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
二十周年特刊

繼
往
開
來

承
先
啟
後



現屆主席的話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一向秉承的宗旨就是希望透過家長會的活動能促進學校與家長之間的緊密聯繫，培養及改善學校管理
階層、教師、學生與家長及各位家長之間友好關係。除此以外，家長會亦是一個良好的渠道，令教師與學生溝通得以加強
及培養，從而進一步提升融洽及和諧之學習環境，藉此能提高教育質素及以改善學生福利為目標。

今年（2019 年）適逢是家長會的 20 周年紀念，我作為家長會的主席，亦希望藉此機會回望過去及展望將來。曾經有家長
問我為何九龍華仁書院沒有家教會？據我了解，現時全港就只有九龍華仁書院的家長會是沒有老師出任理事的。在 20 年前
家長會創會以來，老師都是擔任顧問及列席會議時提供有關學校的資訊及意見。這個獨特的文化由創會一直沿用至今，所
以我們只能稱為「家長會」而非「家教會」。

家長會每年平均舉辦差不多 20 個不同性質的活動，當中包括每年數次的探訪老人院及賣旗活動、不同主題的親子及升學講
座、不同機構的導賞團及旅行、聯校漂書活動及聯誼盆菜宴等等。另外，家長會亦常設了學校義工組、家長聯絡員組群、
書畫班、網球及園藝興趣小組、家長合唱團和「暢敘華園」會訊等等。

所有活動都是由家長會各理事利用公餘時間去統籌及安排，工作的壓力雖然不輕，但幸好有幾位顧問老師包括周子詩副校
長、彭靜倩老師及馮景雄老師協助聯繫學校有關部門提供支援，而所有理事亦全憑一股熱切的心，本着耶穌會「men for 
and with others」的精神為各位家長及學校服務，所以就算今年（2019 年）4 月補選前嚴重缺乏人手的情況下，仍能把所
有預算的活動順利舉行。在此我再一次感激今屆所有理事發揮了互助互諒的精神。

家長會文獻顯示，過去 20 年出任顧問老師除了姜耀明副校長外，還有 Mr. David Leung 及 Mr. Wong Kwok Wah 兩位退
休老師。而歷屆家長會主席就詳列如下：

侯傑泰博士 (1999-2000)
劉衛虹醫生 (2000-2006)
黄君南先生 (2006-2008)
龎棣勛先生 (2008-2010)
羅潔薇女士 (2010-2012)
張國全先生 (2012-2014)
曹俊朗先生 (2014-2017)
張啟華先生 (2017-2018)

今天的家長會能夠順利邁向 20 週年，實在有賴以上各位顧問老師及主席前輩多年來的深耕細作，令到家長會能有今日的規
模。在此我謹代表家長會向歷屆主席、顧問老師及一衆家長會理事致敬，感謝他們對家長會過去 20 年來無私的付出及貢
獻。

今年（2019 年）除了是家長會成立 20 週年外，亦是兩間華仁書院 100/95 週年「穿越百年、同步立新」的校慶。我作為
九龍華仁書院的舊生亦是兩名兒子的師兄，能夠見證和參與這個歷史的重要時刻，實在是我畢生的榮幸！希望家長會能夠
繼續把服務他人的精神傳承下去，邁向下一個 20 週年！

陳耀彬 (WYK 84)
2018-2019 家長會主席

2018-19 理事會成員如下：

陳耀彬先生 (主席兼家長校董)、連海江先生 (副主席)、林永健先生 (秘書)、鄭國沛先生 (司庫兼替代家長校董)、陳美

儀女士、李曉燕女士、林文真女士、林丹萍女士、余巧珠女士、王力恆先生、周沛麟先生及劉燮唯先生

校方代表：

周子詩副校長、彭靜倩老師及馮景雄老師

義務法律顧問：林國昌律師

永遠榮譽顧問：劉衛虹醫生



家長會: 支持還是督導辦學?
家長會的成立
我參加九龍華仁第一屆家長會並成為主席頗為偶然。1999 年 6月 8日當時的蘇中平校長邀請家長回校商討成立家長會，我
是中二生的家長，當天在禮堂樓梯偶遇蘇校長，他跟我說幫幫手吧。校長是我在九華念書時的應用數學科老師，總不可辜
負老師期望，我只得乖乖出來服務。可能因為我在大學教育學院任教，培訓老師校長，有幸入選第一屆家長會。

