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訊(雙月刊)第一期 

2009年 6月 

編者的話 
 

家長會為了建立家長與學校的溝通渠道，不定期的會

訊已創辦多年。然面對日益増加的資訊及希望建立一個與

家長互動傳達訊息與成果發表的園地，家長會遂決定另行

定期出版雙月刊，刊物名稱為「暢敘華園」，這是本次發刊

的主要目的。由刊物決定出版到付梓，再將刊物交到家長

手中，時間上有點緊迫，如果有不盡善美之處，請大家多

多包涵，並提供意見，以便改進。 

霧春三月，期待已久的新校長陳岡先生終於到任，本

刊率先邀約陳校長撰文，讓家長多了解陳校長。前校長蘇

中平先生雖於去年年底榮休，臨別依依，想大家仍然掛念 

 

 

他。今期之「蘇中平校長榮休歡送茶聚」報導及家長會 

兩執委親筆撰寫的文章，讓大家重溫前蘇校長的印象。 

今期「家長會活動花絮」報導「家長康體日」，內容

精彩。去年「秋季大旅行攝影比賽」已有結果，得獎作品

及評審趙起蛟老師的評語要先暏為快。閱讀小組的特稿，

期待小組的多向延伸活動與成果展示，能帶動更多人認同

與參與家長會的運作，讓家長會能發揮更高的效能。身體

力行，「家長天地」誠徵家長書評、書介，以推動家長與

學生齊閱讀的融和氣氛。 

4 月 30 日「華仁的通識教育」講座，由陳岡校長親

自主講，切勿錯過。 

專題－新舊校長 
新任校長陳岡先生 

 

各位親愛的九華家長： 

 

大家好！能夠於上任後不久在家長會《會訊》創刊號與大家溝通，實在感到榮幸。
本人於三年前成為九華大家庭的家長成員，相信從家長的角度經歷學校的教育，有助本
人與教職員一起把華仁的教育辦得更好。 

 

作為耶穌會辦的學校，我們致力依從以下的方向，做好與家長相關的工作： 

1、 學校的管理層和教師與家長緊密合作； 

2、 家庭與學校之間經常有溝通及對話； 

3、 學校向家長提供支援及學習的機會，使家長能更成功地履行他們的職責； 

4、 提供機會讓家長就學校所辦的教育提供意見； 

5、 提供機會讓家長了解耶穌會辦學背後的價值觀及世界觀。 

(意譯自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esuit Education, 131-132 段) 

 

如何在新高中學制起步之際，根據以上的方向，令我校的學與教、對學生的支援及
整體管理工作做得更好，正是我們當前面對的挑戰。我們有幸有一個充滿誠意、心火及
服務精神的伙伴，就是我校的家長會及其執委會。本人期望《會訊》能正如家長會一直
以來所做的各項工作一樣，令我們的家校合作能繼續根據上述的方面發展，令華仁的教
育辦得更好。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支持! 請繼續給予我們意見和鼓勵！ 

陳岡校長              攝影(4S)詹偉樂 

2009 年 4 月 2 日 

 

 (校長陳岡博士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及香港大學，曾任香港華仁書院教師、港大教育學院兼職講師、恩主教書院校長及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通識教育]，並於港大完成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校長的嗜好包括游泳、音樂與社會服務，現時
為聖雲先會[一個以探訪及扶助窮人為主要工作的組織]及港大利瑪竇宿舍管理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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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中平校長榮休歡送茶聚 

蘇中平校長榮休，家長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假座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了「蘇中平校長榮休歡送茶聚」，讓家長聚

首一堂，歡送敬愛的蘇中平校長。是日茶聚下午三時開始，

家長會主席、副主席先後致辭，感謝校長歷年的辛勤工作，

作育英才無數，並送上致誠的祝福。其後各家長亦紛紛發言

多謝校長對學生的付出及努力，並且關注校長的退休生活。 

家長會書畫班成員在趙起蛟老師指導下，集體創作國畫

「松菊圖」，並代表各家長致送予校長，為這一次溫馨的歡

送會畫上句號。 

 

