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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優越，再創佳績﹗ 

本校逾 8 成學生於首輪聯招獲派學士學位 

遠超全港平均水平 (32%) 

JUPAS 首輪派位焦點: 

1. 高達 99 位同學(83.9%)獲得學士學位(DEGREE)取錄，比

上年度高 27%，更比全港平均 32%高近 50%。 

2. 高達90位同學(76.3%)獲得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DEGREE) 

取錄，比上年度高 29%。 

3. 獲 8 大取錄人數比例創新高，當中獲 3 大(港大、中大、

科大)取錄的人數於 8 大中佔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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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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清旬 
The 

Ringing 

Ten 

以下 14 位考獲 30 分或以上同學的升學出路︰ 

相中位置 學生姓名 總分 5** 5* 5 4 升讀大學 升讀學科 

前排右三 馮穎俊 37 3 1 2 1 香港大學 理學士(測量學) 

前排左三 徐民諾 36 0 7 0 0 香港理工大學 眼科視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前排右二 陳浩裕 33 2 0 3 2 香港理工大學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前排左二 麥嘉豪 33 1 3 0 2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前排右一 陳澤富 33 1 1 4 1 清華大學 土木工程系 

前排左一 鄭雯馨 32 0 3 2 2 香港中文大學 法學士 

後排右四 黃子恩 32 0 2 4 0 香港大學 文學士(建築文物保護) 

後排右一 丘嘉裕 31 1 1 2 2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後排右三 洪唯哲 30 1 0 3 3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後排左三 林巧瑜 30 0 3 0 3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 

後排左四 陳泳霖 30 0 2 2 3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士（生物科技及商學) 

後排左一 黎賡憲 30 0 2 2 3 香港理工大學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後排右二 楊心怡 30 0 2 2 3 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 

後排左二 朱怡霖 30 0 1 4 1 香港大學 工學學士 

 ^備註﹕包括數學(延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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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社會義之所在，作育英才任重道遠  

本校榮獲第一屆「學校社會責任獎」 

該獎項由《鏡報》設立，

本年度是首屆舉辦，旨

在透過表揚熱心帶領學

生參與各項義工服務、

公益慈善活動的學校，

肯定其在栽培青少年

「意志、道德、智慧」

均衡發展的功勞，並表

達對教育界在培養社會人才方面履行社會責任的欣賞和重視。本校一向致力於學生的

「全人發展」，一直帶領學生參與各項服務社區、公益慈善的活動，既有益於社會大

眾，亦培養學生的同理心，提升他們的團隊意識，增加他們的社會經

驗，多年來栽培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成為於各個範疇獨當一面人才，

故是次獲獎實致名歸，既屬本校老師的殊榮，亦是對所有校友和學生

貢獻社會的肯定。 

體現創新教育，發揮學生創作潛能 

本校學生於紡織品設計比賽獲全場總冠軍 

由南豐紗廠、大教育平台及團結香港基金

合辦的「Techstyle 暑期創業」紡織品設計

比賽，本校中三及中四同學利用暑假設計

了一件多功能戶外新生嬰兒軟墊，並研究

營銷策略，終獲全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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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六名同學於「恒隆．築跡–年輕建築師計劃」 

奪多項殊榮，獲$12000 獎學金及海外交流機會 

我校六位中五同學參加了由恒隆

地產策動的「恒隆．築跡–年輕

建築師計劃」，他們和來自全港不

同中學的三百多位同學在建築師

和導師陪同下，透過一系列講座、

導賞團、互動工作坊，遊走香港

各區，探索各區的特色建築，欣賞建築之美，並同時了解香港的歷史與文化。 

在該項目的建設築路線設計比賽中，我校同學以「客」居荃灣為題設計了一條貫穿荃

灣不同年代建築的導賞路線，訴說荃灣的發展歷史。我校同學最後在三百多名對手中

取得第二名，除獲得 HK$12,000 獎學金外，亦於暑假參加了四天新加坡建築導賞團。 

本校隊伍亦在該計劃內的「微笑中的建築物攝影比賽」中獲得佳績，在芸芸八十幅參

賽作品中，有三幅入選其中十幅得獎作品。 

 

 

 

 

 