主要工作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草擬會章，這並不困難，因為教育署有模版可供參考。與學校商議後決定，所有家長都自動成為會員，
並無需交會費。而家長會其它會務包括出版通訊、舉辦家長講座及郊遊聯誼等。第一份通訊除通知各家長成立了家長會外，
亦邀請了來自各行業的家長（如：燒陶瓷、國畫、電腦、眼鏡店、醫務所）到校演講、辦班及提供不同店舖折扣及服務。

第一屆家長會週年大會於 1999 年 11 月 26 日晚舉行，邀請了校友陳仲謀醫生（精神科）分享「家長與子女溝通技巧」。當
時家長會的顧問有徐志忠校監、蘇中平校長、龔臻虹先生（舊生會會長）及林國昌律師（義務法律顧問）。

家長會第一年共出版了 6次通訊，除介紹會務、徵詢一般意見外，也當橋樑代校方與家長共同商討不同議題，譬如政府當
年不支付課室冷氣費，我們代校方向家長解釋及徵詢意見，會否支持安裝並願意繳付月費 30 元。此外，在那年暑期前亦通
知家長暑期舉辦英文輔助班，雖然收費，但家境有需要的可向校方申請減免。

在校方支持下，我們收集得到約八、九成中一至中四的家長姓名及聯絡方法。雖然稱為「家長會」而不是「家長教師會」，
但與學校合作無間，得到校方全面支援。

辦學：家長、學生應有多少話語權？
在此分享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一些觀察, 當然我的理解未必正確。

當年，我告訴教育署朋友九華成立家長會，他笑言：如今九華都有家長會，那麼全港學校都應該有家長會了。朋友言下之
意即他認知九華從來不熱衷於成立這類家長會。

家長教師會與家長會並非同一回事。香港一般學校所成立的家長教師會，家長與校方代表（教師、校長）人數相約。因有
校方代表參與，意味著家長教師會會議上作的決定，理論上校方須執行。所以家長教師會往往成為家長「建議」或「指導」
學校辦學方針的一個組織，這有時對學校的直接行政干預甚大。相對而言，家長會只扮演一個諮詢角色，會議上的決定也
只是供學校參考而已。家長會甚至可作防火牆，於反映一些家長意見時，緩衝過於偏激的意見。

作為華仁的辦學團體，耶穌會擁有數百年優秀的辦學經驗，如果個別家長提出截然不同的教育策略及方向，或多或少會干
擾學校的政策及整體教育原則。

共同參與是世界民主潮流，一人一句講意見。香港教育署也因應世界問責潮流，下放更多監管權力予校董會，要求更多家
長參與學校管理，但這政策也有其局限。藉由家長會及獲辦學團體耶穌會邀請，我曾前後兩次出任九華校董。一直以來，
我對華仁教學理念及方法有著百份之二百信心。雖然從事教師校長培訓，但在校董會上我總是小心翼翼的分享觀點，唯恐
自己考慮不周。現今在擁護多元意見的社會，作為家長、學生，我們對如何辦學，總是喜歡提出各種意見，如何平衡教學
傳統與多元意見，確實不易。

近年耶穌會神父參與具體日常學校工作逐漸減少，但九華仍是我最推崇及喜愛的學校。

第一屆幹事包括：雷連生（副主席）、李瑞琄（秘書）、林艷卿（司庫）、及幹事余震嫦、邱秀嫻、許國鴻、劉衛虹、及本人
（主席）。

侯傑泰
家長會第一屆主席(19992000)

任職：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卓敏講座教授



永遠榮譽顧問感想
我的大兒子於 1998 年升上中一，我在華仁的大家庭中又多了一個學生家長的身份。翌年家長會正式成
立，開第一次會議時，有一位家長對我說：這是男校，家長會內應有多些男士代表，提名了我，機緣
巧合地我做了首屆家長會的執委。

由於第一屆家長會成立於下半學年，執委的任期超過一年。到第二屆執委選舉後，創會主席侯傑泰博
士因個人原因不願留任主席，我接任主席，一做就做了六年，直至我的小兒子於 2006 年中五畢業才退
下來。

