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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各位新生家長﹕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長梁家強。首先歡迎各位和 貴

子弟加入華仁大家庭。華仁一向重視每一位成員的參與，而家長教

師會便是家長了解學校情況的其中一道重要橋樑。 

每年家教會委員會均不遺餘力舉辦各種活動，促進家長與子弟、家

長與老師、家長與家長，以至家長與學校的關係。 

近年，委員常收到家長反映對學校情形和簡稱不太熟悉，例如

「SAC」、「JASER」、「HALF DAY  ORDER」是甚麼等等。學生回

家後娓娓道來的術語，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有見及此，委員會經會議後決定製作「新生家長手冊」協助各位盡

快了解華仁的日常運作。為了使本手冊更貼近校園生活，本會特意

委託「華彗」編輯委員會承編。 

在此感謝幾位同學的辛勞。若各位家長發現本手冊未臻完善，還望

多多包涵，並懇請撥冗告知，感激不盡! 

再祝各位身體健康，子弟學習愉快。 

 

12-13 年香港華仁書院 

家長教師會會長 

梁家強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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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名 

1.  SAC  

SAC 全名 Student Activity Centre(學生活動中心)，位於黃學斌

樓五樓，是本校學生會主要活動場所。平時不少集會和講座以及活

動均在此舉行。尤其禮堂重建工程進行期間，SAC 暫借為學校主要

活動(例如彌撒)的舉辦地點，地位舉足輕重。校方因此特意稍為改

建室內設施，例如加裝現場播放設備，以切合後排座眾需要。 

2.  IHC 

IHC 全名 Integrated Humanity Centre(綜合人文活動中心)，位於

三樓學校實驗室側翼(鄰近操場之教學樓)，亦是繼 SAC 外另一大室

內空間。平時大抵作教室、試場以及學生活動之用，偶爾亦會作為

講座場所。由於 IHC 位於校園盡處，如需要移玉步前往，請稍為預

留時間。 

3.  CHAPEL  

本校由耶穌會主辦，屬天主教教會學

校。校園內有一紅色磚牆建築，座落校園

中央，乃校園的小聖堂（CHAPEL ，全名

Christ of King Chapel）。學校的宗教禮儀大

都會在此舉行，有信仰的同學也不時在此

聚會，而週六日更會有彌撒。小聖堂簡潔

莊嚴，雖然一般不會禁止進入，但同學為

其氣氛所感染，總會自律保持聖堂安寧，

遑論在內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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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AL 

IAL 是本校新生最易迷路的地方。IAL 即 Inactive Learning Room

（互動學習室），全數有 7 個， 主要位處胡應湘堂（IAL 7 則位於

黃學斌樓），由於房號較多，熟記不易，因此學期初總有學生偶然

找不到教室的情況。所有 IAL 均是小型的教室，專為本校小班教學

而設，能使師生交流更為便利。 

5.  GORDON WU 

GORDON WU HALL 中文名胡應湘堂，

約在八十年代落成，樓高四層，係本校舊生

胡應湘爵士出資贊助興建，屹立於本校西隅，

傲視皇后大道以至灣仔區景色。除了 IAL 課

室及美術室等教室外，胡應湘堂設社工室、

電腦室、臨床／教育心理學家會見室、學生

支援主任室等等，家長學生如有需要，可以

經地下走廊出天橋前往。另外本校的 Star 

studio 總部亦設於此處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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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 

1. DC 

DC 是讓華仁仔聞風喪膽的名字。在本校”DC”有兩個意思。其

一是 Discipline Committee, 即訓導組，其二是 Detention Class，兩者

也使華仁學生不禁汗流浹背。一般而言，學生如有違規律，便由訓

導組老師負責，按情況處理。而 Detention class 便是其中一種手法。

Detention Class 並不是單純責罰學生的地方，訓導組老師會要求學

生以書面形式反思己過，並提出可行的改善辦法。除了一般違規行

為例如遲到三次或擅自使用手機外，其他老師也可以要求欠交功課

的學生課後留堂。當然他們並不會在留堂班內完成功課，而是透過

筆錄，反省自己壞習慣所帶來的影響。 

可以說留堂班並不是一項懲罰，而是體現耶穌會理念的反思教育。 

2.   AYP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簡稱

AYP， 前身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於 1961 年成立，屬於國際青年獎

勵計劃協會會員。奬勵計劃旨在以一套國際性的嘉許制度，年青人

透過完成章級要求，培養勇於挑戰及堅毅的精神。計劃亦於本校設

立了支部(Schools Operating Authority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User Unit)，同學成為會員便能與團友一起參加各種身心鍛鍊。 

3.  CST 

Community Sevice Team(簡稱

CST)為本校學生創設的組織，以

We are men for and with others 為

信念，日常主要為同學推介和舉

辦義工服務。CST 每年均組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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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舉辦訓練營使委員和會員更為團結一致，勇於承擔各種義務

工作。 

4.  WAMFO 

WAMFO 中文名稱「與君同行計劃」，源於本校的訓言”We 

Are Men For and With Others”，英文發音/Warmful/。本著「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的宗旨，WAMFO 計劃以鼓勵華仁仔積極參與社區

