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曾培育不少運動健將，其中包括勇奪 2014 年亞洲運動會男子團體銅牌的李浩賢先生，

及 2007 年第 9 屆世界武術錦標賽冠軍袁家鎣小姐。過去兩年更是呂明才同學體育表現豐收的一年，無論在各項

學界球類比賽，抑或在田徑方面都取得優異成績，實是可喜可賀。故此，《明風》編輯小組走訪各隊教練及健兒，

讓同學對我校校隊認識更多。

當了足球隊的導師已有三年了，
陳亦昇老師覺得足球隊的優點是十分團結。

每一次練習、比賽時，無論是全隊的裝束或精神面
貌都一致；而每次比賽後，大家都會檢討足隊表現，亦會

相約聚餐。另外，隊員著重紀律，每次練習時都會準時到達場
地，比賽時更會提早到達場地準備。不過，他們也有需要改善的地

方，就是略欠信心，以致在比賽時無法發揮平日練習時的水準。 
在擔任導師期間，令到他最難忘的就是上年度的學界精英賽，當時本校

足球隊正少踢一人，雖然情勢極為惡劣，但他們卻沒有因此而影響士氣，
更盡力踢完整場比賽。看到他們的表現，他覺得球隊正在慢慢成長，心中突
然有一種喜悅，希望我校球隊可以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

擔任校隊教練五年的謝家偉
老師，因為在學生年代曾參與過不少

排球比賽，興趣至今還在，致使教學生涯也
離不開排球運動。曾帶領過本校校隊奪過不少獎項

的他，坦言最欣賞隊員對排球的熱情，無懼渾身汗水，
不畏艱苦訓練。擔任教練的日子裡，他看到學生不僅在技

巧上有進步，彼此關係也日趨融洽，猶如家庭成員般守護幫
助。
在他眼中，只要對排球有興趣且勇於嘗試，不畏艱辛的同學，
都歡迎參加排球校隊這個大家庭。

鄧健霖老師擔任越野隊的負責
老師已有兩年的時間。越野隊去年獲

得三個團體獎項和一個個人獎項，而今
年則獲得兩個團體獎項和兩個個人獎項。他

的深刻經歷是見到每一位隊員都跟隨着教練的
指示，循序漸進的練習，向着自己的目標努力。

過程中當然會遇到困難，因為隊員都身兼多項活
動，例如排球隊等，所以在訓練時間的安排上都會

有困難，而且越野隊的比賽在十一月舉行，距離開學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實在沒有足夠時間進行訓練。令
老師最欣慰的是看到隊員的堅持，由一開始完成不到
兩千米，變成能完成五千米的精英，他們的成長，令
老師有很大的感觸。他表示想加入越野隊其實不難，
要有好的體格，最重要是有堅毅的精神，能具克服困
苦的鬥志。

擔任本校籃球隊教練二十一年的袁
達威老師，自小熱愛運動，尤其喜歡籃球，這

也是他投放得最多時間的一項運動。成為體育老師後，袁
老師曾帶領不同的球隊取得良好的成績，但始終最鍾情於籃球，

因此亦擔任本校籃球隊教練。
他最開心的是看到同學認真投入地練習，在球場上拚搏，全力以赴完成比

賽。他曾帶領本校籃球隊創下不少佳績，令本校籃球隊在屯門區具有一定的知
名度，而近年的成績尤為突出。在 2012 至 2013 年度，他帶領乙組籃球隊奪得屯門

區學界籃球賽冠軍、少年警訊杯冠軍，與及全港馬拉松籃球賽第五名。而在 2013 至
2014 年度，籃球隊的成績更為卓越，除贏得屯門區男子甲組亞軍，還晉級全港學界精英

籃球賽，另外亦成為少年警訊杯冠軍、聖公會聯校籃球賽亞軍及全港學界馬拉松籃球賽季
軍。在袁老師悉心栽培和帶領下，令籃球隊締造了彪炳戰績。不過袁老師並沒有因此而固步
自封，他認為籃球隊隊員的體能還需要加強，技術還可再上一層樓。若在比賽時，能適當地
處理壓力，提升心理素質，相信成績會更加超卓。    最後，袁老師表示，只要有良好的體能
和品格，以及喜歡籃球運動的心，都歡迎成為籃球隊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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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凱傑先生擔任羽毛球校隊
的教練已有六年的時間了 , 帶領着球隊