 
校 長 榮 休                                                 家長會主席龐棣勛 

 
時間過得真快，不經不覺，蘇中平校長在華仁執教鞭

已有 36 多個年頭，而我也中五畢業了 31 年。我對蘇校長的

第一個印象，是由他的綽號「大隻蘇」而來── 一個練健

身鍛練得渾身肌肉的老師。但真正與他接觸及印象最深刻

卻是在 1977 年他當上副校長的時候；那年，我剛好與另一

個同學霍寶田計劃在學校成立一個「國術會」，我們的申請

是由當年的副校長，即今天的蘇校長審批。在正式獲得批

准成立那天（1977 年 11 月 1 日），他召見了我們两人。還

清楚記得蘇校長對我們說﹕「你們搞這個會，有一件事是我

最 希望見到‧‧‧」當時我猜想他一定是 想我們打「爛

仔架」，所以已準備怎樣保證 會容許此事發生。那知他接

著說﹕「‧‧‧我最 希望見到你們的這個「國術會」只能

維持兩、三年便後繼無人而要關門大吉。」我恍然大悟！這

便是華仁有別於一般學校的文化及智慧，在蘇校長身上表

露無遺，校長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蘇校長一直秉承耶稣會的教學理念辦學，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他對所有學生的態度，從學生進入華仁大門開

始，校長便本著 「hold people big」的精神去看待每一個同

學，堅信學生一定能够成材。一方面給予他們很大的空間 

去發揮自己的長處，尋找及逐步實現屬於自己的理想；另

一方面在學生們需要指導時，他又能給予適當的鼓勵及支

持。執筆之時，剛收到一批家長的電郵，表示非常感謝蘇

校長對他們兒子們的多年的教導，希望能安排機會當面向

校長致謝。 

這十多年來，九龍華仁面對教育改革及社會上結構性

的轉變，所遇到的困難及挑戰越來越艱鉅。但在資源並不

太充裕的環境下，我們的學校在多方面均有顯著的發展。

以學校的管絃樂團為例；相對於其他香港的名校，九龍華

仁學生家庭是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大部份學生都不是從少

便有機會學習樂器。但欣慰的是，在每年的音樂會上，我

們都見到學生的音樂造詣不斷進步，水準日見專業。這都

是在蘇校長帶領下，與老師們一同耕耘的成果。 

今年年底，蘇校長榮休了，相信大家跟我一樣也必定

對他依依不捨！不過，以蘇校長的睿智和經驗他一定會退

而不休的，在另一個層面繼續貢獻自己，並在我們有需要

時給予我們適當的指引。在此，我謹祝蘇校長身體健康、

身心愉快，好好享受人生另一個階段。 

 

 

 

 

 

   

 

家長會活動記事簿 
1. 「華仁的通識教育」講座︰4 月 30 日由陳岡校長及校監周神父主講；不同年代舊生分享通識教學經驗。詳情請

密切留意通告及短訊。 

2.  中一、二家長茶聚︰家長共聚於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分享及了解兒子在學校遇到的種種問題。約於 5 月舉行，確

實日期及詳情請留意通告及短訊。 

3. 親子活動「華仁一家之民歌比賽」︰華仁一家於 8 月 30 日舉行民歌比賽，歡迎家長一同參與，家長會希望

家長踴躍支持，與兒子一同參賽。有關報名詳情，請留意即將派發之通告，或瀏覽舊生會及家長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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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印 象                                           家長會秘書羅潔薇 

 
在家長會擔任了秘書的職務已有兩年，日常與蘇中平

校長的接觸並不多，印象中他是位木訥、不多言、但富於

幽默感的一位彬彬學者。而我對蘇校長的認識不是來自日

常接觸，而是來自文字。 

偶然翻閱兒子書架上的一本「九龍華仁書院創校八十周

年紀念冊」，我看了兩篇有關蘇校長的文章。一篇是訪問蘇

校長的文章，文中校長憶述在任期間令他印象最深刻的

事。校長印象深刻的事，並不是學校在他領導下，在公開

試成績彪炳﹔更不是學校興建了宏偉先進的校舍。那只是

一件前任校長黎烈德神父如何處理一個中五學生逃學到戲

院看淫褻電影被揭發的事。一個當了校長數十年，最令他

印象最深刻的竟是件小事。然而在校長的眼中，這並不是

件小事，因為這事令他體會華仁的教育理念，學生犯錯要

讓學生有悔改的空間和機會，在學習恕道之中，他上了寶

貴一課。一個以人為本教育者的感懷，他的身影在我腦海

中慢慢展開。 

另一篇是紀念冊的「前言」，蘇校長更道出教育工作是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育人才是艱辛和漫長的。但華

