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訊(雙月刊)第十二期 

2013 年 2 月 

 

 

 

 

 

 

 

 

 

 

 

 

 

 

 

 

 

 

 

 

 

 

 

 

 

 

 

 

 

 

2012 年轉眼已過去，又是新一年的開始了。 

 
隨著新一年的來臨，會訊由今期開始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同時亦增多了版面，希望能有更多空間，更
多不同的題材和形式與各家長溝通，更能扮演作為學校與家長間溝通橋樑的角色。 
 
今期開始我們開設了「家仁信箱」，以答問形式和家長分享一些大家可能同樣會遇到的疑問和困擾，如兒
子的學習、功課、課外活動、校園環境、親子關係等等方面，並給予一些過來人的意見。 
 
另外，在閱讀專欄「閱讀多面睇」裏，我們鼓勵家長與兒子閱讀同一本書，或是同一本書的不同語言版
本，然後分享交流閱讀該書後的感受，一來可鼓勵大家多作閱讀，同時也可作為一種親子活動，促進家
長與兒子間的關係。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的安排，喜歡這份「華園」。 

家長會一向經費緊拙，難以應付不斷增加的活動和服務，所以一直有向各位家長呼籲，祈望家長能大力
支持贊助經費。有賴家長的熱烈支持，使家長會各項活動得以順利推行，在此家長會謹向贊助的家長致
以衷心的謝意。以下為過去一年的捐助名單： 

班別  家長姓名   班別  家長姓名   班別  家長姓名  班別  家長姓名 

1W  石惠儀   1K  黎君怡   2Y  李慕英  3C  黃式遐 

1Y  陳其偉   1K  胡如英   2Y  梁麗貞  3K  Leung Hau Ling 

1Y  洪麗芬   1S  李鳴鳳   2C  任志華  4W  李雪麗 

1Y  林美芬   1J  馬淑嫻   2K  陳淑嫻  4C  林婉薇 

1Y  吳肖玲   1J  蕭瑞如   2K  張美梅  4S  趙惠珍 

1Y  楊妙虹   1J  湯婉華   2K  林明基  4S  莊潔瑜 

1C  李少芳   2W  方潔珊   2S  麥潔鳯  4S  Tsui Suk Fan 

1C  梁秀群   2W  林月霞   2S  譚敬波  5W  林樹源 

1C  戴森美   2W  黃伙妹   3Y  區婉儀  5Y  林聯有 

1C  曾美玲   2W  Wong Sau Fong 3Y  黎煥貞  5C  Winifred Ng 

1C  黃玉蘭   2Y  郭嘉莉   3C  鄭淑儀  6J  連舜香 

1C  Yim Siu Chung   



 

 

 

 

 

 

 

 

 

 

 

 

 

 

 

 

 

 

 

2012 年是九龍華仁書院慶祝遷入窩打老道 56 號現址的 60 周年。在這富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學校即