的隊員不斷訓練、提升球技。看見當年球技青
澀的隊員遇強愈強，愈戰愈勇，摘下一面又一面獎

牌，李先生覺得很欣慰。
平日訓練時，他專注於提升隊員的技術，在隊員遇到難題

或失落時，他會給予教導和安慰，因此對於隊員來說，李先
生除了是一個嚴格的教練，亦是一個能無話不談的好友。對於
有興趣加入羽毛球校隊的同學們，李先生寄語他們要刻苦耐勞、
守時守規、有責任感。雖然球隊訓練辛苦，但大家會從中發現
羽毛球的樂趣。

投球隊是本校眾多校隊的
後起之秀，成立時間只有四年。不

過球隊的創始人兼教練梁淑儀老師在中
學時期已開始接觸投球，直至大學也曾參加

相關的球隊和比賽，猶如投球隊的強心針。
  投球隊開始代表本校出賽的時候，因為歷練不
多，受過不少的挫折，但經過隊員們的努力訓練和
梁老師的教導，終於在 2012-2013 年的聯賽中取得
季軍。加入投球隊的要求其實並不高，只要有興
趣和想更瞭解投球的女同學們都可以加入，不

僅鍛煉身體和多瞭解一門運動，也可和認識
可以到投球隊裏友善的隊友打成一片。

參加羽毛球隊已經五年
的李栢豪同學，仍然不減對羽毛

球運動的熱情。他坦言在這五年的活動
乃至比賽中獲益良多，無論在人際關係上，

打球技巧，甚至生活習慣，都在參加校隊後有
所改善。經歷過比賽的高低起落，讓他面對成
敗的心態更為正面，明白努力後雖然未必得勝，
但總有所得著。藉著信念堅持不懈地繼續練習，
讓他曾躋身三甲，是一種榮幸與突破。他身為

師兄，希望新生代能無懼於失敗，願意付出
更多努力，一直熱愛羽毛球這項運動。

明漪瑭同學去年擔任投球
隊的隊長。中三的時候，她受到

朋友的邀請，加上好奇心驅使下，就加
入了投球隊的大家庭。

  投球隊中有不同班級和年級的同學，使她認
識了不少新朋友，亦因為隊員相處融洽，故此對
投球隊的訓練和比賽也更加用心，越來越熱衷這
項運動。加入投球隊後，擴大了眼界和獲得了真
誠的友誼，使她變得開朗外向。比賽時的默契、
相互配合和互相鼓勵，讓她更明白團隊精神的

可貴。她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同學來參加投球
隊，發現和瞭解這項運動的好玩之處。

因受師姐影響而在中一的時候嘗
試加入排球隊的葉少華同學，至今已是

中五的師姐了。她認為隊員關係友好，年級
之間沒有隔閡的關係讓人嚮往，加上自己對排

球也持著不放棄的態度，是堅持了五年的原因。
在 YACA 的第一次奪得季軍是她最深刻的回憶，團
隊之間的團結和彼此的勉勵，是她堅信最重要的
成功因素。在隊員發生摩擦的時候，她也願意成
為主動溝通或調解的角色。這五年的成長，讓

她堅信只要團隊合作，不管比賽結果如何，
都能好好享受過程。

王澤潤加入越野隊已有兩年時間
了，當初參加就是因為他喜愛跑步，每

次跑步時都令他感到快樂。越野隊令他著
迷的地方是有清晰的競爭目標，可與其他有實

力的人比試，令自己更有進步。縱然每次訓練
都十分辛苦，但他都會盡能力去克服。他很喜歡
越野隊，參加了越野隊之後，不但結識到一班
朋友，也令自己的能力有所提升，比以往跑得
更快，更遠。在接下來的比賽，他必定會全

力以赴，目標就是突破自己，取得更大
的成功。

林可唯同學自中一參加足球隊，
至今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在這五年

內，他的生活都離不開足球隊。在這團隊中，
他擁有很多難忘的時光。放學後，隊員一起努

力練習；犯錯時，大家一起被教練責罵。他認為
透過平日的練習，既可以提高個人的能力，亦加
強了與其他人的溝通技巧。他表示自己在技術水
平及心態上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他會努力
繼續練習，希望將來可以做得更好，替隊伍贏

