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訊(雙月刊)第十一期 

2012 年 12 月

 
2012-2013 年度家長會周年大會已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假九龍華仁書院禮堂舉行，並進行選舉新一屆常務

委員會理事。今屆共有 18 位家長參加競選家長會的常務委員會理事，而當晚出席大會家長亦超過 200

人，反映家長對家長會的支持和肯定。新一屆的常務委員會理事名單如下： 
 

主席 ： 張國存先生  

副主席 ： 彭家雄先生 

秘書 ： 陳碧華女士 

司庫 ： 何兆棠先生 

理事 ： 蘇志雄先生 

 周永倫先生 

 蔡明興先生 

 龐棣勛先生 

 麥潔鳳女士 

 黄麗君女士 

另外，今屆家長會的顧問為：  永遠榮譽顧問  劉衛虹先生 

       榮譽顧問   羅潔薇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林國昌律師 

       顧問老師   姜耀明副校長  鄭康勤老師 

 

新一屆家長會的各常務委員會理事會繼續促進學校與家長的緊密關係,培養提升融洽和諧學習環境,從而提高教

育質素;並共同討論關心事宜,合力改善學生福利等宗旨,期盼每位家長能參予不同義工小組或以不同形式支持家

長會! 

 

 
家長會一向的經費來源衹依靠學校及政府的撥款，然而面對不斷增加的家長活動和服務，經費將不敷應用。家

長會自成立開始已訂定不會向家長徵收會費，以期每一位家長都是會員。至今家長會仍希望維持這傳統，不徵

收會費，故希望以贊助方式籌措經費。祈望家長能大力支持贊助經費，使家長會各項活動能得以實行。贊助金

額的家長可以支票抬頭寫「九龍華仁書院」或”WAH YAN COLLEGE, KOWLOON”並在支票背後寫上學生姓名、

班別、聯絡電話及註明「贊助家長會經費」，交回學校轉交家長會，我們會在下一期會訉內鳴謝所有贊助家長。 



               羅潔薇 （上屆主席） 

 

好雨知時節， 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 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 花重錦官城。 

 

這首杜甫的詩《春夜喜雨》描繪的是春夜雨景，歌頌春雨滋潤萬物之功。詩中把雨擬人化，說它「知時節」。雨

之所以好，是好在「適時」，是好在有意「潤物」而無意討「好」。而其中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二句，

表面上是說好雨無聲無息的潤澤萬物而不願人知，而它蘊含的意義，就令人有不少的思考空間，因此常常用作

比喻教育工作。 

 

以故的司徒華先生在他一篇《隨風入夜，潤物無聲》作品中亦以此詩比喻教育工作。詩中的「好雨知時節，當春

乃發生」。在文中他認為就如「在學的兒童、少年和青年，正當他們的人生的春天，他們也是人類的春天。這時

候的他們，最需要雨露的滋潤，去成長。教師就好像春夜的喜雨一樣，灌溉了他們。」而「隨風潛入夜，潤物細

無聲」。他體會為「潛移默化，是最好的教育方法。要讓學生們，有如沐浴在和煦的微風和滋潤的細雨裏，耳濡

目染，不知不覺地受到培育。這樣，就要有無比的愛心和耐心，身教重於言教，循循善誘。不必板起臉孔，說

教連篇；更不必疾言厲色，責罵處罰。教師們要像「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去教育學生。」 

 

要像春夜的好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去教育學生不單是教師，也包括我們 - 家長。孟母三遷的故事

耳熟能詳，她發現除了自己的言教、身教之外，周圍環境的影響更為重大，於是三遷其居。我們都希望教好我

們的孩子，事實上教育是“潤物細無聲”，隨時我們的一言一行，甚至於我們的一個心態，都在影響著我們的

孩子、家庭，以至於社會。可是我們身處的社會都短視近利，事事講求效率，家長們很多時不自覺地只著眼兒

子的成績，而忘記兒子成長的其他重要部份。我絕對同意耶穌會的教育理念，他們希望培養的是社會棟樑。我

們都知道禾苗需要足夠時候才能成熟為禾穗，而你要一個社會的棟樑，就要耐心等待孩子們慢慢長大！在合適

的時節，在有好雨的滋潤下他自會有所成。不要急，否則一不小心反而成為「偃苗者」。 

 

從投入家長會以來，接觸到學校的一切，深刻體會當「好雨」的人，應當齊心協力，創辦更好的教育。而「好雨」

就是父母，就是教師，也包括學校和其他持份者。要是各持己見，互相指責推諉責任，就只會一事無成。要知

道雨之所以好，是好在「適時」，是好在有意「潤物」而無意討「好」，潤澤萬物而不願人知。重視學生的培育，

各方能通力合作，我認為這才是正確的教育之道。 

 

