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今期的《暢敍華園》，又是久違了的印刷版，相信大家都會比較喜歡。一册在手，感覺還是
較為實在吧！今期因為有較多活動及資料報導，共出紙十六大頁，創了印刷版的紀錄！基於
財政預算所限，還有環保因素，我們還是會安排較多的期數出電子版本，衹有少數期數會一
倂出印刷版。

不經不覺，下學年已過了一半，但對中六的同學來說，他們的中學校園生活經已算是完結了
，文慿試也應考完所有科目了，在打後兩個月等待放榜的日子，會怎樣渡過？家長會否鼓勵
他們好好利用這段時間，去學習或體驗一些平時沒有機會接觸的事物？

每個新學年開始，都會出現很多新面孔，有同學的，家長的，或是老師的，但卻少留意到有
多少曾經熟悉的面孔，已沒再在校園見到了。不過，無論你何時出現，何時離去，就當你在
校園的這一刻，總有《暢敍華園》在陪伴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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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製作 Android App 體驗工作坊 2018 年 1 月 13 日

家長會舉辦了這個工作坊，為家長介紹一下 Android 的現今發展、簡單 Android App 的製作、
App 的發布過程，和一些 Android App 的開發軟件。

家長製作 Android App 的樂趣          一位中三家長

隨著兒子踏入中學後日漸獨立，空餘時間亦增多，家長都要培養多點興趣，製作 Android App
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對有少許編寫程式經驗的家長，編寫一個簡單的 Android App 絕不困難，基本上可以不用花
費金錢，當然你需要有一部 Android 電話或平板，以及一部電腦，PC 或 Mac 都可以。

作為興趣，當然沒有可能寫到一隻如 Instagram 或 Whatsapp 的 App。但大家可參考中學生
在課餘編寫的 App，相信不是太難編寫的。

例子一：Wah Yan College Kowloon (WYK)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llege.wyk.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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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小組水仙花球莖製作班
我們邀請了趙起蛟老師為我們作指導及即場示範，講解栽培水仙花的基本知識。藉此次機會，

家長可瞭解此中國傳統新年習俗，並嘗試為自己栽培賀年水仙花。

2018 年 1 月 20 日

例子二：大減碳 Low Carbon Emission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org.greenpower.android.carboncal

星島的介紹文章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edu/0909go03.html
 

現今學習編寫 Android App 程式比以往學習電腦更易找到資訊，而且 Android 手機已免費內
置很多功能（如 databse, camera, TextToSpeech engine 等），同時亦有很多免費的網上服
務可即時利用。完成 App 後，若不放上 Google Play，分享 App 給朋友及家人更可以說是零
成本。

想知更多編寫 Android App 的家長，可到以下官方網頁了解更多詳情。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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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同樂日 2018 年 1 月 27 日

13:00-14:30     親子足球友誼賽

14:30-18:30     康樂及體育遊戲

14:30-16:30     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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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30     講座—趣談有關青少年成長的謬誤

男仔踢波唔會長高 ? — 趣談有關青少年成長的謬誤

男仔踢波不會長高的說法，一直都在坊間流傳！我們經常接觸很多不同的資訉，當中亦有很多
謬誤！為此，家長會特別請來資深兒科醫生謝詠儀醫生和大家探討一下這些問題。

綜合當天的內容，我們作了以下的撮要，希望能供大家參考。

孩子的身高與父母的身高和遺傳有很大關係，但後天因素如多做帶氧運動、充足的睡眠及均衡
營養都可以幫助孩子增高。另外，踢波是很好的帶氧及全身活動的運動，踢波不會長高並無科
學根據。

謝醫生特別提醒我們，不用太着意考慮運動與高矮的關係，健康的生長與全方位的發展才是最
值得關注的。多做運動除了有益身體外，孩子在運動中建立人際關係、鍛鍊意志和學習時間管
理及領袖才能等等，都得到莫大裨益。

男孩子有時太過投入某些喜愛的運動，造成勞損便會出現反效果。家長可以提醒孩子不要作過
量的單一種運動，要配合其他輔助性的活動，否則勞損了便要一段長時間休養才可再參與喜愛
的運動了！

