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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校長訪談》原文摘錄︰實踐理想 清風送爽 
今年最強颱風「天兔」襲港的翌日，記者訪問寶安商會王

少清中學，校舍位於荃灣的邊陲，拐個彎就上屯門公路了。該

校手球隊在葵青區、荃灣區很有名，學業成績也相當出色，三

年前轉為英文學校，校風純樸，深得家長們的喜愛。 

鍾佛成校長 2010 年上任，帶領學校走過三年英中歲月，他

的格言「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和校訓「敬遜時敏」一脈相承，

所以三年來是愉快的。他理想的學校是充滿關愛和人情味，學

生發展要全面，街坊們都有口皆碑了，他希望追求卓越。 

蔓，門口的盆栽也整整體齊，去校務室途中被操場的綠化吸引，

後來參觀時才知道有假山、池水、旱柳，還有寫上「清園」的

石景，彷彿去了江南一般。記者暗暗感謝「天兔」手下留情。 

上溫文爾雅的鍾校長，更像去了江南的書齋；校長面目慈祥，

訪問後記者忘記帶走學校的資料，他從校長室直衝出學校。「吳

先生！」記者一回頭見他雙腳在煞掣，去勢才稍稍緩了下來。 

送考生利是意頭食物 

後來我們一起重返校長室拿東西，記者告訴他剛跟攝影師

說起：你長得有點像前國家總理溫家寶。鍾校長是個和藹的長

者，絕非不怒而威的校長，這與他的出身和家庭的教養有關。

但在分享他的故事前，先看看學校的公開試成績，這些他那天

幾乎沒提過。近十年來，學校公開試優良率一直上揚，自 2008

年以來保持三十巴仙以上。2013 年文憑試成績更彪炳，一百九

十位應考，拿到十七個 5**、四十一個 5*、一百二十二個 5。一百四十五位學生符合本地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入學

要求，比率高達 76.32%，全港的比率僅為 38.9%。 

說起準備公開考試，鍾校長除了鞏固學生的英文成績，還給每位考生派大利是， 含 12.2 蚊，寓意「實在容易，

過得容易！」他樂滋滋地說。他還舉行新春五福臨門糖水宴，食物的名字都很好意頭，比如代表成績優良的優 X 良

品肉乾，代表吉星拱照的沙糖桔等等。 

教育對鍾校長而言從來都富人情味，這與校董會希望建立以心為心的關愛校園不謀而合，於是由港島的名校跑到

荃灣擔任校長。他出生在八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教書的哥哥大他十多歲，經常分享學校的幸福事，比如元朗鄉民家長

過時過節送瓜菜、雞蛋，當然，那是遙遠的六七十年代。 

鍾校長中學時代已經是義工團團長，在石排灣的成人夜小學教漁民子弟，「那些同學都很認真學習，當時給我感

受最深刻的是，教育真的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 

留學英國慘變火柴人 

他還在服務視障學生的心光學校幫過忙，「後來考入師範，義工團舉辦夜小

學，請了我做校長，於是開始接觸學校的行政工作。」他表示自己讀書成績平庸，

課外活動也不出色，做中學校長前也沒當過副校長。 

他形容自己的校長之路是傳奇和艱難的，當年高考成績進不了大學，對於讀

師範原有點不願意。「我是一心想教書的，覺得文憑教師與學位教師差別大，但我

覺得既然進去就要認真讀，老師教得也認真，因此成績還不錯。」畢業後教港島

英中，但沒有讀過大學始終是他的遺憾，於是白天教書，放學做四五份補習，天

黑再教夜校，希望能儲八萬元去英國讀書，結果好不容易儲了 7 萬就圓夢去了。 

清旬 
               

The 

Ringing 

Ten 

 
 

 

 

 

 

   201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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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清旬》第二七九期                             第二頁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 