得學界冠軍。

冼焯熙同學加入本校籃球隊
已有四年，今年更被推選擔任籃球隊

乙組隊長。由當初只為了希望增高而加入，
到現在已是以取得更好的成績為目標。他認為加

入籃球隊後最大的得著是學會了妥善地分配時間。
    令他最難忘的是第二年參加學界籃球賽的經歷。當時

以球隊的實力而言，理應能躋身四強，甚至有更好的成
績，可是在八強賽的一役中，本校僅以一分之差落敗，這
令他一直耿耿於懷。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反而以這次經驗
作為動力。他希望今年能帶領球隊奪取佳績。
他認為籃球隊就如一個大家庭，彼此要有良好的溝通和
信任，要懂得包容。所以他們會常常一起練習及聚會，

藉此建立深厚的感情和默契。他也為自己能擔任
乙組隊長而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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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隨著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現今學生的學習生活跟從前有很大分別。為配合學生

的需要，令教學更有效率，老師都不斷進修，學習新的教學法，希望令學生學習得

更愉快、有效。去年 12 月 17 日，本校數學科就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博士

研究生鄭禮林先生跟任教數學科的同事分享了幾種新教學法的實踐經驗。

鄭禮林先生現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修讀博士課程，主修教育心理學，重

點研究如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鄭先生曾於本港中學任教數學科 18 年，對本港中學

的數學科課程、學校資源及學生情況皆瞭如指掌，因此校內數學科老師於是次分享

會中學習到很多精闢的見解和分析。

分享會的第一部分就「自主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 進行研討。在網上資訊發達的今天，教育的形式已經有很大

的改變。讓學生學會如何學習，比直接單向教授知識更為重要，亦是教育界一大議題。鄭老師分享了自主學習的三大元素：

備課、展示及反思，令本校數學科老師有莫大裨益。

根據鄭老師在本港中學的任教經驗，學生學習時，若能配合清晰的指引工作紙，定能事半功倍。不過在座的老師都反

映，很多時在自主學習的第一階段已經遇到很大的困難，若學生沒有妥善備課，就會影響後續的課堂教學工作；在本港緊

迫的課程下，自主學習的教學模式對老師形成很大的壓力。對此，鄭老師於分享會的第二部分介紹了一個能夠幫助學生輕

鬆、有趣地備課的方法—反轉課室 (flipped classroom)。 反轉課室的主要概念為學生於上課前透過老師準備的資料（多為短

片等、有趣的多媒體資訊）進行備課，使學生先掌握基礎知識，課堂上老師就能更集中地教授較深的課題。一直以來，老

師們都會覺得制作短片花費太多時間，往往得不償失。鄭老師於是示範了透過平板電腦，在網上下載應用程式，輕易製作

一段有用的短片，解決了老師們的憂慮。

最後，鄭老師分享了如何以「從學習中的評估」(assessment as learning) ，幫助學生更有效率及條理地應付公開考試。

操練歷屆試題時，如能配合有效的課題分類，讓學生找出自己強弱的課題，作出相應的練習，並清楚地透過數據看到自己

的進步，定能使學生能有更清晰的方向，一步步實現自己的目標。

是次的分享會，本校數學老師都表示得益匪淺，希望在日後的教學上能適當地運用「自主學習」相關的教學法，幫助

同學更有效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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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作 品
「鏗鏘！」「快點，若日落前還未拆卸這房子，我們就要

被削減工資了！」
　　日落之前嗎？我微笑的想著這些人類對我也不薄，睨向我旁邊與我交往了

幾十年的老朋友已經倒在血泊之中，骸骨亦隨之被搬走，遠觀一看，前方已變成萬丈高
樓。

　　咳咳 ! 我在中環這個金融中心生活了這麼久，也是我的榮幸吧？從前人來人往的老大街與現
今並沒有不同，不同的是前者的腳步放鬆，每個人都會在我腳下的攤檔吃一碗麵，喝一杯茶；後者

