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訊

第 22 期

2015 年 10 月

編者的話：
悠長暑假過去，新學年又開始了。

新學年，新景象！你是否知道，在新學年裏有很多新事物？留意到有新老師嗎？

駐校社工也換上新面孔了；知道上課時間有新的安排嗎？每天早上有 20 分鐘由班

主任老師主持的反思（Morning Formation），和午飯時間後 10 分鐘的意識省察

（Examen）。

今期的「暢敍華園」是今屆理事會出版的最後一期了，而理事會的任期也即將完結，

在 10 月 23 日召開的周年會員大會中，將會選出新一屆的理事會，也將會是另一

個新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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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仁書院 90/95 周年校慶籌款音樂會 2015 年 8 月 1 日

校慶音樂會是華仁 90/95 周年校慶活動的壓軸重頭戲，在香港
體育館舉行。當晚表演嘉賓眾多，包括李克勤（港華舊生）、陳
美齡、王敏徳（港華家長）、彭健新以及兩間華仁和華仁小學的
學生、舊生等等，表演者總人數有好幾百人！

一曲〝You Raise Me Up〞向耶穌會神父們致敬！

ANNIVERSARIES 

今次的音樂會由華仁
一家主辦，兩間華仁
及華仁小學的舊生會、
學生會和家教會都有
協助籌辦工作，而當
晚負責舞台支援、後
台工作、接待、售物
等工作的義工，動員
超過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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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25 日徵求及認購舊課本活動
家長會今年再次舉辦舊課本回收轉售活動，
向同學徵求本校舊校本，並轉贈或以低價轉
售給學弟。除了可減輕家長購買新課本的負
擔外，亦幫助推動循環再用的環保意識。

今次的活動，家長會共錄得萬多元的收益，
所得款項全數撥作贊助學生活動的經費。活動還未開始，外邊已經排了長長的人龍！

人頭湧湧，反應非常熱烈！

2015 年 6 月 27 日華仁聯校專題講座

這個家長講座由港華家教會、九華家長會
和華仁小學家教會合辦，在香港華仁禮堂
舉行，題目為「情緒智商家長篇」，邀請
得著名心理及輔導學講師余德淳先生為主
講嘉賓。

班別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1W
劉婉玲 Ling 葉俊亨

林永健 Benny 林學謙

1Y
黃彩雲 Ada 李啟源

嚴文烯 Wing 姚志燊

1C
黃婉萍 文皓頤

李遠芬 Angela 何韙善

1K
劉詠儀 Natalie 鄭梓然
廖裕敏 Joanne 陳樂仁

1S
林景煜 Eric 林柏朗

黃勤開 楊舜佳

1J
林丹萍 Celia 林晉民
李玉琼 Joan 羅灝昰

中一家長聯絡網絡

為了加強家長會與各家長之間
的聯絡，我們在各級的每一班
都邀請了兩位熱心家長擔任聯絡
代表，協助對各班家長的聯絡工
作。

中二至中六各級的聯絡代表不
變，由往年聯絡代表繼續擔任，
毋須分班。而右表是今學年中一
家長聯絡代表名單。他們都是新
加入聯絡大軍的，為中一各班擔
任聯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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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一年，香港經歷雨傘運動、政改方案被否決和最近的港大遴選副校長事件，
令不少成年人對年青人持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一些會認為年青人越來越反建制、
思想偏激、國民身份認同低、小部分甚至傾向本地化或港獨。另一些成年人卻認
為，以反建制態度參與這些社會事件的年青人有獨立思考能力，他們可以為了社
會公義，以公民抗命和非暴力方式去為受不公義對待的人或大眾爭取權益，和承
擔自己行為帶來的後果。

幾個月來，不同的民意調查都顯示，18 至 29 歲的年青人反對「袋住先」的百分
比遠超過支持者 ( 四月時的比例是 63%：28%—NOW 新聞台 )，而這個年齡組別
自稱是「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的比例遠低於 30 歲以上的組別 ( 六月時的
比例是 13%：40%—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社會撕裂了，一些家庭裡家長與子女
的關係亦因這些政治事件而兩極化。本文旨在探討，萬一這種情況在華仁仔家庭
中出現，耶穌會教育原則可以給家長和兒子什麼方向去處理這個問題。