英倫歲月比苦瓜還苦。「很彷徨的。一天只能花 1 英鎊，一天三餐如何過？別想吃早餐，下午吃個麵包或不吃，

晚上用 1 英鎊買火雞翼、黃芽白煲到軟。錢還不夠，就去外賣店打工，周五晚上做到周日早上。老闆娘對我也好，有

時買條紅衫魚給我吃。」記者看當年相片，簡直不相信那火柴人就是鍾校長。 

「我到那邊瘦了二十磅，後來去看醫生，醫生還擔心是不是有愛滋病，其實只是營

養不夠。後來我周日還給在英國長大的中國人補習中文，之後生活才好一點。我總跟同

學說，我當時也入不了大學，但做事情一定要鍥而不捨，不同階段都要不斷學習。我當

時也沒想到二十年後會當校長，再艱苦都好，像我在英國喝鹽水那樣，捱得過去就有好

的人生。」 

能吃苦是時代鍛煉出來的，但做人處事的價值觀是家人身教的，鍾校長就是爸爸媽

媽和哥哥的混合體。「爸爸媽媽都很好，好在能以身作則。爸爸很盡責、慈祥，對每個人

都很好，就像張活游。我們並不富有，但朋友周轉有問題，他會讓對方在家裏住，說本

來已經十個人開飯，不差多雙筷子。所以他朋友很多，而且都很尊重他。」 

「我媽媽沒讀過書，全靠自己看報紙自學，竟能看懂報上的社會時事，還經常跟我

們講道理，什麼『得人恩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香』，說的琅琅上口，做人一定要知恩

圖報。哥哥則是我的 role model，所謂長兄當父，他有學識，看事情看得遠，解難能力強，很多決定他都會給意見。」 

他做人處事秉承家人的教誨，努力工作盡責任，還不斷讀書增值。 

與恩師齊讀碩士課程 

說起讀書教育之路的難忘事，他表示遇到幾位好老師，「比如有位英文老師，我很仰慕他的豐富學識，我們叫他

Mr.Dictionary，詞彙十分驚人。他教歷史也有趣，懂得把乏味的歷史代入當時的時事，能兼顧過去結合現在。而且，

他對任何人都很有禮貌，與任何人接觸都是那麼謙卑」。鍾校長後來也教英文和歷史。 

有趣的是，離開學校十多年後，鍾校長與恩師在碩士課程中相遇，退休後兩人亦師亦友。「1997 年七一回歸那天

剛好是三號風球，知道他身體不好去電問候，他說很不舒服，於是我陪他入院。」沒想到在醫院的急症室，鍾校長遇

到了自己的學生，對方剛好當值，「二話不說就照顧我老師。我回家後給他發 SMS 致謝，他說了一句話，讓我非常窩

心」。 

「『My honor and pleasure, I always learn from you to be humble and always remember your kindness.』這就是生命影響生

命，我如何對他，他原來都記住，還懂得回報，還不是一般的回報，懂得關顧其他人，這讓我很感動，這就是教書最

大的回報。」鍾校長現在也不斷提醒同事，校長、老師、工友都是不可缺少的崗位，都要互相尊重，老師要看到學生

的需要，備好課，讓講課活潑點。 

訪問那天，記者連坐兩輛的士都被趕下車，司機聲稱自己來自港島，不知道怎麼去王少清

中學。於是，記者問鍾校長為何從港島來到這家荃灣中學？說也巧合，那跟恩師有關，原來那

位恩師住在荃灣，所以他比的士司機更熟悉那區。鍾校長之前接受校內小記者訪問時說過加盟

王少清中學的原因，「我幾位朋友住這裏，他們的子女就是王少清的學生，他們給學校的評價

非常高……學生上進、語文能力高……老師用心教學」。 

鍾校長說：「教書是很直接的，與學生的關係也近，只要用心教書也容易看到回報，他們

公開試成績好代表自己成績好。但我覺得教書發揮的空間很小，你對學生的數目就不過一百多

人，加上經常備課、改簿，這些雖然也很重要，但要展示自己的教育理念，當校長的空間比老

師大。校長當然不好當，但是可以建立學校文化，慢慢帶領學生走上更高的階梯。」 

做人處世德行最難教 

回顧這三年的經歷讓他很開心。「校訓敬遜時敏與我的理念很相似。有位老師跟我說過：『做老師不但是為經師，

而是要為人師。知識是具體的，要傳授給同學不難，困難在教育裏把做人處世的德行傳授給學生。做人要尊重別人，

保持謙遜，還要與時並進。」鍾校長表示學校需要好的硬件，但同樣需要好的軟件——高質素的持份者，這當然包括

好的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 

「我希望用關懷教育學生，有句話：The heart of education is the education of the heart. 學校就像艘船，無心之人就不

要上船。說實話教書回報有多少？就算是校長的人工，比起做生意，或者跨國公司當個小經理，人工都有所不如。教

書要用心的，用心才有意義。我跟同事說，這就是我的理念，幫學生在學業上不斷求進，這也是學校的理念，所以我

在這裏很開心。」 

「過去學校跟現在很不同，以往的傳統英中，學生水平都很高，家裏都是說英語、看英文報紙，經常去外國旅遊，

眼界開闊。像現在的學校難免輸在起跑線上，我們要讓他們多出去。」鍾校長說。 

名校的學生出身條件好，還未到起跑線已經贏了，穿的是帶氣墊跑鞋而不是白飯魚，看收費電視學習保特的跑姿，

是標準的、專業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呢？跑步是一種逃難本能，是躲避藤條的慌不擇路的跑。 