的腳步很急，很倉促，好像每天都在追逐一些遙不可及的事物。
　　「鏗鏘！」回想起我剛出生的時候，有多麼的人想擁有我 , 就像皇帝一樣，受萬民寵愛。我當然亦

沒有讓他們失望，我捐出了自已的身驅讓人民有屋可以居住。是不是因為我太容易得到，所以人們都不
珍惜呢？

　　我被太陽曬成一身灰黑色，被酸雨哨成一塊塊的，我，已被歲月風化。
　　「鏗鏘！」從前，有一個人差點把我給燃燒起來。咳咳 ! 他只是燒水而忘記關火，就差點造成一個無法

修補的錯誤，那時還有許多人在我這玩樂 ! 幸好沒有發生火災，幸好……
　　可是我做了什麼事而要被判死刊呢？我仍然是這麼的強壯啊！不對……我正正犯了一宗罪，是人類眼中不
可多得罪。
　　「鏗鏘！」我感到生命在流逝，就如一朵玫瑰花。盛開時，每個人都將我擁在手心內；凋謝時，大家也鄙
視着這朵殘花死後還發出一陣酸臭味，棄如草芥。人情味沒了，同理心沒了，在這繁榮的城市中……
　　我微笑着，回憶起過往與我的好友一同鬧爭，比拼我與它兩幢大樓誰比較受歡迎，但這都是無謂的。人們對
着我微笑，我也微笑着。
　　「鏗鏘！」我死了以後，應該已經再沒有價值了吧？前方的萬丈高樓不屑我妨礙城市的發展，眼神露出自流。
頭一次，被人看輕而我並沒有生氣；頭一次，我竟祝福著一位不屑我的鄰居；頭一次，我感到什麼都不再重要了。
我微笑着，它眼中閃過一絲驚訝，然後就生氣了，說：「為何你還笑 ? 你可快死了，變成一地灰，加重了工人
的負擔，而且沒有人會同情你，一個也沒有！」
　　不對！你錯了！你大錯特錯！我說：「是因為社會的發展而把拆卸，我並不抱怨，我反而慶幸能活到
三十多歲，能看到人們的歡笑。我也不需要人們的同情，因為人們的仁慈之心都在那兒了。」我指向街角，

一個女孩在幫一位老婦人推著沉重的手把車，「看，人們的同情心、人情味還在，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了。」
　　我又指向那已死去的好友從前的位置，「看，我被拆卸了以後，能幫助更多人安居樂業，又能幫助工

人，讓他們有工作，得以養妻活兒。」
　　它低頭，說：「你可真樂觀……」

　　不對，我也並非全然沒有離別的傷悲，只是有太多美好的回憶湧上心頭，最後的陽光把我照亮
得金碧輝煌，我並沒有把這告訴它，我希望它能向前看。反正所有回憶將埋在地底，埋在我的心

底裏……
　　誠然，我有什麼可後悔？一生中有朋友相伴，有笑容可見，有笑聲可聆聽，最後還

有陽光送別。社會發展影響不了人心，萬物依舊有情。
　　「鏗鏘！」

　　「呼！終於把它拆卸了，在日落之前！快去跟工頭領
錢！」

樓房和人一樣有生老病死，記得我出生的時代，街上的建
築都排滿了大大小小由紅藍白三種顏色組成的「米字旗」。我佇立

在山腰上，被茂盛的樹木與蔓草包圍，面對着一道江，後來從人們口中得
悉那叫維多利亞港。 

        以前，陽光穿過透明玻璃 , 柔和地鋪在格磚上，折射出一片溫暖。門外葳蕤的樹木
沐浴在陽光之下，顯得格外的黃澄和鮮綠，在葉與葉之間，我仿佛可以看到春天的氣息。

白天，孩子們在外面踢球，玩樂嘻嘻哈哈笑着，令這裹一帶的氣氛熱鬧得像一個市集。 夜晚， 
少女在床邊與外婆懷揣，男孩躲避父母探詢的目光。由早到晚，看着同一群人 , 演繹不同的故事，

