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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會訊

序言

今期的暢敍華園是我出任家長會理事四年以來首次寫序言，亦會是最後的一次。除了我
之外，另有四位中六的理事會在下年的週年大會後離任；更重要的是，服務了家長會十
多年的姜副校亦會榮休。所以，明年的家長會將有很大的改變—有新的校方代表接替姜
副校，亦有不少新的家長代表進入理事會以及校董會。雖然將經歷重大的人事更替，但
是基於九龍華仁的優良傳統，以及眾多家長的支持，我相信家長會將繼續前進，並加入
不同的元素，迎接新的挑戰。本人在此祝願家長會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幫助家長更好地
培育學生。

穿梭華仁五十年
連繫家長十八載

正正就是姜副校的寫照！我亦希望藉今次機會，代表一衆家長向姜副校致謝！

Alex Wong
家長會理事 (2014-2018)

寫於離別，開展新一頁





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
I can’t agree more with the saying by Mitch Albom, in his bestseller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All endings are also beginnings. We just don’t know it at the 
time.” Our beloved Mr. Keung is going to retire but our threads of life have already 
been knotted and this interconnectedness will embrace our journey of life forever. 
Mr. Keung has been serving Wah Yan for 37 years, and he has already left his 
footprints everywhere, which will never be antiquated after his retirement, but will 
live on forever. His retirement jus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legend.

When bidding farewell to Mr. Keung, I heartily send three words to him as 
mementoes. The first word is Treasure. I ardently treasure the friendship with him 
while we are working for the good of Wah Yan. Two people are far away and yet, 
we are drawn together to meet at one point, and this is destiny and I shall treasure 
it. I will hold close to my heart all the memories of toiling together with Mr. Keung 
and the moments of walking through the journey of life in company. Indeed, Mr. 
Keung is literally our treasure. He is just like a Wah Yan Encyclopedia as he knows 
every fragment of history and a plethora of anecdotes about Wah Yan. If we had a 
museum, he would be the only one who is eligible to be the curator. 

The second word is Appreciate. I am grateful to have such a partner like Mr. Keung 
and appreciate what he has contributed to Wah Yan. Life is full of vicissitudes, ups 
and downs, but with the felicitous support from Mr. Keung, al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accordingly. His departure will be a great loss to not just Wah Yan but also 
me. While Mr. Keung appreciates his privileg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Wah 
Yan, we are all indebted to his illustrious service.  

The third word is Enjoy! I enjoy working with Mr. Keung and his thundering laughter 
will always be missed. “Mr. Keung, enjoy your retirement life! Finally, you don’t have 
to stay up late for chaperoning the parents during their meetings. You no longer 
need to accompany the alumni during their reunions. You don’t need to patrol the 
campus and reprimand students who have unauthorized entry to the premises. Take 
a break, ensconce yourself and enjoy life!”

Those are my last gifts for Mr. Keung: treasure, appreciate, enjoy, and I wish him all 
the best and good health. Bravo to Mr. Keung!

Warren CHUNG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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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存 (2006 至 2014 家長會理事）
You’ll Never Walk Alone    

"You’ll Never Walk Alone" 是歷史悠久的英超球隊利物
浦的隊歌，相信利物浦忠實擁躉的姜 Sir 一定耳熟能詳其
中的歌詞：「Walk on, Walk On, With Hope In Your 
Heart」，而我認為這段歌詞最能代表姜 Sir 在華仁書院由
1981 年至 2018 年 37 年的教學歷程，因他懷着耶穌會對
每一個學生的希望和愛，多年來春風化雨，與一代又一代
的華仁仔同行成長。

我和姜 Sir 認識也和足球有關，在大兒子尚未就讀華仁時，由於和姜 Sir 
1975 年同屆中五畢業的同學一起踢球而認識了勤奮而低調的他，雖然姜 Sir 
在足球比賽中出場的次數不多，原因是縱使在週末舉行的球賽，他都要勤奮
地處理校務或者家長會的事宜而未能出席，但他都會在百忙中抽空片刻以啦
啦隊的身份為球隊打氣，而每一次他低調的出現總會引起舊生們的歡呼和哄
動，可見他是頗受舊生的歡迎。