青少年男童的發育期持續約三年，一般在十一至十三歲開始，腳掌會先長大（所以家長會留意
到孩子先換鞋，跟著換褲子），而變聲和快速增高會在發育中後期出現；之後的兩年仍會增高，
但幅度會減慢。

多做拉筋活動有助減少運動創傷，但和增高無關。生長激素是增高的重要荷爾蒙（又稱激素），
晚上睡覺時分泌最多，所以充足的睡眠對增高有正面的作用！運動亦能刺激生長激素的分泌。

飲食方面，適宜安排多些健康的副食品，例如水菓、少醬的沙律、低鹽、低糖和高纖的餅亁、
低脂乳類食物等給孩子進食，從而減低他們進食不健康的食物（多糖、多鹽、煎炸）的數量。
注意飲食有助預防三高，從少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會更為有效。 

吃鈣片對吸收鈣質有幫助，不過，若飮食均衡，曬適量的太陽讓身體製造足夠的維他命 D，便
可吸取足夠的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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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20     電影欣賞會

成長期都常有長出暗瘡的問題，平常注意個人衛生及清潔、多飲水和吃蔬果、不要「開夜車」；
若問題嚴重的便應該找醫生診治。

青少年的分析力一般要到二十四丶五歲才達至成熟，因此很多成長期的青少年常常不能成熟地
處理人際關係，周詳地分析每件事情或行為的因果，難怪父母有時會覺得，「孩子已是成人了，
即十八歲，為什麼還那麼不成熟？」，「不顧後果！」，有時家庭裏甚至產生大大小小的衝突
呢。若和孩子相處遇到問題，可以找學校社工幫忙，況且社工更可有多一點孩子在校的學習及
與同輩相處的資料，有助更全面的了解和協助，甚或可從中調解。

成長期的身體健康固然重要，精神健康的發展也同樣重要。未來家長會亦會盡量安排不同的講
座，和各位家長分享。

 

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內的校園生活全在九
華校園取景拍攝。

電影的監製及編劇陳心遙先生是九華校友。

( 照片來源：哪一天我們會飛同學會 facebook )

18:30     放紙飛機

模仿電影內放紙飛機的情節。

原來薄如蟬翼的飛機真的可以在空中「飛」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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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家長合唱團表演

19:00-21:30     盆菜晚宴

由前家長會理事陳岡博士領導家長合唱團為我們表演了兩首歌曲：
《華仁家長當年情》和《少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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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加油站 2018 年 2 月 3 日

舊課外書及二手樂器收集 2018 年 1 月及 4 月

每年「家長日」派發成績表時，家長心情都會較緊張，特別是低年級家長。家長會於
當日設「心靈加油站」活動，由家長會理事或較高年級的家長義工以過來人的身份與
家長分享經驗、互訴心聲，給大家打氣和鼓勵。

為了配合華仁 100 及 95 周年校慶活動，校慶社會服務籌備小組正在籌劃一系列少數
族裔為對象的服務。今次透過家長會協助，呼籲各家長捐贈適合的書籍予少數族裔學
生，使他們提高閱讀興趣和能力，也可增廣知識。

今次的募集，九華家長共捐贈了三百多本課外書籍。

另外，我們亦募集了一些二手樂器，以捐贈少數族裔學生，支持他們發展在音樂方面
的興趣和才華。結果亦收到家長捐贈了不少樂器，包括鋼琴、電子琴、小提琴、二胡、
結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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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跑馬地地下蓄洪池 2018 年 2 月 5 日

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

《 跑 馬 地 地 下 蓄 洪 計 劃 》（ 英 文：Happy Valley Underground Stormwater Storage 
Scheme）為香港政府於 2012 年執行的水利計劃，用以改善灣仔及跑馬地地區的防洪水平。
計劃範圍設置於香港島跑馬地馬場地下。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涉及約 10 億港元的投資額數，
其中主體工程費用佔了 6 億 7 千 8 百萬港元，前期工程於 2011 年 9 月啟動，主體工程分為兩
個階段進行，首階段於 2015 年 3 月月底竣工及啟用，第二階段於 2017 年 3 月 16 日竣工及啟
用，耗資逾 10 億港元。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為香港政府有史以來批出過最大規模的新工程合
約項目，此工程亦引進了幾項創新及環境保護的元素。