在這七個學年中，我見證了家長會的成長，從探索我們的路向，到建立一個相對完善的組織，建立聯
絡網，出通訊錄，辦各類活動 —— 講座、分享會、遊學團、遠足、興趣班、補習班等等，協助學校的
活動 (家長日、開放日、飯堂管理)，家長會慢慢成型了。

華仁書院的家長會是獨特的，與其他學校的家教會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校方極少參與我們的運作。執委
會的成員全是家長，只有一至兩位老師代表校方做聯絡工作，校長並不是當然委員，一般情況下也不
會列席會議，家長會擁有極高度的自主權。

我個人相信家長會的成立，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幫助家長解決問題，尤其是初中的家長，很多時候未能
適應孩子進入中學之後的轉變，面對新的環境，家長對這些變化有時比較徬徨，而華仁這所中學又
跟一般人心目中的名校有所不同，我們比較著重啟發學生的潛能，容許他們有較大的自由度，功課較
少，很多家長對此是不習慣的，有時也因此產生誤會。一直以來，我希望家長們能多包容，嘗試去瞭
解學校的教育方針與手法，給孩子們多點自由，讓他們建立自己的想法，說到底，我們總不能一世都
牽著兒子的手不放。

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嘗試邀請不同的專業人士，例如醫生，心理學家，教育學者 (不少是舊生) 來和我
們分享，透過講座或研討會，幫助家長找出並解決問題，從而幫助我們的學生。另外我們也舉辦了不
少聯誼活動，去增進感情，令大家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下交流。

我在家長會的日子裡，得到不少人士的幫助，包括校方及家長，特別要鳴謝的是梁國頤及姜耀明老師，
兩位先後輔助過我的義務秘書 —— 李瑞娟女士和黃君南先生。全靠大家的努力，家長會才能建立一定
的基礎。

在家長會成立二十週年的日子，我在此恭祝家長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劉衛虹醫生
永遠榮譽顧問

2000-2006 家長會主席



家長會的二十周年隨想
今年是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成立的二十周年，好榮幸被邀請在廿周年特刊寫一點回顧分享。
 
回想廿多年前，兩個兒子相繼入讀華仁書院，我和太太非常高興及感恩，亦希望為華仁這個大家庭
做一點事。所以毅然加入了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最初做過康樂小組召集人，協助組織家長會的旅行
及康樂活動，及先後當過家長會秘書、副主席及最後被選為主席。在任七年多，從未有缺席過一次會
議或活動。盡心盡力的動力，來自以身作則的信念，藉此鼓勵兒子參與公益活動，服務社群。

最深刻的兩個經歷，其一是無心插柳地促成了華仁 homecoming concert 的誕生。 話說有位家長主
動找我商量，希望安排一些學生回學校觀看他的兒子(華仁舊生)表演大提琴。我在家長會提案商議，將
這個要求，化作正面的意念，向舊生會獻計，做一個可持續的音樂活動。目的是用音樂吸引更多不同
年 代 的 校 友 參 加 舊 生 會 活 動 。 結 果 舊 生 會 接 納 了 這 個 建 議 ， 在 2006 年 舉 辦 了 第一屆 名 為

【Homecoming concert】的音樂晚會。 Homecoming Concert 亦成為九華舊生會每年恆常的周年活
動。雖然我不是華仁仔，但亦為此而感到欣慰！

在任主席期間，我提出了一個突破而創新的建議，就是在學校走廊位置擺放圖書給學生閱讀。與會間
有家長擔心有人偷書，但反覆討論後得到共識：偷書者至少覺得書本有價值。開放式圖書櫃亦考驗學
生及使用華仁校園晨運的公眾人士的誠信。這個計劃的成功，得到學校的大力支持；更感謝家長踴躍
捐書；以及義務家長幫助篩選及編序這些圖書，最終成就了九華設立「學校開放圖書館」的創舉。九
華應該是全港第一間設置有開放式圖書的學校。

我深信教導子女，除了依靠學校有系統的教導外，家長亦是他們的 Role Model。學校教育的 Man for 
Others 以及創新思維，我們應以身作則地與學校相輔相成，才可相得益彰地強化學生心與智的成長。
在華仁家長會多年的服務，認識了一班同道中人的家長，與他們分享教導子女的樂與悲，互勵互勉。