從補習天王到超級聯繫人
從 2006 年三位兒子相繼入讀華仁開始，我便有幸加入家長會作
理事，故有機會和姜 Sir 在家長會共事八年，一起籌劃不同的活
動，親眼看見他對學校的無私投入——每一項活動他都是最早到
達打點有關的場地佈置及所需的設備，而活動結束後他往往也是
最晚離開的一人，所以他深受不同屆別的理事們及家長的愛戴。

姜 Sir 也是一個平易近人的管理層，還記得他還未榮升副校長前
的一個週末，在會後我們數位理事參觀他的教員室，赫然看見
姜 Sir 多年前書寫的兩本地理科精讀本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們異

口同聲的說姜 Sir 當年絕對有條件成為今天的補習天王，只是他選擇終身的與一代又一代的華仁仔
"Walk Together"，難怪我們經常在學校不同活動中看見他不同年代的契仔主動回校協助姜 Sir 幫
助師弟。

和姜 Sir 一起走過的日子中，特別是 2007 年的步行籌款及 2014 年的兩間華仁慶祝 90 及 95 周年
校慶，以及家長會舉辦的不同活動中，姜 Sir 都是舉足輕重的，因為他和不同屆別的舊生、舊生會、
學生會及不同的學會、學校不同的單位如舞台管理組和家長會等都非常熟絡，可以說他是華仁書院
的超級聯繫人，在他穿針引線下整合不同單位的資源及分工合作，讓各項學校的活動都能夠在計劃
及執行中得到盡善盡美的效果！

2007 年 11 月 18 日姜 Sir
與筆者攝於秋季大旅行
（南涌紅樹林）

2012 年 11 月 24 日姜 Sir 與家長會義
工攝於油尖旺區中學巡禮

憶
往
球
深

石地足球場比賽中的姜 Sir（2006 年 1 月）—前排左一 在仿真草足球場作啦啦隊的姜 Sir（2015 年）—前排左三

憶往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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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2018 年 5 月 16 日對英超球隊利物浦來說是難忘的
一天，因為它在一致不被看好下，晉身頂級的歐洲聯
賽冠軍盃的決賽，雖然在決賽中它敗給衞冕冠軍的西
班牙勁旅皇家馬德里，但能夠擊敗群雄進入決賽已經
是一項超額完成的奇蹟。作為利物浦的忠實擁躉的姜

Sir，相信定必老懷安慰。2018 年 9
月 1 日對華仁書院相信也是難忘的一
天，因為華仁書院的奇蹟——姜 Sir
這一天開始退休了，但我深信姜 Sir
在享受退休生活時也像利物浦的隊歌
"You'll never walk alone" 般，因
為一代又一代曾經他「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的華仁仔有一天會在社
會不同的角落和他相遇，笑談在華仁
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

2013 年 2 月 2 日姜 Sir 於慶祝
窩打老道校園 60 周年活動中重
溫當年他可能曾經坐過的華仁書
桌

2013 年 2 月 2 日 姜 Sir 父子的

兩代華仁仔出席 "The Wall of 
Shields" 捐獻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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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別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相見時難別亦難…… 

我搜索枯腸，卻總找不到合適的文句。或許時移世易，古為今用也已過時，追不上科技的步伐；
時代轉變，現在離別容易，再見再會也容易：即使不碰面，相互間的溝通也就只須按劃一下，
便可輕易達到。

從小兒進入九龍華仁，在新生註冊日遇上麥女士起，她告訴我家長會主要是由媽媽組成，爸爸
的參與很重要，由是便開始了我在家長會的義務工作。後來，我更加入了家長會作理事，可以
付出更多時間籌備和參與活動。意想不到的，是家長會的理事們，竟是爸爸比媽媽多！或許是
男校丶亦也許是衆多舊生投入參與的緣故，理事以男士為主，義工則絕大部分是女士！九龍華
仁的義工一直都是家長會引以為傲的一個團隊！

回顧過去幾年，家長會的活動真的不少，可幸是九龍華仁的家長會竟是卧虎藏龍之地，各人有
著各種專業知識和能力，而且人脈廣博，特別是舊生網絡方面，令事情辦起來可事半功倍。

