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皇書院「起底」竟是最老官校
前副校著書證建校160年 上溯至19世紀義學 成果獲權威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香港

傳統名校英皇書院有現存歷史最悠久的

官立書院校舍，現為法定古蹟。該校的

前副校長梁植穎眼見英皇書院的發展變

遷對香港教育發展及歷史均有深遠的影

響，於是在退休後溯本尋源，力證英皇

起源於1857年政府開辦的國家義學，

至今已有160年歷史，更確定英皇昔日

並非純男校。他將蒐集所得的文獻資

料、歷史圖片編輯成書，整理出香港的

書院發展史及解讀英皇的建築結構，有

關考證獲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

豹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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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性格在出
生時已有所不同。但
是，性格也會隨着成

長時所遇到的人和事而改變。尤其是青少年時
期，年輕人都好像容易變得衝動、浮躁、固
執、張狂。父母遇到這樣的孩子時，可能會感
到憤怒、傷心，直接的反應是對子女大聲喝
罵，直斥其非。年輕人面對父母的指責，會變
得更不合作，長此下去，大大傷害親子關係。
「記得飲水」、「唔好成日玩手機」、

「無嘢做就溫吓書啦」、「叫你執吓自己啲

嘢」……好像為人父母都會這樣說，這些說
話彷彿是父母「理所當然」的關心，父母如
果發現自己大部分說話都是這些善意的叮嚀
的話，那要留意了！

青年具主見 忌直接指令
年輕人在這個年紀都開始表現要有自己的

性格和主見，有時甚至刻意和長輩持相反意
見，所以對於成年人直接的指令，容易產生
反感，年輕人常會以「你好煩呀！」作回
應。而原本父母想表達的關心好意，頓時會

變了最不想聽到的說話。
「你好煩呀！」—這句是家長們常常聽
到青少年子女的說話。有些年輕人未必講出
口，但就會用行動表示出來，就是對家長的
說話沒有任何反應。其實年輕人是在發送一
些訊號給家長：你所說所做的，並不是我需
要的。子女表示「你好煩呀！」，實情不是
針對父母個人，而是表達對父母的一些說話
及舉動的不滿感覺，如果父母可以理解，轉
換一下方式去表達關心，效果可能更好。
記得有一位家長在家長小組中分享，中三

的大兒子不愛拍照，當媽媽舉起手機為家人
拍下生活照時，大兒子就會避開，甚至出言
大罵，最激烈的一次就連媽媽的手機也搶了

過去，直接刪除相片。媽媽最終也按捺不
住，與大兒子展開罵戰。
媽媽認為一家人拍生活照，是很平常的，

這是大部分父母都會做的事情，只不過是為將
來留下回憶，不明白兒子為何如此大反應。後
來，忽然有一次，大兒子主動請媽媽替他拍
照，這意想不到的舉動，令媽媽既驚且喜。拍
完照後，媽媽問兒子：「你不是不喜歡拍照
嗎？」兒子說︰「我不是不喜歡拍照，我是不
喜歡未問過我，就被攝入鏡頭！」
媽媽了解過後，明白了兒子的想法，往後

拍照前也會先問問他，大多數情況下，兒子
也是願意拍照的。
其實年輕人的衝動、浮躁、固執、張狂，

背後都總有原因的。如果不去了解背後真正的
需要，而只是着眼於表面的態度、說話去責
罵，只會影響大家的關係，亦不能解決問題。
正如上面家長分享的故事，一些父母認為是
「理所當然」的做法，原來並非孩子認同的。
可幸這位家長能有機會了解兒子的想法，並願
意作出調整，不但減少了彼此的摩擦，親子關
係亦更勝從前呢！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吳麗鳴

查詢電話：2419 7830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傾聽子女心 關心代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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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傳統名
校香港華仁書院擬轉直資，與其直屬的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就預留學額問題有新
進展。華小校長陳岡前日向校內教師、
家長和校友發出通告，表示接受及支持
港華直資計劃（修訂版）中提出的建
議，合共9年的過渡期後，港華留予華
小的中一新生學額將由79個減至55個，
考獲56名至80名的學生要跟其他學生競

爭，但可獲額外加分。港華同日發通告
歡迎華小決定。

設9年過渡期
通告指出，港華在去年10月發佈的直

資計劃（修訂版）中，就對華小畢業生錄
取安排提出多項意見，包括預留給華小的
中一新生學額將由79個減至55個，當中
不設替補機制，即若合資格的學生選擇升

讀他校，該學額將不會順延至其他華小學
生；成績排名56至80名的學生須與其他
學生一併參與面試，但會因耶穌會學校教
育背景而得到特別加分。此外，港華並提
出會在原來6年的過渡期外額外3年時
間，維持收取華小成績前列79名華小畢
業生，惟不設替補機制。
陳岡於通告表示，華小辦學團體旅港番