將舉辦一連串慶祝及籌款活動，讓神父、退休及現任的師長、舊生、學生及其家人，可以共聚一堂，歡

渡校舍甲子慶典之餘，更可為華仁校舍籌款，改善已經老化的設施，例如更換已經殘舊的電腦、改善廁

所設施等等。於 2 月 2日(星期六)下午，「校園 60 周年紀念石刻」揭幕典禮及「校園 60 周年植樹儀式」

將於校園舉行。 

於2月2日(星期六)黃昏6：30至晚上9：30舉辦「迎

春盆菜宴」，讓神父、退休老師、舊生、教職員、

家長、學生及其親友，在學校大禮堂共聚，分享

過去60年來，我們在華仁大家庭一起成長的喜

悅。當晚先由中一的學生向60年前的老師及學生

獻花展開序幕，然後透過在華仁校園拍攝的經典

電影觀賞，讓大家緬懷與我們一起成長的校園。

神父、校長、家長會為我們歌唱表演，同學則會

表演舞蹈，舊生帶領大家做Naylor操，向我們敬

愛的Fr. Naylor致敬。還有其他豐富節目，如廚藝

比賽及大抽獎等等。有興趣參加的朋友，相信早

已填妥早前家長會通告內的報名表格，並連同支

票交回校務處了． 

為了慶祝九龍華仁書院遷入窩打老道 56 號校園

60 周年，學校特別於 2 月 2 日(星期六)舉辦「家

庭同樂日」，讓所有九華大家庭的成員及其親友

在校園相聚，參加形形色色的康體活動（康樂棋、

乒乓球、籃球、校園定向及足球等）、展覽（文

物展、書畫展）、賀年揮春大特寫、華仁大舞台

（學校合唱團及歌舞表演等）、有獎攤位遊戲、

䂿大槌及三角賽（由舊生隊、家長親子隊和師生

隊進行不同類型的球類比賽），讓不同年齡階層

參加者各展所長。此外，大會亦特設下午茶團聚

時段，及獎品豐富的大抽獎。有興趣參加的朋友

請填妥早前家長會通告內的報名表，於 1 月 25 日

前交回校務處或於即場報名。如有查詢，請電

23841038(校務處)或 91672698(周永倫先生)。 

相對於一般中學，九龍華仁擁有一個偌大的校園，也有較多的學生活動，而且進行全校小班教學。然而，

作為一所津助學校，我們所接受的政府津助，衹與其他津助學校一樣，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去應付

各類的開支，包括對日益老化的校舍之各類維修工作、更換陳舊的傢具及設施，和津貼各類教學及課外

活動。 

 

2012 年是九龍華仁書院遷入窩打老道 56 號現址的 60 周年，趁此機會學校籌備了一個大型的籌款活動，

目標籌款數字是 600 萬元，籌得的款項將用於更換七年以上的電腦設備、優化禮堂的設施如舞台設備和

洗手間、音樂室和電腦室的遷移和裝修、其他維修、未來三年裏用於各類教學及課外活動等等． 

 

希望各位校友、家長和友好人士能慷慨解囊，為九龍華仁打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今次的旅行是海上

特色之旅，約 90

位參加者前往被列

入「中國香港世界

地質公園」的荔枝

莊，欣賞形態各異

的沉積岩，參觀被

稱為「香港丹霞地

貌」及「赤漠迷城」

的赤洲，沿赤洲海

岸線賞覧島上由沉

積岩構成的岩石。

各參加者在塔門享

用海鮮午餐後，於

島上遊覽，參觀天

后廟、呂字疊石、

漁民新村等，並且

遠眺西貢海岸一帶

景色，約於下午 5

時盡興而歸。 

2012 年 11 月 18 日 

陳岡校長夫婦和家長會主席張國全夫婦，
齊齊到此一遊。 

齊齊來個大合照！ 

讓我倆手牽手，直至天荒地老， 
像沉積岩一樣，跨越無數世代！ 

在如此優美環
境中放風箏， 

煞是難得！ 

為了支持上述籌款活動，家長會特別推出九龍華仁書院窩打老道校園 60 周年紀念版長袖冷衫($300)及冷

背心($250)兩款外衣，讓學生及其家人穿着這溫暖的特別版冷衫時，能夠為我們改善校園設施出一分力。 

家長會在扣除成本後，會把所有餘款捐出。 

不過，相信你們早已訂購了，謝謝！如果還沒有訂購的家長或同學，可直接往校務處訂購，又或者於 

2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在學校舉行的家庭同樂日訂購。 

另外於 11 月 18 日秋季大旅行於船上訂購的家長，學校會另行通知你領取冷衫時才需要付款！ 

 

 

秋季大旅行－荔枝莊、赤洲、塔門之旅 

秋季大旅行攝影比賽最後召集！ 

參加攝影比賽的家長或同學請把已拍攝的照片於 2 月 10 日或以前交囘校務處或以電郵寄給家長會：

parents@wyk.edu.hk。(詳情請參閱家長會網站通告 109 號。) 