投入九龍華仁的事務越多，接觸到的層面越深入，令我越加觸動和感恩！以校方在教育支出方
面的投入之龐大和全面，而能夠在不用學生家長額外付出下完成，確實是一個辦學團體偉大的
成就，而當中除了教會的付出，學兄的回饋更是功不可沒！我也常常勉勵小兒，祈望他將來也
能以一衆學兄為榜樣，為華仁的傳承出一分力。

為了讓學生可自由發揮創意及培育統籌活動的能力，校方經常舉辦大型活動，亦鼓勵學生申請
舉辦一些活動，由學生負責執行。以一些十來歲的小伙子，當然少不了有大大小小的差錯。然
而，校方仍然放手讓他們去處理，只在必要時作出輕量的提點，期望學生在其中得到寶貴的經
驗。當中的耐性和包容，絕非未曾參與其中的局外人所能想象的！

轉眼間，小兒快要離開九華這個大家庭了，我亦會隨之離開家長會。今年是較為特別的一年，
除了共有五名理事會隨著兒子離開，更重要的是一直支持著家長會的姜副校也要退休了！家長
會一直以來能暢順地運作，姜副校的功勞比任何一個人都來得大！

姜副校是舊生丶是家長丶也是老師。除去上大學的幾年，他從十多歲踏入華仁校園起便一直在
這裡，和九龍華仁同行幾十年，看著一代一代學生成長丶成材。姜副校是家長會和學校的橋樑，
是家長會的總管，事無大小，他都親力親為，以求不出紕漏。說到對華仁的制度丶作風丶以至
人脈的熟悉，絕對是無出其右。他本人就像一本字典，怎麼樣的事情的處理方法他都有經驗，
要找那方面的人材也難不到他，往往能令家長會的問題迎刃而解。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姜副校總有退下來的時候，今年八月底他便會榮休。雖然沒有了一盞明燈，
相信憑藉著各人的同心協力，一定可以讓家長會繼續發光發熱，為各家長及學生服務。另一方
面，姜副校雖然離開一直服務的崗位，他一定仍會以另一個角色，在九龍華仁這個舞台繼續表
演！

離開這個生活了五年的校園，雖然談不上離愁別緒，總有一點依依！華仁的校園丶華仁的精神
相信已烙印在小兒心上，成為其未來發展的重要碁石。個人方面，幾年下來也有很大裨益。除
了結識了很多好朋友之外，也大大加深了個人對教育理念的認知和肯定，特別是父親的身教和
父子溝通的技巧，只有親身體驗才可以領會得到！

別了！九龍華仁的家長會在一群熱心的家長不遺餘力的付出下，相信一定可以為家長及學生處
理好和學校的溝通，並提供各式各樣的活動，協助家長在兒子的成長期發揮更大的作用。

 Alex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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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副校長：

時間如流水般，驟眼跟你一起工作已三年！由剛加入華仁理事會從而認識到
您，最初跟您一起工作時心中帶著一點緊張和驚怯–因您的身份是副校長，
就好像把我帶回中學生時代當見到老師和校長那份不知所措的心情！但相處
久了，原來您是一位很細心又和善的副校長，在您身上我學到做人做事應有
的態度，您辦事能力高，做每件事情都部署得好週詳，深思細密，務求每件
事都能達至完美無缺，時常提點我的不足和錯漏，跟您一起工作令我很有滿
足感！

但人生總是如此，好的人、好的東西都是不能永久留在身邊，心中真有點不
捨！暑假後您就要離開工作 37 年崗位去享受您快樂的退休生活，我衷心祝
福您，退休後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幸福美滿！

Bonnie

歲月如歌               

歲月如歌，光陰荏苒。一起走過的日子，六年了，畢業了！

在九龍華仁，風雨中經歷的六年裏，仿似電影般一幕幕回放……

從踏足華仁這一刻開始，我和孩子對學校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和冀望，並慶幸孩子能夠進入
這校完成中學階段的讀書旅程。

由小學升中，是人生的另一個轉折點，孩子能夠在一個「開放式」的新校園新領域裏讀書
學習，也是本人作為家長的一個冀望。幸好，孩子愛這裏的一切，並在開心無拘無束的華
仁校園裏學習，健康快樂地成長。看著他一天天的懂事明瞭事理，和同學們的協作處事和
解決問題的結果，感到由衷的安慰，從而也令到我本人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并有加入華仁
家長會服務大家的信心。