兒子畢業後，完成大學，經已在社會工作多年，轉眼間又進入成家立室的階段！時光荏苒，猶如白駒
過隙！感謝家長會給我機會在此梳理一下我在華仁的經歷。

在此，我祝賀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黃君南
2006-2008 家長會主席







家長會的二十周年與「暢敘華園」的十周年
時光荏苒，九龍華仁家長會原來已成立了二十年，我想很多定華仁家長和我一樣，因為欣賞華仁的教
育理念，就是「自由學習氣氛；培育學生的獨立思考及創意；建立良好品格和價值觀；服務社會」而
讓兒子入讀這所中學。學校亦在家長會中貫徹這個理念，讓家長會自由決定及獨立處理事務，只提供
支援而不干預，完全信任家長會。我當了家長會幹事六年，擔任過秘書、副主席至主席等職務，在學
校這六年裡我既是服務更是學習，對教育觀念一個新的學習。

家長會是家長們聯繫及交流的橋樑，更是家長和學校老師、溝通的管道。在家長會成立後，就出版不
定期的「家長會通訊」，刊載學校及家長會資訊，然這都是單向的資訊傳遞。由於資訊日益增加，同時
家長會希望建立一個與家長互動的達訊息和成果發表的園地，於是在 2009 年 4 月另行出版雙月刊名
為「暢敘華園」，到今年已創刊十年。

說起「暢敘華園」這會訊名稱由來，有段逸事。話說當年本人負責籌劃這份刊物，苦思刊物名稱未果。
剛巧有一天上家長會書畫班趙起蛟老師的課，課堂上臨摹王羲之的《蘭亭序》，序中：「雖無絲竹管弦
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數句，靈機一動想出用「暢敘幽情」的「暢敘」二字加上「華仁」
組成「暢敘華園」四字，感覺既合乎刊物的創刊意念，又沾點兒儒雅氣息。隨即請教趙老師，老師先
幽一默說：「「華園」有沒有「零食」？」一笑。然認為可採用，我於是「打鐵趁熱」，要求老師題字，
老師欣然答應，遂即席揮毫。就這樣，這墨寶成為了「暢敘華園」的版面設計。不知這版面設計現在
還沿用嗎？

在這衷心的祝願九龍華仁家長會在華仁這自由園地繼續成為家長、學生、老師、學校的橋樑，生生不
息延續下去。適逢今年是香港華仁一百周年及九龍華仁九十五周年校慶，敬祝華仁兩校同心同德，開
拓進取，無忘創校初心，以實際行動迎接百年校慶。
文章寫在香港多事之秋，也祝願香港能同心協力解決重重困難，一同「暢敘香江」。

羅潔薇
2010-2012 家長會主席



我在家長會的日子
我的三個兒子有幸在華仁書院就讀，所以從 2006 年開始，我有機會加入華仁家長會服務，直至 2014
年一共八年，很高興能夠寫下一些點滴，與各位家長分享。

家長會的名稱-美麗的誤會
華仁家長會的名稱雖然沒有什麼特別，但和校外的朋友接觸時，有時他們都會誤以為我們的名字是叫
作九龍華仁家長教師會，因為較多學校的家長會都命為家長教師會，原因是教師在會務中擔當比較重
要甚或主導的角色；然而，我們的名稱沒有「教師」，也反映辦學團體耶穌會對學校每一持份者（包括
家長會）的信任，讓家長在每一年的周年會員大會由家長自行投票，選出執委（常務理事）和家長校
董，並且放手讓家長會自行計劃、籌辦各項活動，而學校會提供相關的協助。

家長會的傳奇-無處不在的姜 Sir

家長會會為不同年級的家長的需要，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多
年來其實是有賴於姜 Sir 的幫助。姜 Sir 全名是姜耀明，1975
年於九華畢業，在中文大學肆業後即加入九華任教，並晉升至
副校長，於 2018 年退休。因為姜 Sir 的兒子也在九華畢業，所
以他有多重的身份，包括舊生、家長、老師、副校長及家長會
的學校代表。姜 Sir 對家長會來說，好比范仲淹的「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因為無論是在星期一至五的晚上，
星期六或星期日家長會舉辦的活動，他都會在活動前邀請相關
的老師及同學（如學生會、舞台音響組等），並先於我們到達場
地、安排相關電腦、燈、音響等，並且在活動結束後，收拾好
所有物品，還原好場地後才離開。所以能夠和姜 Sir 共事多年，
實在是十分的榮幸。   