華仁家長與耶穌會教育系列（三）：
撕裂社會中的年青人 家長會理事 陳岡

背景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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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學校畢業生特質》期望畢業生願意為那些受到不公義迫害的人發聲主持
正義 (#42)。如果家長反對兒子支持雨傘運動，或自己贊成「袋住先」但兒子卻
寧願 ｢ 原地踏步 ｣ 也不放棄 ｢ 真普選 ｣，其實大部分這些家長都不反對兒子為大
眾的利益發聲的出發點，甚至根本不反對 ｢ 真普選 ｣( 只是現實中沒有可能實現
而選擇「袋住先」)。這些家長只是反對這些年青人爭取公義的方式：佔領、罷課、
遊行集會等。年青人重視父母是否認同他們社會行動背後的目的 (cause)。父母
即使不同意兒子爭取公義的方法，但如果能向兒子表示欣賞他為公義發聲的心，
兩代人的關係會好一點。

其實雨傘青少年的父母，如果反對子女的行動，大部分是因為擔心他們的安全或
學業。華仁教育充滿自由主義，但這種自由是要負責任的 (《耶穌會教育特徵》
#52)。想參加雨傘紀念活動或撐建制活動的耶穌會學校高中生，須履行的責任
包括以愛的態度尊敬父母，和以同理心對待他們 (《耶穌會學校畢業生特質》
＃ 15，＃ 19)。父母問起華仁仔有關活動安全和學業進度時，不時得到的回應
是 ｢ 得喇，得喇 ｣、｢ 冇問題 ｣、｢ 總之得喇 ｣‧‧‧‧‧‧ 這些回應很難讓父母感受到愛、
尊敬和同理心。相反，參觀或參加這些活動前，兒子如能答應並實踐如何避開危
險、定時報平安，如何補回拖慢了的學業進度等，父母會覺得好過一點。當然，
前題是父母和兒子分析過活動性質和風險後，給予兒子自由參加，並說明責任。
政見接近的家庭容許父母子女一同體驗這些活動是福氣，但不是每個家庭都有這
種福氣，沒有的便要以愛、尊敬、同理心和負責的自由來處理分歧。

有關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低的問題，華仁的國民教育政策是鼓勵與國家文化有直
接接觸，真正欣賞值得欣賞的地方，和以創意批判的角度看黑暗面 (《耶穌會教
育特徵》#39)。現在很多華仁學生與國家文化的接觸只局限於書本、經香港媒
體篩選過的資訊、在港的內地旅客 ( 很多時還是限於媒體報道的那些旅客 )、和
在內地旅遊消費的經驗。培育兒子的國民身份認同，父母應在小學或初中時便開
始陪同他親身看看旅遊消費以外的大陸和台灣，教他透過見到的人、事、物欣賞
中華文化，也不迴避黑暗面，反而幫助他們分析，而不是單單一直的罵十萬個不
好，使兒子有能力和態度成為 ｢ 具建設性的批判者 ｣(《耶穌會學校畢業生特質》
#11)。

反思與行動

( 系列完 )

做後政改時代的青少年很不容
易，但做他們的父母更不容易，
就讓耶穌會教育的價值也作我
們同行的參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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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組

冠軍    黃雋霖（學生）

★評語：
◆ 岩石、海浪在照片上的色彩層次分明，
  構圖多變，很好。

亞軍    Jessica Wong（家長）

★評語：
◆ 人羣步向小島，形成獨特的構圖，
  很好。遠山亦有層次，美中不足
  是前景的亂石。
◆ 建議：
  1.〝ZOOM〞近一些，裁去前景的
     石岸，只保留大約三份二的
    〝人龍〞，並保留小島部份和
     遠山；
    2. 同時注意人羣的動態是否協調，
     試捕捉（例如）同一步伐或
     同一方向行走，…。