所以由 Form One 開始，便積極加入華仁家長會行列，和孩子一齊並肩在這校園裏共渡時
光，也為學校為同學們貢獻自己的綿力。

儘管時間付出很多，參與家長會的各項活動，既參加做義工，又參與不同的會議，又協助
學校事務等等，幾乎每天都返校，導致好多同學都認識我，還會和我孩子開玩笑說：「又
看到你媽媽返學了！你媽來監督你了！千祈唔好行差踏錯呀……」

知道是同學們的搞笑，但倍感溫暖。因為在這裏變成了另外一個家，就是「華仁之家」，
在這華仁大家庭裏，我可以和孩子們一同成長和學習，仿似重返中學階段，學習書畫，學
習唱歌，學習其他知識，得著更多！

我親眼看到自己的孩子由一個膽小怕事、慌失失的冒失鬼小子，磨練成為一個擁有幾十人
（同學）的學校攝影隊團隊隊長，統率安排全校的所有攝影任務頭頭是道，得到學校、校
長、老師、師兄的好評，並學會了團隊合作協調等工作方式，為將來踏足社會奠下了一定
的根基。除了學習讀書以外，這是作為家長最欣慰的事情。

DSE 後，看著孩子們個個依依不捨，抱頭相擁，熱淚盈眶的那一刻，更令我們家長感動！
心中暗暗祈禱：「孩子們！願你們旗開得勝，如願以償，金榜題名，共創未來！華仁的六
年裏，留下美好的回憶，共勉……」

Lil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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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年後的告別                       

不驚不覺，兒子今年已是中六了，將要離開這個校園了。

還記得兒子初入華仁時，未能適應華仁自由自在的環境，少了管束，於是常常遲交
功課、考試不合格、遲到記錄高得要收警告信……他的自我管理能力令我非常擔心。
後來他終於適應了，到了中三，已是空童軍的小隊隊長，也是摺紙學會的主席，還
參與 Magis，為低年級的師弟補習數學。這其實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人生中總有跌
跌撞撞的日子，跌倒過了，爬起身來，才能站得更穏，走得更遠。雖然他不能說是
個傑出領袖，但已具備了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不期望他在成績方面有超卓表現，衹
期望他清楚明白自己在做些甚麼，為自己計劃、為自己打算。

在七十年代，我自己在九華渡過了珍貴、難忘的七年，是成長路上重要的幾年。耶
穌會的教育，不在於衹求考試成績，而著重於身心發展、學做人。神父和老師的循
循教導，可真是終生受用。我離開了校園三十多年，那份與華仁的感覺本來已漸漸
變淡，直到兒子入讀華仁，儘管環境已大不相同，但那份親切的感覺又再度燃燒起
來，於是我參與了家長會的工作，以另一個身分重新投入華仁的懷抱。這六年來，
我都積極參與家長會的各項工作，尤其是會訊的出版工作，我為很大部分的期數擔
任主編；另外亦當了四年家長校董，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也是希望盡點力，作一
點回饋。

隨著兒子今年畢業，我也要向校園告別了，也是在我當年初入華仁的四十六年之後，
再向校園告別。雖然我總還能夠用不同的方式去參與、去作出貢獻，但我總覺得是
要實實在在的在校園內某一角落參與活動，才是真真正正的參與。這些機會將會少
很多了。

周志豪

光陰似箭，轉眼間，兒子在華仁度過了六年多姿多彩的生活，準備迎接新的
一頁。我在三年前參選家長會，並幸運地連續三屆當選理事，任期亦將快完
結了。 
 
有別於一般學校的家教會，華仁家長會並沒有很多老師參與，而是由各位理
事去籌劃形形色色的活動。過去幾年，我主要負責聯絡工作，亦很欣賞家長
會構思了全校家長 WhatsApp 聯絡系統，把家長會及學校的訊息迅速傳送給
每位家長，藉以加強溝通，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 
 