▲郭庭欣 （前排右三）的《屋邨中的小丑》於「微笑中的建築物攝影比賽」獲專

業攝影師評審評為最高分，劉蔚姸 (後排右一) 及駱昫盈 (前排右一) 的作品亦獲選

前十名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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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聖約翰救傷隊兩支隊同慶銀禧 

校監趙熾堅先生親臨主禮 

 
25 周年紀念會操中，趙校監以檢閱官身份檢閱救護

見習支隊及護士見習支隊，並致訓辭勉勵同學繼往

開來，再創高峰，並代表本隊致送紀念品予帶領隊

伍多年的老師。際此銀禧盛典，邀得校監親臨主禮，

舊生及現役隊員齊聚會操，薪火相傳，場面肅穆莊嚴，更洋溢濃厚的感恩之情。 

 

 

Our New Rotary Scholars 

Congratulations! After having attended the 

interview held by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Wan Chai Rotary Club, four candidates 

won the scholarship to England during 

summer vacation. They are Cheng Tsz Hin 

(3C), Ho Si Qi (3D), Yu Yee Yeung (4B) and 

Ng Wai Yan (4B). Awardees took a 3-week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 and learned more 

about the English culture. Not only did they 

improve their English, but their horizons have 

also been widened. 

 

▲相中 (穿制服的全為本校舊生) 在本隊成長，對母隊充

滿歸屬感。現仍在救傷隊不同崗位繼續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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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with an Inquiry and Leave Inspired 

 — Ms Francis Huen‘s I-Journey 

Our English Teacher Ms Francis Huen was selected among 

over 100 candidates to partcipate in the ‘I-Journey’ Paid 

Non-local Study Leave Scheme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organis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of Hong Kong.  It has 

been a uniqu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s Huen as she had the 

invaluable opportunities to visit Helsinki and Jyvaskyla in 

Finland whose education system has been frequent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odel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course of her journey, not only did Ms Huen have indepth studies of the national policies, educational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lates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Finland, she also took part in various workshops and 

attachments to enrich her knowledge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TEM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s well a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nd to share good 

practices with fellow passionate professional educators from Hong Kong and overseas.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to learn more about Ms Huen’s inspiring journey. 

 

 

Australia Study Trip 

After our successful trip to the UK last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rganized another trip to Australia in 2018. 

Students were not only given an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English in a high school there, they also visited the 

advanced science laboratory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ne 

of the renowned tertiary institutions in Australia. Our 

appreciation goes to the kind assistance of teacher, parents 

and Ms. Evita Wan, School Sponsoring Body member who 

coordinated the visits to those university cutting-edge 

research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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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開放時間：   

(一) 學校大門之開放時間為： 

星期一至五：上午七時十五分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 

(學生請於十一時四十五分準備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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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前離校(五時四

十五分準備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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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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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為方便中五和中六同學準備應付公開考

試，學校將會開設晚間自修室(學生活動

室)，以便同學留校溫習，請留意有關宣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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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不得借故逗留及影響工友工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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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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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負責老師申請並在場指導下才可借用。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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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損壞  : 
本校員生如發現校內設施有損壞，請向校務

處報告及填寫「校內設施損壞報告」，以便安

排維修。  

小食部承辦商：  

本學年由「焯慧食品有限公司」

承辦本校之食物部，並由「食物

部委員會」監管，委員會定期與

承辦商檢討有關服務；委員會成

員包括謝穗芬副校長、嚴麗意老

師、家長教師會和學生會代表，

歡迎家長和同學向委員會提供有

關小食部服務之意見。  

中五及中六同學申請退修科

目處理  
1.  中六同學於十月八日 ,  文憑試報考截止日後 ,  不

可再申請退修科目 ;  

2 .  凡選修三個選修科目的中五同學 ,  可於第一學期

測驗後 ,  退修一科選修科 ,  截止申請日期為十一

月六日 ( Day 6, 星期二 ) ;  

3 .  中四同學 ,  如無特別理由 ,  只可於第一學期測驗

後有一次申請轉科機會 ,  詳情於下期清旬公佈。  

中六級 - 舊生升學資訊分享日 18-19 
中六級同學選科在即，面對聯招(JUPAS)內超過 300 個課程的選擇，往往無從入手。故此，升輔組每年均於 9

月份邀請近 20 位正在修讀大專課程、來自不同學

院的舊生返回母校，向師弟妹提供第一身課程資訊。

本年度分享日訂於 9 月 22 日(六)，請同學預留時間

出席。 

所有中六級同學必須出席；如有疑問，請聯絡何嘉

麗老師或譚兆庭老師。 

活動名稱 舊生升學資訊分享日 

日期 2018 年 9 月 22 日(六) 