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主要包括了在跑馬地馬場地下興建容量為 6 萬立方米、相等於約 24 座標
準游泳池的蓄洪池，以暫時儲存在暴雨期間所收集得來的雨水，令到下游的雨水流量大幅度地
減低，以舒緩水浸的風險。是次工程首次採用了自動化監察系統，使到其能控制從上游分流至
蓄洪池的雨水流量，以減少蓄洪池的體積，並且透過淺缸設計，節省了水泵的耗電量及降低了
建築成本和時間，能夠顧及防洪和環境保護兩方面的需要。

渠務署需要在上游截流，於中游興建大型蓄水池及於下游改善排水設施以作防洪用途。跑馬地
地下蓄洪池容量達 6 萬立方米，泵房每秒可以抽走 1 點 5 米高的洪水，並且設立了約 1 公里長
的排水渠，有助於改善香港市區的水浸問題。工程亦設立了 4 個水位感應器，當下游感應器偵
測到水浸風險，雨水將會被引流至蓄洪池處暫時儲存，待暴雨洪峰退去時，雨水才會排出大海。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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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社會服務—參觀可愛忠實之家 2018 年 3 月 31 日

秉持華仁精神 —「愛與關懷」，家長會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舉辦了親子義工服務，把愛
與關懷傳送至「可愛忠實之家」，一間自 1965 年由兩位英國女士創辦，以基督的愛為有
特殊需要的兒童及成人提供終身照料的一個長久的家庭院舍。

承先啟後，15 位華仁親子義工參與了是次義工服務，為院友預備了五個 Peace Box，送上
貼心的生活品、蛋糕和復活節的祝福禮物。合作過程中，家長成為了華仁仔的師傅，分享
了各人實貴的經驗，親子義工細心籌備節目的每一個程序，增進了團隊的合作關係。

歡樂的時光，是我們送給可愛忠實之家院友生命中最佳的禮物，在彼此認識、遊戲合作、
音樂分享、園林漫遊、參觀院舍中，每一處同行經過的地方，都充滿了活潑、熱鬧和愉快
的溫馨記憶，院友報以燦爛的笑容和掌聲，也令我們感受到生命的奇妙、交流又是何等美
善喜樂的事！「愛與關懷」在這裡將生命的距離拉近，成為了朋友，讓這份愛繼續傳承和
傳播開去！

家長社會服務小組召集人：余巧珠

我踏足「可愛忠實之家」時，第一個

感覺是，那裡是一個溫馨而且讓人有

安全感的地方，不管是職員和長駐的

義工都很隨和友善。

我們預備了歌曲和遊戲，有些院友很

投入，玩得很開心；有些因為本身的

障礙，對於大家的活動沒有反應，但

是我相信他們都會感受到別人的關懷

和接納。

我對在那裡工作的職員和義工深表敬

意，他們都用心用力，為一眾院友，

提供一個幸福的家。

1K 黃澤森家長  Steve Wong

「可愛忠實之家」是為患有嚴重

傷殘者而設的家。如果不是參與

了這活動，也不知道有這寧靜的

地方給予這些人士一個簡潔的家。

雖然他們有的連活動能力也沒有，

但他們每個臉上都有著平和而可

愛的臉容。

探訪當天，和他們一起唱歌，玩

玩簡單的找尋復活蛋遊戲，他

們已樂透了！令我反思，原來簡

單 — 真的是美！有能力關顧身邊

的人，更是美！

1K 黃澤森家長 Katherin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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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31th of March, 2018,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Parents’ Association (WYKPA) 
made a very meaningful visit to The Home of Loving Faithfulness (HOLF). I am really 
pleased to be one of the volunteers and this trip really impressed me.

The Home of Loving Faithfulness has been providing life-long Christian care to many 
special needed children and adults in Hong Kong since 1965. They provide two major 
service units which include the nursing unit as well as the lower ark unit. The nursing 
unit aims for the severely disabled residents for all ages and the lower ark unit targets 
for the less physically challenged residents. The HOLF is a very nice place sitting at 
Sheung Shui and a ride there takes about 15 minutes from the MTR station.

The HOLF is quite a big place and it has two short little buildings painted in simple 
white with a blue roof. You could feel its peacefulness once you stepped inside. What 
making the HOLF so special is that it provides such a home feeling to its members who 
need special care and attention. I think the helpers of the house must put a great effort 
and their love to take care of the residents. We could see both helpers and residents in 
the house were having smiling face all the time.