縦使各位理事工作忙碌，但大家都抱著一顆熱誠的心，本著服務人群的宗旨，
無分彼此，不遺餘力去做好每一件事。雖然過程中曾遇到一些困難，但在大
家通力合作下，群策群力，問題都一一迎刃而解。亦衷心感謝校方（尤其是
姜副校）及義工的協助，活動才得以順利舉行。每當在活動中見到參與的家
長臉上的笑容，作為家長會一份子，也不期然感受到當中的喜悅。 
 
家長會一直努力不懈地籌組各式各樣的活動，冀各位家長繼續給予大力的支
持，積極參與家長會的工作，為家長會帶來新動力，將義工無私奉獻的精神
承傳下去。 
 
臨別依依！藉此感謝學校對兒子的培育，並祝願家長會會務蒸蒸日上！

Phy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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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講座 
作家講座——莫理斯
偵探丶武俠與香港精神
- 誰是神探福邇，字摩斯？

五月八日下午
中一至中三同學

莫理斯當日在講座中以他如何開始構思本地版本的神探「福邇摩
斯」偵探小說，從引入歷史場景以及從歷史中找尋適合的人物作
為小說的重要角色。他以極其嚴謹的態度，配合其具法律背景的
專長，翻閱各種文憲去驗證各個人物的背景及在該時代所扮演的
角色，務求使角色能在小說內合理地出現。當日現場的同學十分
投入，向莫理斯先生發出不少的提問，並有同學在講座後留下，
向他請教作為作家的一些心得。

作家講座——陳心遙 
故事創作

五月十四日下午
中四至中五學生

今年高年級的作家講座請來了著名學兄陳心遙先生主講。陳
心遙以輕鬆生動的手法，介紹了寫故事的基本手法「三幕結
構」——佈局，對峙和解決。並就每一幕之分工，以及如何
可令故事更有吸引力，作了概括之陳述，希望能為同學帶來
一些啟發。可能高年級的同學較低年級的更為內斂，故此發
問環節的問題不多，反而在講座完結後有不少同學圍者學兄
請教！

2018 年 5 月 8 及 14 日



家長茶聚 2018 年 5 月 19 日

「青少年精神健康•心理社交發展與處理竅門」講座

2018年 5月 19日「家長茶聚」，感謝謝詠儀醫生為家長主講：
「青少年精神健康•心理社交發展與處理竅門」，謝醫生分
享了青少年邁向成熟的五個理程碑：自理能力發展、學校生
活適應、與父母相處關係、財政管理能力和建立家庭的能力
等，她提醒家長，因為現時全球青少年達至成人里程碑的時
間，一代比一代慢是普遍的現象，而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
腦部與身體的發展速度不同步，腦部發展要在25歲才能完成。
因此，家長需要因應社會的轉變和子女發展的實際情況，調
整自己對子女的期望，才能更好地理解子女和與他們溝通，
與子女同行。此外，謝醫生也為家長講解睡眠的作用，包括
修復細胞、抵抗疾病、調整賀爾蒙和生長激素，家長最好能
以身作則，作息有時，成為子女的榜樣。最後，謝醫生也講
解恐慌症、焦慮症和抑鬱症的成因、病徵和治療的方法等。
最後，還有答問時間，家長向謝醫生踴躍提問和真誠分享，
大家都輕鬆愉快地渡過一個有意義的下午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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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遠足路線為港島徑第八段，經龍脊至大浪灣作終點。九時筲箕灣巴士站集合，乘巴士後，約十
時在土地灣出發，約一時到達大浪灣。

香港比較起其他鄰近的城市，如台北、東京、新加坡等，香港有最好的環境進行遠足活動。很多不
同長短、難度、景觀等的路線可供選擇，就如今次所選的路線，離開龍脊後有退走路線，終點更有
豐儉由人的食肆作補給，還可感受下陽光海灘。

家長會的遠足活動提供機會給不同年級的家長交流一下作為中學生家長的苦與樂，機會難得。

若與兒子一同參與，更是增進溝通的一個好機會，與兒子幾小時在郊野中漫步，一邊行一邊閒談，
不知不覺什麼話題都會傾到，學校生活、工作瑣碎事、青少年的困擾、中年壓力、選科、香港政經
環境、升學、移民、大自然、學習各科的困難、享受生活等等等等。