家長會的活動-名不符實的義工
回想八年來在九華的家長會的不同活動，除了認識了很多
家長，老師及同學外，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為家長
會默默耕耘，從不計較的各級家長義工。名義上他們是在
不同組別的義工，包括圖書館和好望閣義工組、家長聯絡
組、康樂組、家長社會服務組、對外聯絡組、會訊組和網
頁組，實際上他們所付出的時間，所付出的努力，所付
出的愛，已經超越義工的名字，真正是屬於華仁書院
的一部份。

家長會的傳承-飛越未來
執筆之際，正值香港突如其來懸掛 8 號風球的一刻，也
是香港經歷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社會風暴當中，深昐短
期內香港能夠找到出路，在回復平靜後，不管將來的教育制度如何改變，相信學生都能夠本着華仁的
校訓 In Hoc Signo Vinces (在這徽號下 我可克敵），在耶穌會的精神，學校的教導，老師的啟蒙，同
學的友愛下成長及蛻變。而我也深信在這過程中，家長會定能秉承過去 20 年的優良傳統，與學校及學
生同心飛越未來。

張國存
2012-2014 家長會主席

2013 年 2 月 2 日姜 Sir 於慶祝窩打
老道校園 60 周年活動中重溫當年可
能曾經坐過的華仁書桌

17/1/2014  在島嶼寫作電影-文學大師
系列（林海音）兩地電影欣賞晚會



角色，從變革中找理想！
從 2006 年開始，當兒子進入小學階段就學習家校合作的角色，由一張白紙，一步一履去聯繫家庭和學
校。旨在協助學校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來平衡各個家庭及學生們的學習需要。在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
無異，我們目標明確的希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在最理想的環境中學習和成長。轉眼間小兒已準備上大學
二年級。

一直以來我和太太都堅信耶穌會的教學方針，看著兒子和同窗們由「小學雞」慢慢茁壯地成長。我在
中六生的「上課最終日」聆聽和觀察到各位畢業生的離別吶喊，當中有參與者、有策劃者和領導者，
大家都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大家肩並肩，領導者高聲呼喊，參與者同聲和應，「華仁精神」鏗鏘地在
校園裡迴響了整個下午。這六年的學習經歷也許不止於當天，也不單單只反影在中學文憑試的結果中。
從當天起大家都各奔前程，邁向各自的人生目標，大家都背著「華仁仔」的名號在社會上參與不同的
角色。

「即將來臨的一天，比過去的一年更為悠長。」（英）福爾斯特。九龍華仁書院在 19-20 學年就會踏入 95
週年紀念的校慶年，家長會也跨越了二十個年頭，我們家長的角色將會面對不同的挑戰或機遇。社會
不斷的演變，不同的價值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科技的範疇裡進化。家長們會為學生營造一個
怎麼樣的環境和價值觀會是一個有趣的議題。「穿越百年˙同步立新」是兩所華仁書院的慶祝主題，我
想我們家長也可以在這急速範式轉變的年代中找尋一個更理想的角色去服務華仁書院。我熱切期待家
長會的帶領，為我們各「華仁仔」的家庭一起同步立新！

謹祝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務蒸蒸日上！

張啟華
2017-2018 家長會主席



家長會大事回顧
家長會每年都舉辦包含各類題目的家長講座及旅行等康樂活動。以下是其中一些活動，供大家回
顧一下家長會的發展。因部份歷史資料散失，活動未能盡錄，敬請見諒。