油尖旺區中學巡禮   

 

 

 

 

 

 

 

 

 

 

 

 

 

 

 

 

 

 

中三家長午間茶聚分享會 

 

 

 

 

 

 

 

 

 

 

 

 

 

 

 

 

 

 

 

 

學校在 11月 24日(星期六)配合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舉行「油尖旺區中學巡禮」，接待了數百名區內小六學生

參觀校園，了解九龍華仁的教學理念和收生準則，進行

了共五場簡介會。家長會亦安排了執委及家長義工在場

協助。 

2012 年 11 月 24 日 

2012 年 12 月 1 日 

今次的主題之一為「叛逆少年時－專題探討家長如何適應及協助

兒子渡過反叛期」，邀請得駐校社工連栢基先生現身說法；另一

主題為「高中選科－家長/學生的經驗分享」，邀請中四及中五

家長和學生與大家分享他們的經驗，包括家長在過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及事前的準備工作等。今次茶聚共有近 100 位家長參與，除

了中三家長外，亦有部份中一及中二家長參與。 



中四至中六家長午間茶聚分享會 

 

 

 

 

 

 

 

 

 

 

 

 

 

 

冬季遠足日：登龍脊‧觀石澳‧野餐同樂大浪灣 

 

 

 

 

 

 

 

 

 

 

 

 

 

 

 

2012 年 12 月 8 日 

今次茶聚的主題之一是「文憑

試中文科的教與學」，主講者

為中文科主任張大超老師。 

另一主題為「高中選科－－ 

家長/學生的經驗分享」， 

邀請了6位去年剛中六畢業， 

現時在港大、中大及科大 

就讀的舊生，與大家分享他們的經驗，及事前的選科和搜集 

升學資料的準備工作等；另外亦有兩位家長分享他們在過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今次茶聚共有超過 100 位家長參與。 

2012 年 12 月 8 日 

龍脊曾被《時代週刊》（亞洲版）

選為亞洲最佳市區遠足徑，位於

港島南區，是指打爛埕頂山至雲

枕山之間的一段山路，橫跨鶴咀

半島。山巒高低起伏有致，遠觀

儼如一條露出骨脊、匍匐在山上

的飛龍一樣，故名龍脊。全程大

部份是平路，屬於 2 星級（即難

度較低）遠足徑。當日 50 多位家

長及子女，於 3 個多小時的路

程，除了沿途欣賞南中國海、石

澳、大浪灣、赤柱及大潭一帶的

景色，更加相互認識及交流。約

下午一時半，大伙兒抵達大浪

灣，並在大浪灣野餐。 

從打爛埕頂山望見大浪灣似在不遠處， 

但踏上大浪灣時已是一個半小時之後了。 

前一天下了一整日雨，幸好當
日上午陽光普照。在攝氏 7 度
氣溫下也不覺得太寒冷。 

出發前，先來個大合照。 

從龍脊上望下去，石澳海灘和

高爾夫球俱樂部一覽無遺。 

臨走前在大浪灣再來個大合照。 



 

 

 

 

 

 

 

 

 

 

 

 

 

 

 

 

 

 

 
 

      一位中一家長： 

我的兒子剛剛升上中一，以前在小學時名列前茅，但升上中

一後由於成績跟其他同學比較並不突出，所以心理上有些不

適應，請問我可以怎麼辦？ 

 

      主持人： 

如果你的兒子在情緒上或心理上遇到困惑，我們學校有臨床

心理學家可以幫助，她的名字是 Ms Pat Chan。如果你的子

女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我們也有一位教育心理學家朱可達先

生可以幫忙。另外，如果你的兒子在人際關係或者是成長上

遇到問題，也可以請教我們學校的駐校社工連柏基先生。如

果要找上述三位專業人士的幫助，家長可以先致電校務處

23841038，找輔導組的周子詩老師，通過她安排及預約傾

談。 

 