兒子日漸長大，可能溝通反而少了，試試約兒子遠足，或試試一同參加家長會的遠足。

遠足 2018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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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與香港華仁書院家長教師會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聯合舉辦《開放悅讀，同心
看世界》活動，旨在推動閱讀。當日邀得兩位知名的作家劉進圖先生和何善彰先生（Mr. Adrian 
Ho）以及兩華校長，與大家分享如何以身作則，和兒子一同閱讀，及如何藉閱讀與兒子打成一片，
增進關係。

當日亦展開漂書活動，我們從教育城 2018 好書推介候選書
目中購置幾十本新書供家長借閱，家長反應踴躍。

有意參加漂書活動的家長可到以下網址或掃二維碼以了解
詳情及申請借閱圖書。家長借閱完畢後亦請多寫讀後感或
推介，投稿有可能會在九龍華仁書院家長會及香港華仁書
院家長教師會的刋物或網上免費供其他家長分享。

http://goo.gl/SQLXYd

開放悅讀，同心看世界 2018 年 6 月 30 日

家長會的義工組每年在六至七月左右都會進行
一個特別大型的活動，那就是“義工感謝日”，
今年度亦不例外，這活動己於六月中完滿結束！

“感謝日”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感謝每位家長義工
對學校的無私奉獻，大家亦可藉著茶聚而互相認
識及交流一下！再者，我亦在此代表家長會對大
家說聲感激和多謝！沒有您們的支持和參與，我
相信活動難以順利進行，希望大家來年仍繼續支
持家長會的各項義工服務！

義工感謝日 2018 年 6 月 23 日



舊書認購日
為了減輕家長購買新書的負擔及支持環保，家長會每年都舉辦「舊書徵求及認購活動」。
活動所籌得的經費會用作資助學生活動及家長會活動。在過往一年中，受資助的學生活動包括：
Christmas Ball、Internal Talent Quest、Mus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cert、Graduation Dinner 等。
本年收集本校舊課本日期為 7 月 11 至 18 日期間 ( 星期六日除外 )，請家長提醒兒子，早些清理學校抽
屜內的書本，送回學校校務處。
家長會在整理舊課本後，將轉贈或以低價轉售給學弟。
如欲購買舊書，請於 7 月 21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往地下玻璃房認購。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
即止，不設找贖，並請自備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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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1 日
10:00am - 12:00pm

中秋關愛油尖旺社區長者探訪活動
親子社會服務是幫助華仁仔和家長達至社會關懷的一個平台，我們將於 2018 年 9 月 22 日 ( 星期六 )
早上，舉辦以上探訪「保良局大角嘴護老院暨耆順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義工活動，給長者安排節日同
樂活動及送上月餅禮物等，共渡中秋佳節。參與親子義工服務的同時，也可參觀長者院舍及日間護理
中心，認識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和本港「老有所屬」、「持續照顧」及「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等
安老政策。本服務計劃擬招募 50 位親子義工。詳情請留意九月初的通告。 2018 年 9 月 22 日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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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民航處航空教育徑
民航處在赤臘角的總部內建有航空教育徑，旨在
喚起大眾對航空的興趣，增進到訪人士的航空知
識。展品內容包括香港的航空發展歷程、民航處
的角色、全球合作、國際航空樞紐及飛機模型陳
列。

民航署亦會派員為參加者進行導賞講解，詳情請
留意九月初的通告。

2018 年 10 月 6 日
早上

參觀 T · PARK
源 ‧ 區（英語：T · PARK），位於屯門曾咀稔灣，
為香港政府的污泥處理設施，耗資 53 億港元興
建，於 2016 年 5 月 19 日正式啟用。T · PARK 結
合多項先進科技及不同類型的設施於一身，包括
每天可處理高達 2000 公噸污泥的污泥焚化爐、
發電系統、海水化淡廠，以及教育和自然生態設
施，體現「轉廢為能」的優點。源 ‧ 區更設有香
港唯一的公眾水療場館，利用燃燒污泥產生的熱
力把水加熱。

家長會已成功申請導賞及享用水療場館，詳情請
留意九月初的通告。

2018 年 10 月 7 日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