地點 本校禮堂 

集合時間 上午 9 時 15 分 

散隊時間 約中午 12 時正 

對象 全級中六同學 

衣著   整齊校服/體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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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學生個人意外保險 
教育局每年均為學童購買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保險，唯該保險並不包括意外受傷的醫療費用。為讓學生得到

額外的保障，本校利用特定用途津貼為全體同學購買「學生個人意外保險」，保障期由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條款摘要如下﹕ 

保障項目 保障額(港幣) 

1. 意外死亡 100,000 元 

2. 永久完全傷殘 (例如喪失四肢、失聰、失明等) 100,000 元 

3. 意外醫療費用 (包括跌打和針灸醫療費用，每次最高賠償額為港幣 2,000 元，每人

每年最高的賠償總額為港幣 4,000 元) 

5,000 元 

4. 意外燒傷賠償 (二級或三級燒傷) 50,000 

保障由下列 4 種情況引致的意外﹕ 

1. 校內及上課時間 3. 在香港境內由學校所舉辦的活動 

2. 前往學校或下課回家途中 4. 乘搭學校所擁有或租用的汽車途中 

如同學在上述情況下意外受傷，應立刻向校務處申報及處理申領保險事宜。 

備註﹕ 

1. 「學生個人意外保險」並非學生一切的保障，如有需要，家長可自行為同學購買其他保險。 

2. 保險費用由學校支付，校方會定時檢討有關保險的需要及安排。 

3. 一切保險條款以保單為準。 

4. 賠償最終由保險公司決定。 

惡劣天氣以外緊急情況  本校將會作出特別安排 
教育局第 9/2015 號通告建議學校在緊急情況下作出各項安排。該通告述明，因惡劣天氣以外的緊急情況，如

傳染病爆發、交通突然中斷等，教育局以學生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或會建議全港或個別地區的幼稚園、

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停課。 

1. 經本校法團校董會全面評估及深入商討後，於上述情況下，本校會依照教育局的建議停課。換言之，

當教育局發出停課建議的公布，家長不應送貴子弟回校。 

2. 就本校停課的安排，請家長留意載於學校網頁或手機短訊的公布。 

3. 為配合實際需要，在停課期間本校會開放予有需要的同學使用。同學如因特殊情況需於停課期間回校，

必須穿著校服，並在正常上課時間內回校。 

4. 停課期間所有考試／測驗／課外活動將會延期／取消。除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另行公布，否則由該局

舉辦的公開考試會如期舉行，學生須依時應考。務請留意該局的相關公布。 

5. 為免干擾學生的學習，本校已為學生安排停課期間的學習材料及課外讀物，並上載至學校網頁。請家

長留意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6. 為保障貴子弟的安全，本校勸喻家長讓子女在停課期間留在家中。 

訂閱《明報通通識》 
本校通識組將安排中四至中六同學訂閱《明報通通識》（附送港聞、中國及國際版電子報），詳情如下： 

訂閱日期 

中四、中五：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逢星期一及四），共 50 期 

中六   ：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12 月 17 日（逢星期一及四），共 24 期 

費用 

中四及中五：$50 

中六   ：$24 

科任老師將於九月底向同學收取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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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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資訊科技教育城hkedcity.net 

(直接開啟http://www.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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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碼 

身份証號碼前五個字符，例如︰身份証

號碼為A123456(7), 密碼為A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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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cA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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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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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紙數量 

F.1–F.3(30張)、F.4–F.5(50張)  

F.6(100張)修讀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者將

額外加紙。 

 

進入學校內聯網eClass/ eClass App 

(可經學校網頁進入及 
以流動裝置接收通告及即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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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使用者名稱 
「s」+ 學生編號(e.g.  s241256))  使用者名稱 學生編號(e.g. 241256)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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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身份証號碼前五個字符 

例如︰身份証號碼為A123456(7), 密碼

為A1234 

密碼 

學生身份証號碼前五個字符 

例如︰身份証號碼為A123456(7), 密碼

為A1234 

 

功能 

 

於任何地點，包括校內校外均可存儲個

人檔案、功課、教材等 

功能 

 