      一位中二家長： 

我的兒子最近在草地足球場踢足球時受傷，請問學校會否改

善草地足球場這設施？ 

 

      主持人： 

家長會知道學校已經開展了把現在凹凸不平的草地足球場

改建為一個仿真草的足球場的計劃，學校在稍後會有公佈，

所以目前還是要叫貴公子在踢球時小心些，或者在石地足球

埸進行足球活動。 

 

      一位中一家長： 

我的兒子很希望多參加一些社會服務活動，校內是否有渠道

可以提供機會？ 

 

      主持人： 

年青人應多些參與社會服務活動，一方面可以學習如何與人

相處，同時又可以服務社會。校內其實有很多途徑提供同學

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會，同學可多留意一下不同單位所舉辦的

相關活動的信息；家長會亦有舉辦社會服務活動。另外，其

實校外亦有不少機會，大家可以聯絡一些慈善機構、非牟利

組織、社區中心等，在它們舉辦的活動（例如賣旗籌款、宣

傳活動、社區服務等）中當義工。 

 

      一位中三家長： 

我的兒子在數學科成績較差，我可以怎樣幫他？ 

 

      主持人： 

家長如果兒子在不同科目遇到問題，可以致電校務處找他的

班主任及/或個別科目老師，並且坦白的告訴他們真實的狀

況，及商量如何幫助他。 

 

      一位中四家長： 

我經常收不到家長會發給我們的通告，我可以怎麼辦？ 

 

      主持人： 

家長會每一份通告以及每一期的會訊，都會放在家長會的網

頁 pa.wyk.edu.hk。有關一些重要的通告，家長會同時亦以

SMS 短訊發放給已經登記的家長（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位）

之手機，所以請盡量多些瀏覽家長會的網頁啦！ 

在九龍華仁書院的大家庭中，有一些家長在子女

的學習過程及校園生活中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例如在初中碰到兒子適應中學的疑難，不管是

學習上的，情緒上的，甚至乎是個人的。我們都

希望可以把大家關心的一些議題，透過此新開的

的欄目－「家仁信箱」，把「家」長在華「仁」

關注的問題，以信箱的形式，為家長儘量解答。

各位家長可以打將大家的問題向我們個別執委

提出，也可以用電郵寄給我們的家長會的電郵信

箱 parents@wyk.edu.hk。 

 

第一次家仁信箱已收到不少家長的查詢： 

 

 

 

 

http://都會放在家長會的網頁pa.wyk.edu.hk/
http://都會放在家長會的網頁pa.wyk.edu.hk/
mailto:%E4%B9%9F%E5%8F%AF%E4%BB%A5%E4%BB%A5%E9%9B%BB%E9%83%B5%E5%AF%84%E7%B5%A6%E6%88%91%E5%80%91%E7%9A%84%E5%AE%B6%E9%95%B7%E6%9C%83%E7%9A%84%E9%9B%BB%E9%83%B5%E4%BF%A1%E7%AE%B1pa@wyk.edu.hk
mailto:%E4%B9%9F%E5%8F%AF%E4%BB%A5%E4%BB%A5%E9%9B%BB%E9%83%B5%E5%AF%84%E7%B5%A6%E6%88%91%E5%80%91%E7%9A%84%E5%AE%B6%E9%95%B7%E6%9C%83%E7%9A%84%E9%9B%BB%E9%83%B5%E4%BF%A1%E7%AE%B1pa@wyk.edu.hk