服務為目的。在校學生不論長幼，一律須於每年六月至翌年四月參

與十小時社區服務。  

WAMFO 對於學生好處良

多。社區服務能促進年青人融

入社會，使他們他日能自發貢

獻社區；通過協助有需要人仕，

也可以使他們懂得自律負責，

保持正面思維，甚至獲得成就

感，樂於助人自助。WAMFO 最終希望透過每一位華仁仔的力量建

立公義社會。 

WAMFO 委員會每年伊始均會向學生介紹計劃詳情，也會幫助

同學物色合適的義工活動，並提供相關訓練。家長可以向學生索取

WAMFO 手冊作更深入了解。 

希望每一位家長能盡力鼓勵子弟投身饒有意義的社區服務，甚

或以身作則，坐言起行身教言教。 

5.  AOP 

AOP 全稱 Apostleship Of Prayer(祈禱宗會)，屬於世界性組織，

在本校亦有學生支團。AOP 目的為世界和教會各種需要而祈禱的組

織，為此 AOP 成員將每天生活奉獻，為教宗託付的意向祈禱。A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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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仁定期每週舉行聚會，聚會時閱讀聖經或靈修書籍，並作生活

反省和分享。此外，在校園各種禮儀上，AOP 成員將負責讀經。所

有教友同學均可以參加祈禱宗會。 

6.  JASER 

JASER 是本校「大哥哥計劃」簡稱。JASER 一詞源於

Joy/Advice/sharing/Encouraging/Responsible/。以下是一位同學對

JASER 計劃的感想﹕ 

         轉眼間，一年便過去了，由原來

被嘲笑為「小七生」的我，在九月將

升上中二了。在中一的過程裏，有賴

JASER 的照料，我才能適應學校的環

境，融入華仁這個大家庭。 

         回想起去年，我剛踏入華仁書院

的第一天，我和一群新同學在老師的

介紹下，第一次接觸 JASER Scheme，

也認識了我的 JASER 哥哥。那一天以後，我中一的生涯每天都有一

位大哥哥在旁協助我適應新生活和解決學內問題。 

         我最高興的是我的 JASER 和我都有共同的興趣，我們都是學校

越野長跑隊隊員。在練習期間，我經常都可以請教他有關學校的問

題。在跑步上，他也時常鼓勵我認真練習。 

 除此之外，他偶爾也會帶我出外午飯。對中一生來說，可以出

外用膳是一項重大的節目。可惜我經常有要事不能參加，浪費了他

的時間，真是不好意思！ 

          最後，我希望自己到中四的時候，也可以當上大哥哥，延續

JASER 的精神，照顧中一的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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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TA 

PTA(家教會)是家長教師會的簡稱。家教會作為學校與家長溝

通的基石，一直致力舉辦各種活動聯繫各方，並適時代表家長向學

校行政提供意見。家教會執行委員選舉在每年九月底展開，新生家

長亦可參加。選舉結果會在十一月之會員大會確認。家教會委員亦

負責每年選出家長代表出席校董會議。每年的會員大會及委員就職

典禮均在十一月底舉行。 

8.  Brotherhood Supporting Fund  

兄弟互助基金由家教會倡議設立，目的在鼓勵同學親如兄弟，

相互扶持，資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參加課外活動。每年新春過後，

家教會也會鼓勵「華仁仔」捐出壓歲錢，以籌募資金。基金接受有

需要同學申請，且申請手續簡便，基金會就每項活動提供最多一千

元贊助。如有需要，可到校務處查詢，或在學校網頁

(http://www.wahyan.edu.hk/pta/)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交回負責老

師。 

9.  Publicity Day 

九月下旬，各學會將會聯

合舉辦新會員招募日(Publicity 

Day)，屆時將會有攤位介紹，並

即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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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表 

由於本校的時間表與別不同，第一次接觸的家長和同學可能會

不明所以。所以我們也稍為講解如何理解時間表﹕ 

 

A. Full Day order/ Half Day order 

冬令上課時間為八時十分至下午三時十五分，除星期三外每天

共有八節課，每節四十分鐘。第六節後有午膳時間一小時十分。 

夏令上課時間為七時五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十分，除星期三外每天共

有八節課，每節三十五分鐘。不設午膳時間。 

B. Wednesday  

在星期三因為多設一堂班主任堂， 所以星期三將會有九節課

堂，每節三十分鐘。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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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時間(Half Day Order)每天在第三堂和第六堂後有小息，每

次十五分鐘，同樣不設午膳時間。 

冬令時間(Full Day order)星期三亦會有九節課堂，每節三十 五

分鐘。每天在第二堂和第四堂之後有小息，分別長十五分鐘。午膳

時間為一個小時五分鐘。 

C. FTP 

FTP 意即 Form Teacher Period (班主任課)，為班主任每週與全

班學生共聚的一節課。一般的班務例如收集班會費或回條，以及議

決大小班務都會在班主任課處理。其餘時間則由班主任進行德行教

育。由於採取分班教學，班主任未必能時時面見學生，故此節更形

重要可貴。 

D. IVE 

本校由中一至中六，每級都設有依納爵

價值教育課 (Ignatian Value Education)，簡稱

IVE。IVE 課每星期共有兩節，以英文教授。

IVE 課程由本校老師設計，以聖經內容及依

納爵靈修作為基礎，配合天主教教義和普世

價值，旨在令同學反思自己的生活，培養同

學對個人、學校和社會的觸覺。此課程並不

是要強迫同學信奉天主教，而是希望同學了

解天主教價值，從而在生活有所反省和實踐。 

聖依納爵是本校辦學團體耶穌會的創辦

人之一，而依納爵價值則建立於人對生命的體會，因此學習依納爵

價值教育希望同學對生活和世界有更多領悟，從而充實自己。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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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的成績，是根據同學上課表現和筆試成績計算。 

E. LIFE ED.  

校方按排未有天主信仰同學接受「生活教育」(Life Education)，

使同學在學科之外，亦於品行和生命價值有所留意。 

F. PTH 

普通話課(PuTongHua)簡稱。本科採取小班教學，每班分成兩

組。中二級共兩教節，但其中一節會與英文科分享，上課詳情宜留

意老師安排，免帶錯課本。此外本科選用校本教材，開課時學校會

代購課本，之後同學如丟失課本，須向老師補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