季軍    黃麗君（家長）

★評語：
◆ 光線充足，顏色豐富，明朗，很好。
◆ 試裁去前艇約二份一，即是說：〝ZOOM〞

  近一些，裁去了大部份天空和水面，
  則主題更覺突出。（主題包括島上屋宇、
  碼頭、人羣及船。）

★ :評判趙起蛟老師評語

2014 年秋季大旅行攝影比賽獲獎作品

家長會在去年 11 月 16 日舉辦秋季大旅行，往橋咀洲、吊鐘洲及鹽田梓等地質公園景點，
並同時舉行攝影比賽。我們邀請得趙起蛟老師擔任攝影比賽的評判，並為每幅參加作品加
上精闢的評語，包括構圖、攝影技巧和美感等各方面，相信對參加者有很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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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物組

冠軍    黃兆寧（家長）

★ 評語：
◆ 構圖頗佳。
◆ 層次分明。
◆ 背景能襯圫出前景的蓮花。
◆ 雖然花朶比起會活動的雀鳥和昆蟲較易拍攝，但於
  旅途中，短暫時間內能獲得滿意的構圖和光線的
  配合，實屬不易。

亞軍  Jessica Wong ( 家長 )

★ 評語：
◆ 蛛網的圖案極佳，配合陽光
  照射，能突出蛛絲。
◆ 惜蜘蛛位置在網後面，畧嫌
  不夠清晰。（似乎曝光過多
  了少許。）
◆ 背景亦畧嫌太亂，宜深色
  一些和更模糊一些。

季軍    黃雋霖（學生）

★ 評語：
◆ 蝶是很好的靜物題材，但較難處理。
◆ 蝶翅膀上的圖案欠明朗（因背光），亦似曾
  受傷，欠美感。
◆ 背景宜多一些綠色，才易襯圫出深色的蝴蝶。
  或者索性裁去畫面一部份（左邉三份一，
  及右邊 2cm）。

★ :評判趙起蛟老師評語



冠軍    袁天澤（學生）

★評語：
◆ 人物表情及構圖俱佳。

亞軍    黃麗君（家長）

★評語：
◆ 人物表情一致，表現歡欣，佳！
◆ 惜構圖上須改善一下，尤其是背景
 〝VMO〞不宜大近（人物）頭頂，
  試取高一些角度拍攝（舉高相機便可
  以），則人物只取半身，構圖更緊湊。
◆ 此場合宜作補光。

季軍    黃兆寧（家長）

★評語：
◆ 人物表情很協調。
◆ 惜背景太雜。
◆ 取景時可走近一些（或 ZOOM 近
  一些），試多一些不同角度取景；
 〝CUT〞去背景人物及景物，則更
  能突出人物歡欣表情，更能增加
  畫面的感染力。

人物組

★ :評判趙起蛟老師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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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從兒子唸中一時，我已開始參與家長會理

事會的工作，還一下子便擔起了據說是最「捱義

氣」的差事——會訊「暢敍華園」的主編。由於

需要在會訊中詳細報導家長會的活動和動態，所

以一直要緊跟家長會的所有活動，所花的時間可

真不少！

　　當初參與理事會時，見有些理事竟已當了理

事六年甚或以上，當時覺得有點奇怪，為何他們

願意長期擔任這些繁重的工作？難道家長會的理

事沒多少人肯當，他們是在「捱義氣」？但實際

情况卻絕非如此，以往大部份屆別的理事會均在

差額選舉下，各候選人須經過一輪競爭後方能當

選。原來這些理事均是充滿熱誠，願意付出時間

和努力，默默耕耘地，無私地服務。

　　經過我自己在這三年來的參與，開始明白了

箇中原因。家長會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

也能通過各類活動去促進家長間的聯繫，實在是

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身為理事，早已培養

出了一份使命感，能夠協助家長會發揮功能而感

到光榮和滿足；同時，也對家長會產生了很強的

歸屬感，希望家長會能辦得更好，更能發揮功能。

　　本屆理事會行將落任了，新一屆的理事即將

選出，我期待能見到一些新面孔，期望能夠不斷

有新血加入，好去繼承家長會的使命。

理事  周志豪

　　我時常掛在口邊是渴望有一班最棒
的隊友。對手是狼是鷹並不重要。過往
兩年，隨同各位資深理事，由小小設計
到兩華校慶等大型項目，我深深感受到
「華仁精神」的精髓和能量。我的隊友
均具備不同的性格及不同的專長，但各
自都擁護唯一的信念－愛護華仁的所
有。