或歡喜，或憂愁，結局可能是完美的，可能是悲慘的，我每天看着他們，像同時欣賞幾部話劇，從未
感到沉悶。

        後來，我目睹了一座樓房的死亡。導致它死亡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可能是太過殘舊了，可能是因為該
地的價值很高，將來會被重建成高樓大廈……一輛車子背着大錘猛然撞向那座樓房，「呯！」一聲的巨響
是它向命運掙扎所發出的咆哮，也代表着它生命的終結。一剎那，它的身軀就被撞得粉碎，殘肢散落在絲絨
似的草坪上。
       我屹立在山腰上靜靜地瞪着，才發現，一個時代正在逝去，一個時代正在來臨。
       光陰似箭，白駒過隙，二十年的時光 , 就這樣過去了。慘白的陽光照射着我剝落的皮膚 , 更顯蒼白。樹，
雜草，蔓藤瘋狂生長，咄咄逼人，入侵我的領土，在裂隙中開花。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也在剝落生鏽。白天，男孩像章魚般緊抓着鍵盤和滑鼠。少女躺臥在床上對着手機指
指劃劃，晚上也如是，每日也如是。更多的是搬了出去 , 搬到一座座矗立在大地上的大廈和樓宇。一日復
一日，我感到枯燥乏味，渡日如年。

       在這個數碼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離 , 在享受科技及經濟發展來的物質生
活的同時 , 人們的心是那麼的空洞 . 感情也慢慢變得麻木。我看着這些人，不禁想起了過去的日子，

我覺得這是多麼可惜。我卻不能做些甚麼或說些甚麼去改變他們，只能默默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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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周卓霖

I couldn't believe my eyes when I 
saw a girl in the mirror instead of me.

It was a tranquil night, without wind, without rain, but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he moon was shining brightly, in yellow, 

orange and a bit red.
''It's too quiet!'' I sighed and sat on the bench on the balcony. Appreciating 

the beautiful view that surrounded my new house, I stood up, walked back to the 
house and started unpacking the boxes. As there were too many things, I had packed 

two boxes of stuff. Time flew. It was almost time to sleep, so I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took a shower.

When the room was full of steam, it seemed that there was a girl standing at the corner, I tried 
to look clearly, but I couldn't as it was too misty. However, I could feel that there was someone 
staring at me. Maybe it was just my illusion since I couldn't see it anymore.
After the shower, I went to my bedroom. I was really tired that I was going to fall asleep. Before I 
closed my eyes, a question had come to my mind - why was such a nice house which was sold at 
a cheap price?
When I was sleeping deeply, I felt there was something over my whole body. I couldn't move my 
legs, hands and I couldn't even open my eyes. Suddenly, I felt my body was moving without my 
control. I was being walked to somewhere. 'Stop! Stop! Stop!' My body was out of control.
Finally, I was on the floor. I tried to move my body and it worked. I opened my eyes happily. 
But I couldn't believe my eyes when I was facing the mirror. The mirror wasn't reflecting 
me. There was a girl wearing in white with long black hair and bleeding from her eyes. I 

was astonished and I screamed. Then I fainted.
When I opened my eyes again, I was in the bedroom. There was a piece of 

news article on the desk. I took it and read. ''Girl In Germany Murdered''. 
I was not sure why there was this article, but I was not going to live 

in here anymore. So I took my wallet and key and went to the 
estate agency to end up this nightmare.

5A Lee Ching Yee

A horror
story

Book 
inspiration

I read a book and it inspired me a lot. So, I’m 
going to share my feelings and thoughts towards 

this book. 
I lack bravery and courage. Those of you, who have been 

students or are now students,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cause 
of not being yourself is because you care about how people think of 

you. 
This inspiring book says that without bravery or courage, how can we 

prove to people that we are outstanding? In the past, black people couldn’t 
get the freedom we are now enjoying.
Knowing that he would be mocked and insulted by the Whites, Martin Luther 
King stood on the stage and said ”I have a dream!” and before you knew 
it, the news had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What I’m trying to emphasize 
is, forget about how others think of you. It is you yourself who determine 
how your future would be like.

This inspirational book taught me a way to get both back, my 
courage and bravery, by which I mean, is that when you wake 

up every morning, look at yourself in the mirror and give 
yourself a nice smile. After giving yourself a wonderful 

smile, tell the person in the mirror “Hey, you   
know what? You look gorgeous!”6C Udogwu Benjunior Gin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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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was going home, I saw 
an old man walking in front of me. All of 

a sudden, he fell over. I propped him up instantly. 
He told me that he had some wishes before his death and 

wanted me to fulfill them.
I promised to do what he wanted me to do. I did not hesitate for a 

minute. Initially, he begged me to find something he had lost. He said that 
the last time he saw what he wanted was near the park. After I had got the 

directions from him, he was taken to the hospital. According to his directions, I 
reached the park and I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ny other normal parks. However, as 