禺會所董事會成員經過仔細考慮和研究

後，決定接受港華辦學團體耶穌會的建
議，亦支持港華的直資計劃。通告並指旅
港番禺會所期待與港華繼續合作，讓兩校
關係一如既往得到延續。
港華同日就事件發出通告，對於華小的

決定表示歡迎，形容這是個重要的里程
碑。根據港華諮詢時間表，該校若轉制直
資，最快或於2月向教育局遞交申請，
2019/2020學年轉為直資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鼓
勵學生關心弱勢社群，推動社會共融，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早前舉辦傷健共融聯
歡派對，校方邀請逾20名視障人士參
加，事前更安排籌備活動的學生學習領
路法、口述影像技巧及製作點字抽獎券
等多項體驗課程，以便當日與失明人士
溝通和相處。有參與活動的失明人士知
悉同學付出努力學習口述影像深受感
動，期望學界未來多做同類活動，傳承
關愛精神。
校方為籌辦是次派對，特別安排多項
體驗課程予學生參與，包括安排導師教
授十多名小四學生學習領路法，一人帶
上眼罩扮演失明人士，另一人則擔任領
路員，讓接受帶領的學生體會視障人士

漆黑的世界。
其中扮演失明人士的學生謝家寶坦言

蒙眼走路時十分緊張，「看不見前路，
非常害怕，一不留神會撞到柱子，上下
樓梯也怕絆倒。」
這番體會使他深明視障人士的苦

況，有信心可當一名稱職的領路員。
而派對當日他們正是要活用所學的領
路知識，負責到失明人士中心帶領嘉
賓到校參加聯歡。
學生曾維威當日負責帶領嘉賓盧詠慈

到校，其間曾維威邊走邊作提示：「我
告訴她旁邊有柱子，旁邊有溝渠，以免
她跌倒」 ，盧詠慈則稱讚對方是優秀
的領路員，解釋清楚仔細。
聯歡派對設點字抽獎券與口述影像環

節，兩者的籌備工作均由學生包辦。負
責為電視節目作旁述的學生陳立仁表
示，他與同學花了兩個月時間，為一套

20分鐘長的電視節目撰寫旁述，事前必
先把節目細看數十遍，記下沒有對白的
時間長度，再構思旁述內容和寫稿。
陳分享準備心得時指，口述影像要運
用精準語言，在有限時間描述影像和重
要情節，「最困難是時間控制，要趁節
目沒有對白的空檔作旁述，時間到了，
便要停止，以免與角色的對白重疊。」
嘉賓李桂芬非常欣賞學生的旁述，「同
學準備充足，沒有結結巴巴，旁述清
晰，我閉上眼睛細聽，能感受到他們的
心意。」另有嘉賓則對同學願意學習口
述影像很是高興，希望他們將來多做一
點，協助失明人士欣賞電影。
該校校長張偉菁表示，活動旨在鼓

勵學生關心弱勢社群，未來會繼續舉
辦類似活動，將生活體驗融入教育，
既推動學生關心他人，也有助他們心
智成長。

港華華小「縮龍」預留學額減24個

聖文德天小生蒙眼感視障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
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公佈，委任
浸大行政處處長周慶邦任學評局下一
任總幹事，接替由1月26日起離任的
總幹事Dorte Kristoffersen，周慶邦
將於本年4月3日正式履新。

經驗豐富 4月履新
周慶邦在加入浸大之前，曾先後

擔任理大學術質素保證部主管及香
港工程師學會資歷審核總監兼香港
工程師註冊管理局註冊主任。他多
年來主理及開展香港工程師學會成
效為本和跨越管轄區的專業資格認
證計劃，有關項目已獲得華盛頓協
議、悉尼協議及首爾協議的承認；
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下，
他亦曾多次參與由香港特區政府發
展局帶領，有關資歷互認安排的磋
商工作。
周慶邦過往曾出任多個由政府及

不同業界成立的委員會及專責小組主席或
委員，包括於2011年10月至2017年9月間
擔任評審局大會成員，並積極參與局方不
同委員會及專責小組的工作，推動評審局
的策略性發展，實現願景及使命，並加強
與高等教育及職業專才教育界的夥伴合作
關係。
評審局大會指周慶邦具備豐富經驗及在各

行業的脈絡，有信心對方在現任總幹事
Kristoffersen及歷任總幹事所奠定的穩固基
礎上，帶領學評局繼續邁步向前，致力確保
香港資歷架構的認受性，並提升本港專上教
育及職業專才教育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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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英皇任職逾30載的梁植穎，於2000年退
休後溯本尋源，經過4年的考證，從政府