校曆表、學校宣佈、網上教室、校內試題

庫、內聯網電郵及家長App等 

 

*注意： 

1. 課室的電腦只供上課使用，同學不得擅自取用，如有需要請使用MMLC或圖書管內電腦。 

2. 多媒體學習中心(MMLC) 開放時間：12:40–1:15，3:45–5:25，同學需先登記後方可使用，中心內嚴禁

玩電腦遊戲及飲食。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蕭友光老師 ykshiu@pocawsc.edu.hk。 

個人資料使用守則 
 《2012 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已於 2013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該條例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作

出了多項修訂，以提高個人資料的保障。 

  為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本校會透過學生/家長所填報的通訊地址、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等聯絡方式通

知校方最新資訊。在 9 月 1 日以後本校將會繼續透過上述途徑與家長保持聯繫。 除作上述用途之外，本校

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學生/家長的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並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

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 

 此外，學生和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照片及/或影像有可能會使用於本校的網頁、刊物、海報或宣傳品等。 

 如家長希望停止接收本校發出的資訊或不欲本校使用其照片或影像，請於 9 月 17 日(星期一)或以前以

書面通知並交回校務處。本校於收到通知後，會盡快處理有關事宜。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程兆麒副校長查

詢。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018/19 年度及 2019/20 年度特殊考生
需要的特別考試安排申請  
有特殊需要的考生  (例如殘障或長期病患考生 ) 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文憑試 )，可申請

特別考試安排  (例如︰安排在特別試場應考、延長作答時間、休息時間、獲提供點字或放

大試卷 ) 或豁免應考部分卷別  /  試題。學校考生的申請須經由學校遞交予考評局。  

本學年就讀中五及中六的同學，有需要申請特別考試安排者，請於 9 月 21 日前向班主任

提出，以便學校為同學遞交申請。  

珍惜地球資源 

http://www.hkedcity.net/
http://pocawsc.edu.hk/aero
mailto:ykshiu@pocaws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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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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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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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一至中六/高中三) 之日間課程； 

2. 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青年學院以下部份課程 (合乎申請資格的課程名稱

及編號詳見葛量洪生活津貼申請指引) 

申請日期 截止申請日期：2018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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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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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two 

助學金名稱 星島慈善基金貸款助學金 

申請資格 1. 教育局認可的中學 (高中一/中四至高中三/中六)全日制本地學生; 

2. 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年學院的全日制本地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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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認可專上學院及教育局認可的中學。有需要的學生可透過校方

申請。 

查詢 網上查詢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singtao/9.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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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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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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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overview.htm 

助學金名稱 蘋果助學金 

申請資格 1. 2018／19 年度在港就讀的中、小學生 (綜援家庭也可申請); 

2. 申請人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申請日期 直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為止 

申請辦法 於蘋果日報慈善基金網頁 https://hk-charity.nextmedia.com/site/cds_images/CHA/STUDENT_ASSIST/1._Application_Form__For_Secondary_&_Primary_Students_2018-19.pdf下載，截

止前填妥並寄回已簽署之申請表正本及附學校或駐校社工所屬之社福機構蓋章連同有關證明文

件副本。 

查詢 網上查詢    https://hk-charity.nextmedia.com/site/index.php?fuseaction=site.Download 

 

助學金名稱 循道教會助學基金 

申請資格 凡就讀中四或以上肢體傷殘或來自清貧家庭之學年 

申請日期 截止申請日期：2018年10月15日以前 

申請辦法 於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最新消息中http://www.yang.org.hk/tc/news.php點選循道教會助學基金 

或於http://yang.org.hk/ufiles/newsimage/1533873493.pdf下載2018-2019年度申請表格。 

 網上查詢  http://www.yang.org.hk/ 或 http://www.yang.org.hk/tc/news_detail.php?id=64 
 

http://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two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singtao/9.1.12.htm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overview.htm
https://hk-charity.nextmedia.com/site/cds_images/CHA/STUDENT_ASSIST/1._Application_Form__For_Secondary_&_Primary_Students_2018-19.pdf
https://hk-charity.nextmedia.com/site/index.php?fuseaction=site.Download
http://www.yang.org.hk/tc/news.php
http://yang.org.hk/ufiles/newsimage/1533873493.pdf
http://www.yang.org.hk/
http://www.yang.org.hk/tc/news_detail.php?id=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