兒子今年畢了業，我在家長會的職務亦告一段落，在家長會的六年工作中，曾擔任秘書、副主席及主席等職

務，深深慶幸有一個團結的團隊，我的每個職務都得到各委員的支持和協助，使工作能順利完成。祝願家長會

在所有家長委員齊心合力之下，繼續成為學校的助力，家校的橋樑，將家長會的優良傳統承繼下去，並更加發

揚光大，也正是家長會所應擔負的使命。 

 

 

位於學校內的「好望角」圖書庫一向放有

各類中、英文圖書以供人随意閱讀。書庫

圖書全是由家長及校友捐出，家長義工

擔任整理工作，包括更換新書櫃及補充新

書。現希望添加圖書，並更換一些較陳舊

的書本，我們誠意呼籲各位家長踴躍捐

「書」，捐贈出合適中學生的書本，以令

到更多人可以分享。如果各位家長有書本

捐贈的話，請先交往校務處以作處理。 

 



 

人物組 
 
 
 
 
 
 
 

  

冠軍獎  3W 蘇嘉豪 亞軍獎 7B 李榮新 (家長) 季軍獎 1C 鄧祺銘 (學生) 
★ 構圖完整，可以 zoom 近一些以 

   突出被攝者笑的神情。 

 

★ 天空、海面、岩石、背景都很簡單， 

   襯托出人物的喜悅，很好的構圖。人 

   物的喜悅亦帶出在蒲台島的歡樂氣氛 

   和滿足的心情。 

★ zoom 近一些更能突出主角喜悅的 

   神態，不宜 cut 去主角的右腳的鞋 

   尖。 

 
 
 
 
 
 
 
 
 

  

優異獎  Lin Shu Hung 優異獎 Yiu Cheuk Ting   優異獎 Annie Yip 
★ 須 zoom 近一些才能删除 

   背境的雜亂（包括紅衣人、 

   電線....）。 

 

★ 可以強調人物面部的滄桑感，最宜 zoom 

   近多些，删去肩下部份，和背景的紅色 

   欄杆。 

   ★ 須 cut 去圖中多餘的手。腰下與 

      主題並無關連，故此「半身像」 

      為宜。 

静物組 
 
 
 
 
 
 
 

  

冠軍獎  2C 蔡壹洋 (學生) 亞軍獎 4Y Jacky Poon (學生) 季軍獎 1W  Yuen Lok Fai (學生) 
★ 水的色彩很豐富，且圖案甚美。 

 

★ 須再 zoom 近一些以 cut 去左右兩邊 

   的背景，更可突出主角。 

★ 很好的”圖案”。 

★ 評判趙起蛟老師評語 



 

静物組 

 
 
 
 
 
 
 
 

 

優異獎  Francis Tse 優異獎 2K 勞健聰 
★ 宜 zoom 近一些，删除背景一些雜物。 

 

 

 

 

風景組 
 
 
 
 
 
 
 
 

  

冠軍獎  3W 蘇維豪 (家人) 亞軍獎 1J 范偉倫 (家長) 季軍獎 Hui Suk Fong Rosalia 
★ 人羣散開在岩石上，與岩石的不規則 

   起了「互補」的作用。 

★ 構圖顯示攝者的心思。並非 

   垂手可得的作品。 

★ 「神龜上山」配合人物歩登階級， 

    頗佳。 

 
 
 
 
 
 
 
 
 
 
 

 

優異獎  Yiu Cheuk Ting  優異獎 劉寶珊 
  

★ 評判趙起蛟老師評語 



          張國存 

 

今年是我在華仁家長會的第七年，過去兩年擔任家長會的副主席，知道擔當主席的任務是十分的繁重，而且責任

重大，所以在決定是否參選主席一職的時候，曾再三考慮自己在工作、學校、教會及家庭的時間上是否能夠妥善

分配。但由於自己有三個兒子在華仁就讀，大兒子今年剛剛中六畢業，另外一對雙生兒就讀中五，很想回饋學校

對我兒子們的關愛和教導之恩，所以毅然接受這個挑戰。 
 

家長會作為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橋樑，未來數年的任務是特別的重要，因為經歷了 334 學制第一屆的畢業生，學校

及家長從當中的經驗可以調整不同的方向和策略，讓我們的華仁仔能夠成功適應新的學制，爭取佳績，發揮所長。

另外，面對陳崗校長於明年九月的辭職離任，學校、老師、家長和學生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新的校長。加上明年