王少清學校每年有獎學金，讓兩位同學去英國遊學幾個禮拜。「我們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他們出發前感謝校長，

珍惜得很，回來希望承傳給其他同學。」鍾校長說。 

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改變人的命運，如果一些人的命運早已注定是幸福的，那麼教育的功能就小得多，難怪那天鍾

校長常說很享受在王少清的日子了。                        
(文章摘錄自 9 月 30 日《信報》C4 版「校長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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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學會 2013-2014 會員招收 
本年度攝影學會現正招收會員！攝影學會將舉辦多個活動，如攝

影比賽及攝影 OUTING 等，會員可優先參加。請同學於 10 月 15 日或

之前，到操場攝影學會壁報版 或 課室壁報報名！會員大會將於 10 月

18 日 1 時正於 Art Room 舉行，屆時將收取$5 入會費(包一盒紙包飲品)。 

通識教育活動—參觀立法會 
通識教育組將安排中五級同學於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7 日期間，分組參觀立法會。詳情如下： 

日期 循環日 (Day) 班別 帶隊老師 預計完成時間 

9/10 

(星期三) 
1 

5A + 5F 

(單數同學) 

林禮賢老師 

徐雅然老師 
下午 四時十五分 

16/10  

(星期三) 
5 5E 許雋良老師 下午 四時十五分 

13/11  

(星期三) 
1 

5D + 5F 

(雙數同學) 

梁俊昌老師 

譚兆庭老師 
下午 四時十五分 

20/11  

(星期三) 
6 5B 梁俊昌老師 下午 四時十五分 

27/11  

(星期三) 
3 5C 徐雅然老師 下午 四時十五分 

上述各班同學將於參觀當日下午一時十五分離校前往立法會，活動完結後，同學將於立法會大樓自行解散。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招募(2013-14)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一直致力提拔及培訓本地的資優學生，透過

與教育局及各大學合辦不同範疇的活動(如課程及比賽等)，讓資優

同學的潛能得以展現。學苑為所屬學員舉辦多元化的課程，質素甚

高，一般由大學教職員、講師或教授任教。現時提供的課程已經覆

蓋十多個不同學習領域。 

每年學苑均會在各中學招收新成員，包括在以下四大範疇具能

力及潛質的同學：1.數學 2.科學 3.人文學科 4.領導才能。曾經接受

資優培訓、或對自己以上四個範疇有信心的同學，均可向學校自薦

參加校內選拔。經本校有關老師細心挑選後而獲提名的同學，須參

加學苑之筆試或小組面談。正式獲得學員資格的同學，可自由參與

由學苑舉辦並獲大學認可的活動，既可擴闊自己的視野，增廣自己

的見聞，亦間接提升將來升讀本地大學的機會。 

凡對是次招募有興趣的中一至中四級同學，不要埋沒自己的潛

能，可瀏覽網址 www.hkage.org.hk 了解活動詳情，並於 11 月 8 日 (星

期五) 或之前到教員室向尹國棟老師查詢及報名。 

備註︰本校過往每年均有 8 至 10 位同學成功被學苑挑選成為

新成員，積極參與有關的培訓及課程，為將來升學的路徑打好基礎。 

2013年度科學學會聯合迎新大會  
本校科學學會由物理、化學及生物三個學

會聯合組成，致力為同學安排一系列有趣的科

學活動、實驗、參觀及比賽，提升同學對科學

的興趣，增進同學科學的知識，為將來升學及

就業及早鋪路。 

科學學會將舉行聯合招生大會，歡迎同學

踴躍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2013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三 Day 5) 

活動內容：迎新、學

會成員介紹、全年有

趣活動推介、實驗示

範及茶點招待 

費用︰港幣 10元正 

地點：209 室(英文室) 

時間：下午 4 時正 對象：F.1 至 F.3 

凡有興趣成為本年度科學學會會員的同

學，請即於課室壁報上填上自己的姓名，並帶

同會費$10 出席會員大會即可。若有任何疑問，

歡迎聯絡學會任何一位負責同學︰5F 伍麒瑾、

盧葦 (物理學會)；5D 蔡穎棋、陳嘉慧 (化學學

會)； 5A 陳穎心、5F 藍虹蕓 (生物學會)。 

2013-14 作家班上學期導師簡介—鄧小樺女士 

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畢業於中文大學中文系，後於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取得哲學碩士學位，主修文學。於各大報