It was the very Easter holiday with an excellent weather on the day. Our organizer 
Brenda guided all volunteers, WY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the HOLF and our journey 
started at the station early in the morning. We arrived there after a short bus trip and 
everyone was ready!

Our services began with a speech given by Alex, one of our fellows, and followed with 
an ice-breaking game. Each volunteer was paired up with a resident in the game. Then 
we sung together. One of the residents trotted out their garden afterwards. The garden is 
a big area behind the buildings. House members walk in the garden every day and it’s a 
place where they could play around. Every volunteer jogged with their paired resident 
and it’s an awesome experience.

We finished the service with the song Pass It On and I was really moved during the 
time.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feeling passing through my heart when we all sung as 
one. All volunteers had shared their mind before we left.

This was an unforgettable event and thanks Brenda and every volunteer! 

Stanley

Stanley 特地為我們製作了一條短片，請用右面 QR Code 
或以下連結瀏覽。
https://youtu.be/3DP9zX0lE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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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還有些擔心，深怕自己未能為

他們服務。到了之後，整個環境是

多麼整潔，清幽，很多綠化植物，

令人满意的環境。唱歌時，那些舍

員很有互動，不論手腳肢體上或眼

神，都可以看到他們很開心。了解

到姑娘們的工作情况，及經舍員的

介紹，舍員與員工姑娘彼此視為家

人，可想而知員工姑娘們是多麽無

微不至地獻出服務，值得敬佩。舍

員的生活情况令人羡慕。真是相信

大愛在人間。原來我們的香港都有

這種地方，這些可敬的人。真的可

幸可以參與這次活動，期待下次的

活動。

1C 葉柏希的爸爸  葉經天

I t ' s  my  p l easu re  t o  v i s i t  t h i s 

association, which is located in a 

serene place, away from towns. From 

this event, I experienced pure joy 

given by the members and a worry-

free atmosphere in the building. 

Also, I had took in a lot of things 

from the start to the end, including 

preparing and organizing the event, 

letting the activity go smoothly and 

under control, and with emergency 

practices. And by talking to the 

volunte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HOLF, it increases my understanding 

on disabled people and on this 

organization. 

A moment which still lingers on my 

mind is a group chat with Matthew,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ssociation who suffered from 

dwarfism, which his extroverted 

character remind me of Nick Vujicic, 

who is a writer and has sent talks 

around the globe. Matthew is similar, 

he does not feel that he i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people, he has his 

own life and he enjoys it, he also has 

similar interests with us.

4Y Clinton Lee

很高興能夠和兒子一同參與這次家長

會舉辦的義工探訪活動，這是我第一

次探訪嚴重殘疾院舍，活動前也曾擔

心自己能否勝任。

在尋找復活蛋的活動時，我被編配和

一位坐輪椅的婆婆一組。她是位活潑

開朗的婆婆，臉上總掛著笑容，更很

喜歡和我說話。雖然她的話我並不是

每句都能聽懂，但她友善的態度已足

以把我的疑慮消除。我們相處得十分

融洽，更合力找到 3 顆復活蛋呢！

其實院友們都有著不同形式和不同程

度的殘障，並不是每位都如婆婆般充

滿活力，但從他們身上卻都能感受到

滿滿的愛與祝福，因為院舍把他們每

一位都照顧得很好。

最後，我想感謝各理事們連日來不辭

勞苦的為我們安排，令活動最終能夠

順利完成，十分期待下次再參與家長

會的親子義工探訪活動。

1K 徐德熹家長 Shirley 

可愛忠實之家是一個充滿愛心

的大家庭， 祝福他們繼續幸

福快樂地生活下去。

Pansie Wong 
(Mother of 4Y Clint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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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茶聚—如何運用靜觀
（Mindful Parenting）提升親子關係

2018 年 4 月 14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家長茶聚—數碼年代的正與負

4 月 14 日星期六，參加了一個很實用和有趣的，由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朱博士主講的講座——
如何運用靜觀（mindfulness）提升親子關係。