由於香港適齡就讀中學的人口下降，全港中學雖然剛和教統局就收生人數達成共識，但往後數年的中一班級帶給

學校的改變尚存變數。 
 
雖然面對上述三方面的改變，我深信只要憑著華仁大家庭的愛的精神----在家庭裏與我們的兒子建立親密的關

係，手拖著手的陪伴他們快樂地成長；在學習上與學校合作，鼓勵及支持兒子主動學習，追求卓越；並且鼓勵他

們在學校參加課外活動，栽培他們的領導才能及透過社交活動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另外，我們家長會的十位

執委成員及各位義工家長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分享會、講座等等，讓我們的家長除了一起分享一些關心的議

題外，更加可以建立友誼，一起建立一個和諧的華仁大家庭！ 
 
祝願各位華仁仔的家庭和睦，共享兒子的成長之樂！ 
 

 
在過去一年裏，家長會曾舉辦過不少活動，包括： 

 
日期 組別 活動 
2011 年 11 月 6 日 康樂組 秋季大旅行及攝影比賽 
2011 年 11 月 19 日 家長聯絡組 中一、二家長午間茶聚 
2011 年 12 月 18 日 康樂組 遠足活動 
2011 年 12 月 21 日 義工小組 特能跆拳道共創健力士日義工訓練 
2012 年 1 月 4 日 義工小組 特能跆拳道共創健力士日義工訓練 
2012 年 1 月 24 日 康樂組 家庭康體同樂日 
2012 年 2 月 4 日 義工小組 參與--特能跆拳道共創健力士日 
2012 年 2 月 4 日 家長聯絡組 新春團拜盆菜宴 
2012 年 2 月 18 日 家長聯絡組 中三、四家長午間茶聚 
2012 年 2 月 19 日 康樂組 龍年新春行大運 
2012 年 2 月 25 日 家長會 Homecoming Concert  
2012 年 2-4 月 康樂組 數碼攝影技巧班 
2012 年 3 月 23 日 家長聯絡組 中三選科前舉辦輔導講座 
2012 年 4 月 21 日 對外聯絡小組 舉辦論壇，邀請蘇順超先生分享 
2012 年 8 月 義工小組 推行義工服務於弱能人士宿舍 

2012 年 8 月 康樂組 舉行張家界高鐵攝影學習團 

2012 年 10 月 12 日 家長會 家長會周年大會 
 

肯定陳岡校長在任期間工作及希望校長留任 
九龍華仁家長會發出聲明，對陳岡校長在任期間工作予以肯定，並希望陳岡校長留任。有關聲明的詳細內容請見

於家長會網頁 http:\\pa.wyk.edu.hk。 

 



 
未來新生招待日

學校在 10 月 27 日(星期六)舉行「未來新生」招待日，進行了三場講座及校園參觀，介紹學校和學生活動等予參

觀的家長及學生。當日家長會亦安排了執委及家長義工在場協助，接待大約 1,500 名小學生及家長。 

 
 
 
 
 
 
 
 
 
中一、二家長午間茶聚分享會 
今屆家長會剛舉辦了第一砲的活

動，於 11 月 3 日(星期六) 舉辦「中

一、二家長午間茶聚分享會」,題目為

「耶稣會的教育理念及如何協助學

生適應中學生活」,邀請了校長陳岡博

士及輔導主任周子詩老師為主講嘉

賓，反應熟烈！ 
 

 
為了加強家長會與各家長（尤其是中一、二的家長）之間的聯絡，我們在中一、二的每一班都邀請了兩位熱心家

長擔任聯絡代表，協助對中一、二各班家長的聯絡工作。 

 

 中一及中二 各班家長聯絡代表名單 
 

班別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班別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W 
黃麗君  Lily 袁天澤 

2W 
余曼娜  Fiona 陳建銘 

謝金友  YoYo 梁俊豪 吳小寶  Eva 胡啟瀚 

1Y 
麥煒深 麥榮添 

2Y 
黃舜希  Selina 何劭麟 

張偉良 張肇倫 黃寶儀 張裕澤 

1C 
彭琬貽  Wendy 歐柏希 

2C 
何翠珊  Streisand 葉啟鼎 

何詠琴  Avala 余善恒 高寶珍  Pauleen 陳礽翀 

1K 
姚詠敏  Mandy 黎朗晞 

2K 
陳翠薇  Cherry 石德晞 

劉玉冰  Joan 歐陽瑋澤 方紅梅  Cherry 李錦瑭 

1S 
羅瑞桃  Shadow 張沛樂 

2S 
陳美儀  Bonnie 湯順朗 

林慧敏  Amy 梁家熙 梁敏琪  Mickey 譚澤為 

1J 
楊曉雯  Jenny 江卓恒 

2J 
陳宜 Annie 蕭皓寅 

湯婉華  Patricia 楊其亨 蔡明興  Kevin 蔡泓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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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