　　我們家長最關心的當然是學生的發
展，但這也等同學校在學與教的發展。
我們堅持專業自主也認同謹守歷史所賦
予我們孩子們最優秀的傳統。自由開放，
自此一家。

　　家長會的工作在不同的程度上圍繞
著這些綱領上，當然也因為更有效的管
理，慢慢地由一磚一瓦建立起維護華仁
的城牆。畢竟家長會的發展不講求速度，
只講求效率。理事們各自謹守崗位，各
司其職，一場足球比賽不論輸嬴，彼此
並肩，在綠茵場上跑來跑去，出一身汗
的感覺非常好！

理事  張啟華

    九龍華仁書院和我的情誼始於求學時期，當年為著應付公開考試，又不想到公共圖書館
去排隊與人爭位，我和三兩知己便跑到九龍華仁書院的校園去溫習，我們在這個擁有優美環
境的校園內，渡過了無數個晴朗與陰霾的日子。正正因着華仁書院的辦學團體—耶穌會以愛
出發，向有需要的人士開放校園，才造就了既不是舊生，也不是天主教徒的我能夠受惠。    婚後，我和外子定居何文田區，每逢從住所步行到油麻地地鐵站，都會經過窩打老道的
校舍，雖然多年來沒有再踏足校園，但對於這個擁有美麗而富歷史價值建築物的城市中綠
洲，總有著一分難以忘懐的深厚情義。

   直至三年前兒子成為華仁一分子，從那時開始，我便積極參與學校義工活動，兩年前更
成為家長會理事。藉著義工服務，除可向九龍華仁書院及其辦學團體表達藏於內心深處多年
感恩之情外，更希望能以身作則，教育兒子將來也能無私地回饋母校。
   適逢 2014-2015 學年，是兩所華仁書院 90/95 週年校慶，我有幸參與校慶籌辦活動，透
過服務，令我獲益良多。我更深深感受到校監丶校長丶各位老師丶舊生丶家長及學生們對學
校無私的奉獻，特別是舊生對學弟們的那份「兄弟情」，更是表露無遺。
    過去在學校參與家長會理事，認識了很多對學校義工服務盡心盡力的家長，彼此更成為
好朋友，在大家的努力下，學校與家長及學生的關係變得更緊密丶更和諧，同學的學習態度
及氣氛亦得以改善。未來日子裹，家長會仍會肩負推動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的重任，而家長
會的成功與否，實有賴各位家長的積極參與和寶貴意見。齊來吧！讓我們攜手推動關愛校
園，充份發揮家校合一的精神，讓我們的孩子在尋求知識之餘，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愉快學
習。

理事  湯婉華

感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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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  Arthur Lau
(students)    Gregory Tang
                      James Wong

The only one marine reserve in Hong Kong is located at Cape d’Aguilar near Shek 
O. It has a magnificent view of intertidal habitats with no water pollution and 
abundant with aquatic lives. There is a very attractive whale skeleton standing 
on the seashore facing strong wind and storm for so many years. Don’t touch 
please! Marine reserve is a restricted area. Please apply permit for educational 
or research purpo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the shore, there is 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med 
the Swire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SWIMS). It is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on marine science in SE Asia and the NW Pacific region. The centre 

fos ters  educat ion  and 
research cooperated with 
other marine centres in the 
Asia and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ty. SWIMS focus 
on the research in marine 
ecology and biodiversity, 
anthropogenic impacts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two-
floor-high building, there 
are various facilities such 
as laboratories, marine 
aquarium, specimen room 
and libraries etc.

During the visit, we viewed the aquarium which has different tanks containing 
aquatic lives like clown fish. A researcher showed us a sample of larvae of 
a marine snail. The laboratories are very clean and tidy, and equipment is 
professional. One researcher showed us the fertilization of marine lives under the 
microscope. After that, we went to the specimen room which stores countless 
marine specimens. We learnt that we cannot define the species by its size 
and colour, as both of the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preservative 
ethanol. Afterwards, we walked along the coastline and explored many shells 
sticking on the rocks. Some sea urchins were crawling beneath shallow water. 
Yummy but don’t make it sashimi! Put it back to original place. Without the 
researcher, we should not pick it up. 