I walked further in, I saw a letter under a tree. It was dusty. I picked it up and went to 
the hospital. I met the old man and gave him the letter. He was thankful and told me 
his second request.
In his second request he wanted me to find his family. I was very upset to know that he 
had a family who never cared about him. He told me to let his family know that he had 
had a heart attack and might not live long. I arrived at the address he gave me. I met 
his family whom I found very cold. I fulfilled the old man’s wish and took his family to 
the hospital for one last visit.
The old man died after meeting his family. His family told me that the old man 

was the richest man of the city. He used immoral methods to earn money. 
That was why he was alone. He regretted it later in life; he died peacefully 

after knowing that his family members had forgiven him.
I was so happy to see that a bad man had changed to be a 

good man. He donated all his wealth to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hus helping thousands.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what racism is. Racism means 

unfair treatment to people or violence 
against them because they belong to a different 

race. Everyone knows that racism is bad. 
Secondl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a story of racism. 

Long time ago, black people were disadvantaged. Not 
so many people accepted them or even they bought them 
as slaves. Not just being a slave, sometimes white people 
insulted them. They tried to kill them by shooting them or using 
a car to roll over them. However, those bad people didn’t feel 
ashamed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a mission that the god 
gave them. They wanted to kill all the black people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were dirty.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world but 
nobody’s perfect. We should accept all the people 

around us. 
‘Say no to racism. Let’s call for 

equality.’

Dear mother,
I would like to show my appreciation for 

your care and love. Whenever I am upset and 
afraid, you are always here for me.

Since my birth, you have lost your freedom in order to 
take care of me. You are the best mother I have ever met. 
I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small, I was always afraid of 
something, and you were always here to console me. Also, 
when I want to go somewhere, you are always the first one to 
take me there. Now, it is the time that I accompany you. If you 
want to go out for a walk or go out for shopping, just tell me. I 
am sure that I will accompany you no matter what is occupying 
me at that moment.
Mum, I know that you are under a lot of stress because of your 
work. But if you want to have a talk, I will be here at any time. 
I love you!
Thanks!

For taking care of me patiently! I promise I will be 
good and I will study hard.

                                Love,
                      Queenie

1D Lam Tin Long

2D Queenie Hui

5C Lo Tsz Hin

Racism

Story
writing

Thanksgiving
letter

薪 火 相 傳
校友會簡介
還記得校友會的幹事嗎？你們知道他們姓甚名誰，相貌如何嗎？現在逐一為大家介紹！

七八十年代香港工業興
旺，各行各業人才短缺，吸引
不少學生報讀工業中學，以致競爭

非常激烈，本人好不容易才考入母校 
— 呂明才工業中學呢！

 得到母校的栽培，本人中七畢業後順
利獲得城市理工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前身）取

錄，入讀電子工程學系。畢業後隨即加入一家台資
集團擔任電子工程師，及後更晉升至最高管理階層。數年前毅然
放下事業，全身投入有機耕種的行列，為香港的有機農業發展出
一分力，致力推動本地有機農業。經過了這幾年的努力，去年

獲 RoadShow 路訊網評選為「綠星級環保大使」。

今年，很榮幸獲得母校邀請擔任校友會主席，希
望藉此凝聚各屆校友，憑校友們過往的工作經驗

及知識，回饋母校！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 幼兒園校長

「學於母校，貢獻於母校」不經不覺第二屆校友會
幹事就職至今已有一段日子，感恩能為校友們籌辦不同的活

動，看見一眾校友凝聚在一起，心中無比歡樂。在籌備剛過去
的「四十週年 情•常在」音樂晚會時，最初我們信心不足，有
著不同顧慮，但經過老師們、校友們的支持和參與，晚會非常成
功。願一切榮耀歸與我們的主上帝﹗在此，我亦非常感謝一班
熱心的老師們，他們為著校友會活動勞心勞力。在忙碌的課後，
還要抽出私人時間與我們進行會議，感謝您們﹗