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評論，並於各大專院校及中學教授創意寫作多年。文學雜誌《字花》創刊編輯之一，曾獲中文

文學獎散文組冠軍、新詩組亞軍，大學文學獎新詩組冠軍等。著有詩集《不曾移動瓶子》、散文集《斑駁日常》、訪問集《問

道於民》，並編有文學合集數種。為本土行動及藝術公民成員，2010 年參選藝術發展局文學範疇代表選舉。曾任電台文化

節目及青年意見節目主持，及曾任職誠品書店銅鑼灣店副店長。近年策劃不少文學及跨媒體表演計劃，現為香港文學館工

作室召集人，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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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同學購買《生涯地圖︰高中事業發展學習工具》 
由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編製的《生涯地圖︰高中事業發展學習工具》一書，透過自我認識和職業性向測驗，配合學生升

學及事業發展需要，為未來作好準備。同學會於中四至中六期間，透過課堂及自我學習，完成有關課業。 

《生涯地圖》一書費用為 27 元，請於 10 月 18 日前交班主任辦理。 

中六第一學期測驗週及畢業禮的特別安排 
為幫助中六同學做好升學準備，本校將於第一學期測驗週 (28/10—1/11) 及畢業禮 (23/11) 當日舉行不同主

題的升學講座及活動。詳情如下︰ 

1. 第一學期測驗週 

日期 時間 講座/活動 地點 

31/10/2013 

(Day 4) 星期四 

12:50-4:30pm 「劃」出明 Teens 工作坊 

—由基督教女青年會社工主辦，通過活動，鼓勵同學建立人生目標 

禮堂 

一樓課室(101-107) 

1/11/2013 

(Day 5) 星期五 

1:00-4:30pm 升學模擬面試日 
—由中六班主任、科任老師、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主持，同學以

英語、粵語或普通話自我介紹及小組討論 

***面試當日，學生可穿著校服或端莊的套裝(男﹕恤衫、西褲及皮

鞋﹔女﹕褲裝或裙裝、皮鞋) 

禮堂 

MPA 

課室 

***備註﹕兩天上午照常上課 

2. 畢業禮 

日期 時間 講座/活動 地點 

23/11/2013 

星期六 

8:00-9:30a.m 

(畢業典禮前) 

校友分享 

—為香港中學文憑試(DSE)作好準備 

—JUPAS 選科策略 

MPA 

2013-14 中一同行閣學長計劃安排 
輔導組—「同行閣」將會為所有中一同學提供為期一年的學長計劃，引領同學成長，發揮關愛精神。我們

已訂於 10 月 16 日 (星期三) 舉行首個聚會，請所有中一同學於當天準時 1:00PM 回到課室參與學長為大家準備

的活動。 

學長名單 

5F 鄭樂遙 (主席) 5B 劉詠麒 5D 陳穎琪 5F 黄敬維 4C 方紫珺 

5E 楊嘉怡(副主席) 5B 李愷晴 5D 林愷晴 5F 鄭詠恩 4F 陳思行 

5B 梁茜琦(副主席) 5C 薛嘉穎 5E 丘柏勤 5F 盧葦 4F 梁凱盈 

5B 林洋海(副主席) 5C 林裕康 5E 陳家華 5F 姚蔚瑄 4F 梁泳瑜 

5A 易欣儀 5C 翁暢棋 5E 潘愷敏 5F 葉茵淘 4F 曾祥如 

5A 蕭貝蒂 5D 柯雅容 5F 曾浩華 5F 麥梓維 4F 黃樂曦 

5B 江宛蓉 5D 何穎欣 5F 林遠翔 4A 張晶煜      

5B 陳琳 5D 羅坤兒 5F 鍾志誠 4B 何晉傑      

5B 陳雅琪 5D 江善銦 5F 林俊彥 4C 楊慧雅   

5B 江敏華 5D 譚嘉瑜 5F 范家歡 4C 廖健汝   

 
內容更正啟事 

上期《清旬》有兩處地方資料錯誤，現更正如下︰ 

1. 遜社社監老師並非「徐笑珍老師」，應為「趙懷

信老師」 

2. 留堂班地點非「502室」，應為「509室」 

如上述錯誤對各位造成不便，謹此致歉。 

編輯部 

 

*今屆選舉總票數︰935 

學生會選舉結果 

得 471 票當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