仁的教育除了要「樹人」，更要「樹仁」，是希望培出肯為

家庭﹑香港﹑中國及全世界的進步而努力的「華仁人」。校

長又引用了《中庸》的一句「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

恥近乎勇」來解釋如何「仁」。文中蘇校長又認為自己只因

職責關係才佔據篇幅，還希望將來有機會出版同類型刊物

時，可多訪問更多的「盡心為伸張社會公義和推動人類進步

而身體力行的人」，不應因他而浪費書中的重要篇幅。「學

問深時意氣平」，蘇校長也太謙了，其實很多在社會上有成

就的舊生，都曾是校長的學生，他們的成就是校長在悠悠

的三十六年教育工作中，辛勞的成果。校長就像位作曲

家，學生是樂章中的一個一個音符，是校長努力將音符譜

寫入五線譜上，千錘百鍊，莫失莫忘，最後才能奏出一首

首動人的樂曲。 

最近收到蘇校長一封信，呼籲校友和家長資助一名身

患危疾的華仁舊生到台灣接受治療。信中關顧之情，蹦然

信紙上。信件發出後引起極大回響，反應積極，很短時間

就已經籌募到大量款項。而校長榮休後更成立基金，幫助

行將退休的學校員工及有需求的學生，繼續身體力行為學

校服務。 

是的，蘇校長要退休了，雖有不捨，但他對學校關顧

的情懷依舊濃濃飄盪在這個學風純樸校舍的天空，校長撰

寫的樂章仍在傳唱中，歌聲嘹亮，旋律縈繞，久久不絕。 

 

「牛轉乾坤」新春行大運遠足活動 

                         

`           

    

 

 

 

    
   每年家長會均於新春舉辦「新春大運行」遠足活動，以加強家長之間的聯繫。今年的新春遠足活動已於 2
月 22日舉行，遠足路線由太平山頂至龍虎山郊野公園路段。當日，初時天氣欠佳，天空下著絲絲細雨，然無減

各參加者的興致。開步不久天氣更漸轉晴朗，一眾在歡愉的氣氛下完成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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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活動小組特稿 

閱讀小組                                                 曾慶輝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成立閱讀小組以協助學生培養良

好的閱讀習慣。小組透過學生會屬下的中文學會及英文學會

舉辦活動及創造平台，目標在增加同學閱讀之興趣。在過去

兩年，先後推行了 “閱讀為善 – Read for kids” 計劃，舉

辦了閱讀講座及座談會，及設立了閱讀分享網頁。 兩年中，

從與學生幹事的合作中吸取到寶貴的經驗。 學生幹事充滿

熱誠，亦十分瞭解校內同學的閱讀習慣和不足之處。 可是，

本屆的閱讀小組亦發覺，每年的學會須要經過組成及籌備全

年計劃等程序，各項活動於前半學期往往未能推出。 因此，

閱讀小組與學生相討後，決定把閱讀推廣的活動，分兩方面

進行： 

1) 連貫性項目： 

由本年起，中文及英文學會將會推出 [書風論壇] 計

劃，利用去年設立的網上討論區，讓學生發表閱讀報告、閱

後感等帖子，其他同學亦可作出回應和討論，而每次發帖的

同學皆可獲取積分獎勵換取現金書券，以鼓勵參與。而 [書

風論壇]將是一項為期五年的項目，項目由中文、英文學會推

行，而家長會閱讀小組在每年的學會 

換屆時協助前後屆學生作連貫的準備，令此項目不受暑假及

換屆的影嚮。 

2) 專題項目：  

每年的中文學會、英文學會皆同時推出該年度的專題項

目，而本年度的項目包括： 

a) 本年度的閱讀講座及座談會 

從三月份開始，分別邀請了四位社會上有成就的九龍華仁書

院舊生，回校與學生分享其閱讀經驗、樂趣及好處。 

b) 書籍推介 

i. 本年的中文學會、英文學會得到老師的支持為學生推介書

籍, 尤其在英文書方面, 希望為學生提供一些指引，從而找

到適合其程度和興趣的書本。 

ii. 本家長會閱讀小組應中文學會、英文學會的要求，藉此機

會向各位家長呼籲，希望亦推出一糸列 “家長書介” 書

籍，以推廣家長與學生齊閱讀的融和氣氛，詳情請細閱下文

「家長天地」。 

 

                               

 

 

 
                                 

             「好望角」圖書庫                                              2008 年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陳志輝教授 

                                                                                        為閱讀計劃主持講座 

 家長天地 
這是個公開園地讓家長自由投稿，互相交流。本欄為響應閱讀小組呼籲的「家長書介」活動，以推廣家長與

學生齊閱讀的融和氣氛，率先邀請有興趣的家長投稿，細則如下︰ 

 

一、 主旨︰文稿以家長為閱讀對象，讀者閱後可彼此交流。 

二、 內容︰書目自訂，書籍簡介或是書藉閱後評論均可。 

三、 規則：內容必須健康益智 

四、 遞交方式︰電子稿件可電郵至家長會: parents@wyk.edu.hk，或交學校校務處轉交家長會收。 

 

封面題字︰趙起蛟老師 

電郵: parents@wyk.edu.hk 

出 版︰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編輯小組 

  網址: http:\\pa.wy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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