靜觀鼓勵專注於當下正在進行的事物，用沒有前設和期待的心情來感受 / 觀察當下，從而讓人
重拾本來智慧，用正念去面對當下的一切。正念的七個重要元素包括：初心、接納、不批評、
自我慈悲、平等心、不刻意努力和順其自然。時代步伐加快，都市生活繁忙，市場環境的不確
定性和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等等，都能誘發我們人類的擔憂和負面情緒。通過運用靜觀，家
長和小朋友們將會學習到認識和接受一切事情的本質（nature），明白到世事萬物皆始末於因
緣和合，所謂的喜悅並不會永恆，所謂的煩惱也並不會永恆。執著於過去和根據過去的經驗去
假定前設來面對當下的問題，並不一定能把問題解決，運用智慧去正面思考，去除雜音和負面
情緒，更加能把原本的自身能力發揮，從過去經驗中正面學習，提升面對問題和衝突時的技巧。

非常感激朱博士把這個這麼實用的 practice（mindfulness 靜觀）帶給家長們。我相信為了我
們心愛的孩子，大家一定會去學習、去了解、去實踐。

中二家長  Yorkie

家長會邀請了駐校社工陳浩泉先生和大家分享，除了打機、睇片和通訊外，究竟如何使用數碼
科技，才可以從中得益。同場亦邀請得一些家長分享自身的經驗，如何使用數碼科技增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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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家長會曾向各家長進行問卷調查，諮詢各位家長的職業、專長、興趣取向和對家長會
的意見。資料收集的目的，是加強認識家長群潛能，並按需要組織家長專業團隊，發揮家
長所長，使更多家長能投入參與家長會的活動和工作，以達到家長會傳承及社會服務的主
要工作目標。

今次的資料收集，家長的囘覆率雖不算是太高（約佔全體聯絡家長的 10%），但也經已收
集到很多很有用的資料和很好的意見。

最有興趣的活動，依次序為：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烹飪          手工藝        瑜珈                 插花 / 園藝            普通話
選擇比率：80%      選擇比率：71%      選擇比率：67%     選擇比率：66%        選擇比率：63%
喜愛指數：2.2         喜愛指數：1.8        喜愛指數：1.6      喜愛指數：1.7          喜愛指數：2.3

其他較受歡迎的有：

       遠足        武術 / 氣功 / 太極   運動 / 球類             美容 / 化粧               電腦班
 
提議舉辦的其他興趣班包括：天文觀測、攝影、觀鳥、烘焙、香薫按摩等。

提議舉辦的其他活動包括：環保活動、關愛活動、親子活動、家長講座、運動會等。

對會員大會的意見包括：

對家長溝通方面的意見包括：

家長會資訊問卷調查

希望有家長講座
內容豐畗 時間太長

希望有多些學生表演
食物太多滿意

滿意 使用 whatsapp 非常好
希望有家長間定期溝通活動

希望有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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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茶聚 — 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春期（叛逆期）的青少年在心理上有甚麼轉變？要怎樣和他們相處？如何幫助他們面對
困難，減少在心理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疑惑和焦慮？
家長會特別請來資深兒科醫生謝詠儀醫生和大家探討一下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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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9 日
2:00pm - 4:00pm

家長問卷調查跟進座談會
早前家長會曾向各家長進行問卷調查，諮詢各位家長的興趣取向和對家長會的意見。
我們將邀請一些曾給予寶貴意見的家長，作深入一點的討論，及進一步探討家長會未來的
路向和舉辦活動的方針。

2018 年 5 月 19 日
4:00pm - 6:00pm

    出        版 ：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訉編輯小組
    督  印  人 ： 張啟華（家長會主席）
    主        編 ： 周志豪
    委        員 ： 黃兆寧  余巧珠
    封面題字 ： 趙起蛟老師
    電        郵 ： parents@wyk.edu.hk
    網        址 ： http://pa.wyk.edu.hk

作家講座
家長會每年都與學校圖書館合作，邀請作家向各同學進行講座，以提高同學們的閱讀興趣
和寫作技巧。
今年我們安排了兩場講座：
  5 月 8 日 對象：中一至中三同學
                  講者：莫理斯博士（影視創作人及監製，小說《神探福邇，字摩斯》作者）
  5 月 14 日    對象：中四及中五同學
                   講者：陳心遙先生（九華校友，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編劇及監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