最後，在未來的日子，校友會將推出不同種類的活
動，希望各校友能鼎力支持，一起重拾當年情。

選擇成為校友會幹事，一切源於那份情。
校友們熱烈響應四十周年盤菜宴，筵開八十席之

多，一張張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歡聚一堂，尋回我們的那
些年。

 校友音樂會是我們上任後的首個重頭表演節目， 一班
老師幹事們盡心盡力協助，邀約了十多隊校友組合參與表演， 
看見每隊用心的預備，還驚喜地發現了校友們音樂水準奇高，
表演者更表示能夠在多年後重踏母校的禮堂表演，讓人生留
下了美好的回憶，來觀賞的校友們都盡興而回。

 校友會希望能為大家延續那些年那份情，
我們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校友的參與，

我們期待每一次活動都能與大
家歡聚一堂。

「聚沙可以成塔，積水可以成
河」。當每一分力量聚合在一起，就

能移山動地。這就是一年來，我所看見的
校友會，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年代的校友，難得

的聚首一堂，為母校盡一點綿力，實在很有意義。在
此，我很想多謝校監、校長、各位老師、校友們和同學們過去
一年來，對校友會熱烈的協助和支持。

我非常榮幸能夠成為校友會的幹事，令我有更多機會為母
校服務，跟多年沒有聯絡的老師和校友相認。每次重回舊地，
都會使我返老還童，找回當年讀書時的感覺，治好我的「思

鄉病」。

主席

副主席

榮
先

德

先

沈

生

成

生

陳

許 奇 貞 小 姐

鳳
嫻

小
姐

如
黃

財政

宣傳

Students' work

6 7



2014-2015 年度校報明風編輯委員會

顧問：王定鵬校長   黃思明老師   陳沚盈老師   林妙芬老師  黎敏生老師  Ms Kapoo Purva

編輯：4D 鍾思慧  4D 譚欣欣  4D 曾志明  4D 劉銘堅  4D 陳嘉傑

「但我要歌頌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愛，因為你作過我的高臺，在我急難的日子作過我的避難所。」               詩篇 59 篇 16 節

活動項目

寒舍其實跟母校只有百步之距，日常
生活都會途經母校，每當校外掛上新的宣傳橫

額時，我都會倍加留意，就好像老朋友跟我細
說近況一樣。感謝一年前老師們邀請加入校友
會，讓我可以再次參與母校活動的策劃，為大
家盡一點綿力。光陰雖似箭，但心境似乎並沒
有因時間老去，反而因此變得更年輕。還記
得校友音樂會當晚響起「那些年」旋律時，
台前台後的所有人紛紛合唱起舞，讓人霎時

感動。離任期屆滿尚有一年，無論是校友
聯誼活動抑或是跟學弟學妹們經驗分享，

我都必定盡力參與，與「才記」共
同前進！

首先，非常榮幸能夠
成為校友會幹事。想起兩年前，

偶然瀏覽母校網頁，看見母校正準
備舉辦校友盃籃球比賽，便邀約舊同學一同

參加，我和幾位舊戰友都盡興而歸。好奇之下，得知校
友會原來成立不久，有待發展，所以便膽粗粗接受邀請
接任成為幹事。

離開母校十年，再次回到學校，走過當天上課
的教室，便憶起校園的點點滴滴。今天，我成家

立室，人生去到一個新階段，很想回饋培育
我們成才的母校，以及滙聚各屆畢業

同學，為母校出一分力。

濶別了三十五年，有機會重回母校並加入
校友會當幹事，為母校出一分力是我義不容辭的。

昔日因獲學校的照顧，得以完成中五階段的學業，到現
在我仍心存感激，內心有着磨滅不去的情懷；況且家住屯門，

步行回母校只需五分鐘的路程，回學校開會及辦事是方便不過。

參加了校友會工作，能夠與幾位來自不同畢業年份的「學友」
及老師們並肩為校友會舉辦活動，令我深深體驗到大家對母校存着
的熱誠，有著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彼此間的合作與互相支持，無
分你我，共同為目標進發，冀能做到使各屆的畢業校友能夠保持
聯繫，加強交流，從而增加大家對母校的歸屬感。

雖然在這一年由現屆校友會所籌辦的活動並不多，但我總
相信一句：「校友會所舉辦的活動不需要多，最重要是夠

質素及有代表性，能吸引校友參加便可。」我相信我們
所付出的。看見更多的校友參與校友會活動，就

是我們最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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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火 相 傳
校友會簡介

校友音樂會 陸運會校友接力賽 校慶盆菜宴

校友籃球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