親⼦閱讀親⼦閱讀──感受分享感受分享
《卡徒》 –幻想小說

內容簡介 :
在一個以卡片為核心的聯邦世

界裡，卡片級別的高低和力量的大
小像徵著一個人的地位、財富和榮
譽，所有人都以擁有一張高級卡片
為榮。

當弱小的陳暮與一張神秘卡片
偶然交集後，他的命運不僅因此發
生了徹底的改變，聯邦的歷史亦最
終因他而改寫。

號稱聯邦卡影史上的最強組--
“木雷”橫空出世，令學院派精英
也無法破解的製卡結構，叢林通訊
技術，力量強大的數字卡片系列等
等，每一個事件都能牽動聯邦的神
經，都能夠令最大牌的製卡師和卡
修抓狂，更能引發利益集團之間的
明爭暗鬥，而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有
著陳暮的身影。

他以超人的毅力和韌性，演繹
了一個從弱小到強大、從孤獨求生
到兄弟合作再到團隊營運的傳奇故
事。當千奇百怪的卡片源源不斷從
陳暮的手中流出的同時，其自身的
戰鬥力也急劇上升，名譽、財富、
美女、危險亦從四面八方在他的身
邊雲集，最終成就了一個勤者無敵
的勵志典範。

肥哥：都唔知寫 … …？唔寫得唔得！
老爸：肥哥！有好工益你，華仁家長
會搵你幫手寫一個讀後感，寫得好的
話就可以刊載在會訊上。

老爸：無法啦！正所謂天下文章一
大抄，今次抄到停唔到手。

肥哥：老爸！點解寫到我這邊來！

老爸：你話呢！
肥哥：有強權，無公理。那寫什麼書
好哩?

老爸：當然是我們最愛的《卡徒》啦！ 肥哥：好吧! 一百幾十字不成問題，
老爸。

老爸：發緊夢呀你，無一千都八百啦！
肥哥：你不如殺了我吧！最多三百
字，多都無。

老爸：好！成交，即刻開工。

老爸 : 《卡徒》是描寫一個典型的弱
小基層人物，經過不斷的艱苦努力，
適逢奇遇，並能把握每一個機會，其
命運亦因此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的成功
故事。
雖然這小說所描寫的是幻想世界，但

表現出來的卻又和現實的人生類同。
除了虛擬的背景不同外，裏面盡是我
們常見的奸詐商場和兩小無猜般的情
場， 夢想的戰場，亦能感受到年青人
的熱血沸騰和兄弟情誼，更不可少的
是紅粉佳人所帶來的情感衝擊和令人
會心微笑的愉悅。好一個快意人生。

肥哥：卡徒內的陳暮是一位沉默寡言
的主角， 典型的弱勢社群中的一
員， 由於能力有限，不太樂意幫忙
別人， 但是一旦應承， 必定全力以
赴， 做到最好。 這在現今社會中是
難能可貴的，絕對值得我們學習，不
論成功與否，亦應盡力而為， 方能
問心無愧！
第二件學習到的就是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人必須學會如何和人合作，才
能更容易成功。而同伴，是不論你遇
到任何困難，都會挺身而出，幫忙你
解決問題的朋友。
第三件學習到的就是友情，朋友之

間的真正友誼。何謂朋友 ─ 能在有
需要的時候，幫助我們戰勝一切，渡
過難關，取得成功的朋友。
最後，我覺得這是一本很有意義的

書，它告訴我們家的溫暖、孤兒的慘
況、同伴間的信任和幫助 … … 使我知
道自己是活在幸福中，但未懂珍惜的
人。從今開始，我要好好珍惜眼前所
擁有的一切，並計劃將來，落實執
行，為未來的成功而努力。

老爸 : 在卡徒一書內找到很多認同的
語句，抄錄如下送給肥哥和現今的年
青人 :。
想法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道

路是曲折的。
這個世界上，除了父母親人，沒有

誰有義務對你好，你想要什麼，就必
須自己去爭取。
無論在哪裡，人與人之間的爭鬥都

永遠存在。
做一件事需要激情衝勁，但是能讓

自己走到最後，找到核心的，永遠是
冷靜面對。
自己的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最好，即使成功的機會很小。
強大的力量令人感到畏懼，但淵博

