
3. 有經濟上的需要。 

申請日期 接受申請日期﹕2010年 7月 2日          截止申請日期﹕2010年 9月 30日 

申請辦法 本生活津貼現已接受申請，學生可向就讀學校索取申請表格，或網上下載申請表格及

申請指引。填妥的申請表格必須經校長交回學生資助辦事處。 

查詢 網上查詢     http://www.sfaa.gov.hk/tc/other/content23.htm 

 
助學金名稱 葛量洪獎學基金-葛量洪生活津貼 

申請資格 1. 教育局認可中學(中四/高中一至中七) 之日間課程；  
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以下部份課程 

申請日期 接受申請日期：2010年 7月 2日          截止申請日期：2010年 9月 30日 

申請辦法 本計劃現正接受申請，學生可向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 34樓葛量洪獎學
基金委員會索取，或處網上下載申請表格及申請指引。填妥的表格必須經申請學生就

讀學校的校長 / 學系主任交回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 

查詢 網上查詢     http://www.sfaa.gov.hk/tc/other/content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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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名稱 星島慈善基金貸款助學金 

申請資格 凡有經濟需要並就讀於上述院校(包括中學) 的全日制本地學生
(註)
，均可申請。 

申請日期 整個學年內均可申請，直至款項用畢為止。 

申請辦法 緊急援助貸款適用於中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學生。有需要的學生可透過校方申請。

查詢 網上查詢     http://www.sfaa.gov.hk/tc/other/content23.htm 

 
助學金名稱 中、小學生資助 (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上網費津貼計劃) 

申請資格 中一至中七﹔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申請日期 多個程序(請參考網上查詢) 

申請辦法 自行寄回申請表往資助辦(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上網費津貼計劃) 

查詢 網上查詢     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ftsc.htm 

 
助學金名稱 少清助學金(計劃中) 

申請資格 本校就讀同學 

申請日期 整個學年內均可申請。 

申請辦法 透過班主任或社工申請 

查詢 可向班主任查詢 

 

社工有話說 
各位好﹗我們是學校社工吳麗鳴姑娘、黃美芝姑娘，新的學期開始，希望大家有個新的開始﹗今年

黃姑娘的駐校時間是逢星期一、三；吳姑娘的駐校時間是逢星期二、五，社工房電話：2417 9014，
歡迎同學或家長與我們聯絡。 

朋輩調解計劃 
10-11年度朋輩調解計劃現正開始接受報名，有興趣擔任朋輩調解員的 F.4 – F.6同學請到吳姑娘/黃
姑娘報名，截止日期 17.9.2010。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 TEEN地』之 【寫我深情系列六 – 寵物情緣】 
新一期【家福 Teen地】已經出版了！今期我們以【寫我深情系列六 – 寵物情緣】作為主題，每班
送上兩份給大家傳閱。下一期的『家福 teen地』主題是「我有 say - 追求金錢的意義」(表達追求金
錢的目標，為了模型？衣服？課外書？或是其他更重要的事物？)我們非常希望得到同學的投稿，
如果同學有一些照片(須自己拍攝，並附上約20字之描述，或者寫一篇不多於200字的文章，大家
可將作品電郵至hkfws_newsletter@yahoo.com.hk，並將檔案以「學校名_學生姓名_班別_題目」命名。

為確保相片質素，請同學分開附上文字檔案及相片檔案。以硬照投稿者，則可將作品交給吳姑娘或

黃姑娘。作品一經刊登，本刊將贈送價值50元的書券以茲鼓勵。請多多支持、多多投稿！ 如有任
何查詢，歡迎與學校社工聯絡。截止收稿日 2010年 10月 8日。 
 

中史作業費用收取 
 為加強初中學生的思維訓練，中史科已為中一至中三的同學製作一本「技能訓練工作紙」，每

位同學需繳交 $13.5，由中史老師收取，家長敬請留意。 
 
‧‧‧‧‧‧‧‧‧‧‧‧‧‧‧‧‧‧‧‧‧‧‧‧‧‧‧‧‧‧‧‧‧‧‧‧‧‧‧‧‧‧‧‧‧‧‧‧‧‧‧‧‧‧‧‧‧‧‧‧‧‧‧‧‧‧‧‧‧‧‧‧ 

 
所 有 同 學 須 於 9 月 13 日交 下 列 回 條 予 班 主 任 存 檔  

本人已閱畢 貴校《清旬》第二百零一期，知悉《清旬》為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如遇假

期則提前或押後）向學生派發。本人明白家長有責任閱讀學校發出的通訊和通告，並及時因應需要作出回覆。本人當督促敝子弟準

時將《清旬》及其他學校通訊交予本人覽閱。 
班別：F.____________(    )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