會務
1998 年 11 月 家長會順利組成，候傑泰先生成為臨時主席。
1999 年 6 月 8 日舉行選舉大會，家長會正式成立。會中選出主席、副主席、書記、司庫各一人及執行
委員四人
1999 年 11 月 26 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即 1999-2000 年度週年大會，會中通過會章。(1999-
2000 第一屆)
2000 年 1 月家長會發出第一期家長會通訊 (1999-2000 第一屆)
根據社團條例註冊成爲合法之團體(1999-2000 第一屆)
家長會為學生會籌募開放日及校刊經費(1999-2000 第一屆)
邀請林國昌律師作為本會義務法律顧問(1999-2000 第一屆)
設立家長會電郵 (parents@wyk.edu.hk)(1999-2000 第一屆)
成立「餐廳監察小組」，以監察餐廳之食物質素及運作 (2000-2001)
在中一級開始設立每班的聯絡人(2000-2001)
招募家長義工協助圖書館工作(2000-2001)
設立中一至中三每班聯絡人及中四至七的每級聯絡網 (2001-2002)
非典型肺炎疫症期間，招募家長義工爲同學量度體溫 (2002-2003)
校方撥出 326 號房供家長會及舊生會使用 (2005-2006)
閱讀小組協助中、英文學會舉辦閱讀計劃，以推動校園閱讀風氣。(2007-2008)
向家長呼籲贊助經費，籌得港幣 $56,230.50 元 (2007-2008)
第一期【暢敍華園】，趙起蛟老師作封面題字 (2008-2009)
成立【好望角】圖書庫，提供課外書在地下走廊給學生在校園閱讀(2008-2009)
執委(理事)由八位增至十位 (2009-2010)
家長會網頁全新面貌 (2013-2014)
於(2013-2014) 第一次舉辦收集舊課本及義賣，收到的一萬五千多元全數贊助學生活動經費。之後每
年都有舉辦，收到以下金額(2015 年萬多元；2016 年$22,921；2017 年$27,660；2018 年$28,413；
2019 年$37,039)
閱讀小組設立「華文薈」facebook 專頁(2014-2015)
第一次家長校董選舉 (2014-2015)
第一期電子版暢敍華園 (2015-2016)
暢敍華園出紙十六大頁, 創了印刷版的紀錄 (2017-2018)

聯校活動
與聖瑪利書院聯合舉辦聯校家長研討會，主題為「拆解青少年與異性交往」(2009-2010)
由九華、港華及華仁小學合辦聯校家長論壇 -「在家裡支持耶穌會教育：華仁家長的 DOs and 
DON'Ts」- 主題：「機不離手」、「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和子女青春期反叛。澳門利瑪竇小學亦
有參加作觀察。(2013-2014)
與香港華仁聯校活動「開放悅讀，同心看世界」講座，建立漂書櫃 (2017-2018)
與瑪利諾修院學校 (MCS) 合辦推廣閱讀活動 (2018-2019)

紀念活動
在文化中心主辦「九龍華仁書院八十五周年視覺藝術展」(2009-2010)
家長會製作窩打老道校園 60 周年紀念版長袖冷衫及冷背心 (2012-2013)
姜耀明副校長榮休晚宴(2017-2018)
出版家長會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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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活動
首屆「家庭康體日」(2007-2008)
舉辦灣仔文化遊(2009-2010)
廣州兩天親子學習交流團(2009-2010)
參觀明報報業編輯室(2010-2011)

「韶關、丹霞山親子學習團」(2010-2011)
親子電影欣賞會「他們在島嶼寫作」(2011-2012)
張家界高鐵攝影學習團(2011-2012)
首辦盆菜宴 ，當晚在禮堂筵開 30 席 (2011-2012)
首次池畔燒烤 (2012-2013)
陽江海陵島、龍宮岩三天團 (2013-2014)
探訪正生書院 ，參觀跑馬地蓄洪池、民航處航空教育徑及 T-Park (2017-2018)

興趣小組
開辦家長書法班，由趙起蛟老師教授 (2007-2008)
成立家長合唱團 (2013-2014)
康樂小組的【家長會網球小組】成立(2014-2015)
成立園藝興趣小組 (2015-2016)

講座 / 興趣班
舉辦中四升中五補習班 (2002-2003)
舉辦暑期英文補習班及中四及中五的補習班 (2003-2004)
舉辦暑期英文補習班 (2004-2005)
舉辦數學奧林匹克課程 (2005-2006)
中五學生廣華醫院兩星期全職小科醫生工作體驗(2010-2011)
三節「中文科應試講座」(2010-2011)
健身氣功 · 易筋經班(2012-2013)
文學欣賞班：由退休老師梁國頤老師教授(2013-2014)

其他
家長會邀請了鮮魚行小學、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及聖方濟愛德小學的學生及家長參觀校園。(2011-
2012)
2012 年 2 月 4 日舉辦親子社會服務<耀武揚德：特能跆拳道共創健力士日>是與香港耀能協會的弱能
人士共創健力士記錄，一同表演跆拳道（太極一章）十分鐘。是次活動共 338 位傷健人士及義工一同
表演跆拳道（太極一章）十分鐘，成功創造了一次健力士記錄。(2011-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