的學識則會讓人尊敬。

學習歷程 ─ 是個人獨自探索的歷程。
完美複製他人的作品 ─ 價值及意義都不大。

(( AnsonAnson黃黃飾飾))

老爸：肥哥，希望你寫得出做得到，
記得以後要善用時間啦！

通緝犯 1號 ::老爸老爸 通緝犯 2號 ::肥哥肥哥

需要學習的是思考問題的方式、思路 及如何把構思實現在
應用上。
何謂精英 ─ 能得到更多回報 ， 處理更多艱難的事的人。
現實的殘酷就在於只能鼓起勇氣向前， 並無他法。(( KCKC黃黃飾飾 ))

作者 :: 方想方想



 
 
 
 
 
 
 
 
 
 
 
 
 
 
 
 
 
 
 
 
 
 
 
 
 
 
 
 
 
 
 
 
 
 
 
 
 
 

 

 

 

2013 年 2 月 2 日 (星期六) 
慶祝九龍華仁窩打老道校舍六
十週年活動: 家庭同樂日 + 
迎春盆菜宴 

2013 年 3 月 (日期待定) 
支援中一新生家長暢聚 

2013 年 3 月 24 日 (星期日) 
社會服務組活動: 探訪香港耀能協
會田綺玲學校 (田綺玲學校主要教
育一群肢體殘障的中小學生)及與該
校學生交流。 

2013年2 - 3月 (日期待定) 
新春行大運－家長會旅行 

有關家長會在十一月份發出一份聲明，感謝陳岡校長對學校所作的貢獻，和希望他能夠撤回辭職的決

定，家長會已經收到陳校長的回覆，基於他因家庭的原因辭職的情況並沒有改變，所以他仍然會於 2013
年 9 月份離任。他特別感謝我們家長會對他的支持，並且表示日後他仍然會繼續支持我們家長會，在此

我們祝願陳校長工作順利！              家長會謹啟 

有關致陳岡校長離職聲明的回覆 
 

這是個公開園地讓家長自由投稿，互相交流。我們希望家長能踴躍投稿，細則如下︰ 
主  旨︰文稿以家長為閱讀對象，讀者閱後可彼此交流。 
內  容︰必須健康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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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稿 

出  版︰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訉編輯小組 
督印人︰張國存(家長會主席)   主  編︰周志豪 
委  員︰陳碧華  KC Wong  Mable Lee   

  封面題字︰趙起蛟老師 
  電    郵︰parents@wyk.edu.hk 
  網    址︰http:\\pa.wyk.edu.hk 

 

為了鼓勵家長及學生的閱讀氣氛，家長會閱讀小組在每一期的會訊特別闢出「閱讀多面睇」一欄目，讓家

長及∕或同學把他們所閱讀後的書本之推介、感想，或者是評語等等，與各位家長及同學分享。有關的書

本可以是中文書或者是英文書，可以是家長或者是學生自己單獨發表。另外，我們也特別鼓勵如果家長與

學生閱讀同一本書，可以用大家不同的角度，把讀後感在此新欄目發表；當然，如果大家不是閱讀同一本

書而把的不同書本的讀後感同時發表也是沒有問題的。另外我們也建議家長及兒子閱讀同一本書的不同版

本，例如最近剛剛播放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電影，舉例說爸爸可以閱讀中文版本，而兒子則可以閱

讀英文版本，並且把大家的讀後感在「閱讀多面睇」發表。為了增加閱讀的樂趣及比較不同的思考角度，

家長及學生甚至可以一齊欣賞該電影，看看大導演李安在電影場面的調度和你們閱讀的角度有什麼不同！ 

編者按：上期會訊中誤將校長姓名「陳岡」寫成「陳崗」，造成不便，謹此致歉。 

mailto:parents@wy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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