The largest whale skeleton in Hong Kong

Inter-tidal zone at low tide

A Visit to The Swire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SW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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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is visit, we explored 
the life of a researcher. The 
researcher checked on their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ir 
experiments, almost every day. 
Some of them told us that they 
treat it as taking care of their 
babies! Many Wahyanites had 
a great interest in studying 
Science. Some of us would 
even want to be a researcher 
in future, to follow the research 
career of our alumni.

Our alumni researcher, Dr. Kelvin Ho, is an expert on marine toxicology in this 
centre. H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certain apparently safe chemical used in 
“bottom paint” of ships. This special paint prevents any marine creatures, like 
barnacles and oysters, from sticking on the submerged ship’s hull. These marine 
residents make the hull rough and dragging down the speed. Without these bio-
foulings, the oceanic containers can travel faster and reduce oil consumption 
along monthly voyage. That paint contains Tributyltin (TBT), which is extremely 
toxic! The paint has been banned in Euro but is still commonly found in many 
ships entering Hong Kong marine province.

The toxic component, TBT, actually circulates along the food chain and eventually 
causes irreversible damage to entire ecosystem. TBT lets a number of marine 
species undergo dramatic physiological change. One of the most extreme 
case was found in Thais clavigera (Kuster) ( 疣荔枝螺 ) by Dr. Ho. In his marine 
sampling around Hong Kong seashore in recent years, nearly all female Thais 
clavigera (Kuster) has grown a PENIS!  Have they all changed from female to 
male? Don’t eat them! Besides, TBT may sink on the shallow sea bed, in which 
flatfishes ( 比 目 魚 , 左 口 魚 , 韃 沙 魚 ) live. Will it be safe to eat these fishes in 
future?

This visit truly broadened our horizon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imultaneously 
gave us relaxation after our long examination! Thanks for our Biology teacher, 
Mr. Shing, to apply special permit for us to enter the restricted area. Most 
importantly, thanks for the Centre in charge, Prof. Gray Williams, of the SWIMS 
of HKU to grant us the entry permit. Last but not least, thanks for our alumni 
researcher, Dr. Kelvin Ho, to organize the guided tour under hot weather warning 
signal in the only one marine reserve in Hong Kong.

Microscope Sea urchin InterSpecimen room

The SWIMS research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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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由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組成。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是最高權力機構，而日常會務則
由理事會處理。

根據家長會 2014 年修訂的會章，理事會共有 12 位理事，其中兩位當然理事，是由另行選舉選
出的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擔任，其餘 10 位理事則經由會員大會選出。

由於去年（2014-15 學年）已選出了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而他們的任期是兩年的，所以將
會自動連任成為新一屆理事會的當然理事；而新一屆其餘 10 位理事，便須經由選舉選出。如果
參加理事選舉的候選人不足 10 位，各候選人便會自動當選為理事。

過去很多年來，家長會的競選都很熱鬧，經常有超過 10 人參選，競爭理事職位，最高紀錄是 19
人參選爭逐，差不多是二選一，競爭非常激烈。惟是去年因為剛剛修改了章則，理事總人數由
10 人增加至 12 人，除了兩位家長校董，衹有 9位參選人，便自動當選為理事了。不過今屆又再
熱鬧起來了，有超過 10 人報名參選，看來又有一番競逐了。

訂於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五 ) 晚上 6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在九龍華仁書院禮堂舉行，
並選舉該年度理事會理事。

今次周年會員大會，邀請了校監周守仁神父示範意識省察 (examen)，及新任社工陳浩泉先生
作專題演講，講題為《學生的情緒問題》。

6:30pm 茶點招待；7:00pm 會員大會開始。各位家長不要錯過此機會，請踴躍參加。

家長會周年會員大會

誠邀贊助家長會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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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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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仁書院 ( 九龍 ) 法團校董會」或〝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Wah Yan College, Kowloon”並在支票背後寫上學生姓名、班
別及聯絡電話交回學校轉交家長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