憲報，藍皮書及行政報告記錄等，考證出英皇書
院開辦至今160年，是中英雙語教育歷史中最悠
久的官校，他更將蒐集所得的文獻資料編輯成書
《官立英皇書院創校160周年紀念文獻圖片
集》。梁植穎昨聯同部分舊生出席新書發佈會，
介紹考證的成果。

曾四遷校址兩易名
書中記錄了政府開辦官立中英文書院發展史，
當中更修訂了英皇書院真實的歷史。原來英皇書
院曾四遷校址和兩易校名，其前身是起源於
1857年政府開辦的國家義學「西角書院」，其
間經歷過兩次更遷校址，至1872年，西角書院
才正名為「西營盤書院」。由於學生人數增加，
該校曾兩次搬遷新校舍，更於1926年易名為
「英皇書院」。
現時，古物古蹟辦事處僅以牌匾標誌英皇書院
源起於1879年的西營盤書院。梁則認為英皇書
院的創校淵源最遠可追溯至1857年的「西角書
院」，希望古物古蹟辦事處可依照歷史檔案記錄
改正。

梁植穎表示，英皇亦是最早開辦男女共讀的官
校之一，1868年至2013年間合共有超過2,000名
女生畢業，可見英皇並非純男校。英皇書院前身
西角書院初時只收本地籍男生，直至1868年取
錄了3位女生，創下了西角書院首屆有女生入讀
當時稱為國家義學的官立學校。

最早開辦男女共讀官校
直到1941年，因大部分女生入讀當時唯一的

女生書院—上環女子書院，西角書院則未有
女生入讀，因而成為全男校。
其後在1950年至2013年，英皇書院再度有女

生入讀，於1960年成為只有中四至中六的男女
共讀學校。
除了熟知英皇的歷史，梁植穎對該校的建築也

很有研究，早於上世紀80年代已開始爭取把英
皇書院校舍列為二級古蹟，直至2011年終被古
物古蹟辦事處列為法定古蹟。他在書中介紹了英
皇三座紅磚建築物的建築特色，詳列每座結構的
名稱，及其年代的起源及建築哲學理據。英皇校
舍包含了古羅馬希臘、哥德式、巴洛克式的建築
結構，成為香港以英式紅磚呈現新古典現代建築
典範的法定古蹟。

英皇書院前副
校長梁植穎昨於
英皇書院舉行新

書發佈會，有逾50名校友出席「撐
場」，其中有校友於席間分享當年的
校園趣事，回憶起師生相處的點滴及
整蠱老師的惡作劇，一同細味高校美
好時光。有女校友透露，當年的英皇
男生很有紳士風度，雖然女生是少
數，彼此也相處愉快。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林文瀚是

英皇校友之一，他表示在學時英皇活
動的空間不多，但師生關係緊密，師
生經常在課餘時一起打籃球，「以前
同學很頑皮，經常整蠱老師，把沾滿
白粉的粉刷放在門框上，當老師開
門，粉刷隨即掉在老師身上，但老師
不會介意，反而會與同學一起玩。」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

暨文學院院長及中文系主任單周堯本

身也是英皇舊生，他坦言最欣賞英皇
老師的素質，自己亦受到當時老師的
影響，中文成績一向名列前茅，更曾
奪得全級第一，笑言自己因中文成績
好，所以一世讀中文。
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雖

只在英皇讀了一年書，其後遠赴美國
繼續學業，但也深深感受到英皇傳統
的歷史文化，其紅磚牆氣派十足，自
己一直以「英皇人」為榮，「位置上
英皇近港大，覺得自己遲早會入港
大，對身為英皇學生覺得好威，經常
穿校服到處走。」

副署長原是男校女生
衛生署副署長黎潔廉憶述，當時理

科班只有4位女生，男生們都十分照
顧女生，「我原本讀女校，所以剛入
讀英皇會覺得有點怪，幸好男生都很
有gentleman（紳士）風度，在女生

面前不會說粗口。」除了懷念校園時
光外，黎對西環的鹹魚味亦充滿回
憶，黎指當年居住九龍，每天返學在
巴士上睡覺，但巴士途經西環的海味
舖時，會被撲鼻而來的鹹魚味「弄
醒」而懂得下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校友回味青葱 難忘相處點滴

■英皇培育了不少名人校友。圖為林文瀚（左二）、陳家強（中）、單周
堯（右二）、黎潔廉（右一）昨日回到母校，出席梁植穎（左三）的新書
發佈會，並重溫當年讀書點滴。 梁植穎供圖

■黎潔廉難忘每天乘車返學途中被鹹魚
味「弄醒」。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校內三層高的北翼大樓下層為健身室，有5座半圓形古羅馬方柱、哥德
式高圓窗及5趟高巴洛克式木門。

《官立英皇書院創校160周年紀念文獻圖片集》

■學生練習領路法，戴上眼罩體驗失明人士的漆黑
世界，並由同伴引領向前走。 政府新聞網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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