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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明道‧臻善益群

三十周年珍珠禧校慶特輯

主恩眷佑   深情三十載

黃校長謂沐恩屹立本區三十載，那不是短時間，她
能有幸參與其中，已很值得感恩和欣慰。因為能見
證著上帝如何帶領學校從一間屋邨中學發展成現有
的規模，還有這些年來學校在人事方面、校園設施
和學生成長等的變化，令校長感受良多。
談到沐恩令黃校長最引以為傲的，原來是一群愛主
的基督徒同事，他們懷抱著滿腔的教育熱誠，不但
傳遞世上的學問知識，也傳揚使人蒙福的救恩。回
顧往昔，三十年彈指間過去，當中面對的種種困難
考驗、課程制度的轉變等等，都看到上帝的保護和
引領，是我們要感謝的。
今年是沐恩珍珠禧校慶紀念年，師生們都忙於籌備
慶祝事宜。這回為三十週年而舉辦的活動經精心設
計，各有特色。除了傳統的感恩崇拜、環校跑、砌
字活動及步行籌款，更增加了三個項目：成立沐恩
校史館，校友加冕之夜以及綜藝晚會。校史館以多
元化的載體，留下沐恩三十年來的發展足印，從而
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向著前面的挑戰進發。至如
校友加冕之夜，顧名思義，那是校友的聚會，好讓
昔日沐恩的珍珠重聚一堂，重溫校園的
感覺。晚會設有加冕禮，見證校友的成
長和肯定校友對母校的支持和貢獻。綜
藝晚會方面，那是沐恩珍珠顯才華的日
子，黃校長期望師生們屆時都能拋開繁
重的課業，盡情投入，盡情地享受歡樂
的時光。
校慶活動不少，籌備工作繁重。校方特
成立了籌委會。總項目負責人是羅紹國
老師。範疇分工方面，何美儀老師負責

這學年為我校三十周年珍珠禧的大喜日

子，校記特找上黃校長，請她跟同學們

分享一點心裏話。

籌款項目，麥鴻昌老師負責開放日活動，趙汝儉老
師負責校友之夜和領導校史館的籌建，而何順鑽老
師則負責才藝表演。每個範疇也有其他老師和服務
生協助。工作量方面，多寡實難一致，可老師同學
們並不計較，展示了專業的團隊精神。

卓然有成   師生皆珍珠

三十年來，沐恩畢業的校友很多都有超卓的成就，
在教育界的、醫學界的、法律界的、藝術界的、演
藝界的、運動界的等等，如珍珠般散發光茫。在同
學成長的過程中，老師亦不斷成長。黃校長謂有些
同事已成為其他學校的校長，還有當上牧師的，甚
至成為大學講師和教授，因此，老師亦是沐恩的珍
珠，不斷追求進步。
黃校長語重心長地指出，沐恩人不應滿足於現有的
成績，應繼續努力為未來奮鬥，帶領學生有更卓越
的成就。我們的目標應超越第一組別的水準，在未
來的日子，追求學術以及全人發展，祈望學生發揮
潛能，不斷成長，學習愛人，做一個有智慧、具同

理心，不盲從附和，擁有明確目標，懂
得反思的人。另外，亦要有領導才能和
良好的品格去關懷身邊的人。
黃校長最後寄語同學：「珍珠要承受得
起風浪，經過磨煉才能變得貴重。我深
信沐恩同學能做得更好，成為發光發亮
的珍珠。」

訪黃校長談沐恩
珍珠禧與珍珠

校園校記：4A張凱詠 4B劉映均



三十週年校慶總統籌
──羅紹國老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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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沐恩服務了二十多年，經歷過沐恩不同的開放日，當中有甚麼深刻
的回憶？你又有何體會？

還記得某年的開放日，學生在我的鼓勵下，在攤位頂上製造了一頂大大

的皇冠，叫人眼前一亮，這件事令我很難忘。因為我瞭解到沐恩的學生

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也明白了「機會是留給忠心的人」，忠心使我留在

沐恩任教，才能以這富意義的工作來生活。

首次擔任三十週年校慶的總統籌，你有何感受？

對我而言，這是一大挑戰，但我很榮幸能出任此職，也很感恩上帝眷顧

著讓我脫離病痛，以健康的身體擔任重責。在籌備校慶活動時，困難重

重，但校友主動的幫助，如擔任訓練班的講師及捐款，助我們渡過難

關，令籌備的工作更順利，令我十分感動。

你認為自己是個怎樣的人？這有否為你在籌備校慶時帶來好處或不便？

我小時候受家人的薰陶，故本著「勇於承擔」的原則來辦事，帶給了我

今天的成就。我為人既真誠且勇於嘗試，盡力地籌備毫不簡單的校慶活

動，絕不放棄。

沐恩今年的校慶主題口號為「同沐主恩心嚮往，培育珍珠展光芒」，當
中有什麼特別意義？

中國傳統節慶上，成立三十年被稱為「珍珠禧」，與沐恩培育珍珠的教

學理念不謀而合。「三十而立」意味著是時候拿出成果，展示學生及學

校的光芒。而「同沐主恩心嚮往」指的是全校一起數算上帝的恩典，一

起慶祝。

你最期待那個校慶活動?

我很期待每一個活動，因為作為校園總監的我需要參與每項活動的籌

劃、串連和佈置。當中最具特色的是「校友之夜」及「校史館」。「校

友之夜」當晚將會有超過130位83-88年畢業的校友回校聚首一堂，所以

我十分激動和期待能再見闊別多年的學生。他們當年的老師將會親手為

他們戴上一頂印有沐恩校徽的「畢業帽」，以作為如成人禮般的加冕。

另外，「校史館」不但記錄了沐恩的歷史回憶，還可用作會議堂用途。

「校史館」開幕當天更設有剪綵儀式，確實令人興奮！

你最想感謝的人是誰？ 

我最想感謝的人是創校校長丘頌云先生，因為丘校長的賞識，使作為代

課老師的我躍升為訓導主任。同時，我亦感謝前校長楊永傑先生和黃堯

姬校長的信任，把大小事務都交給我做，還讓我當上30週年的總統籌。

對三十週年校慶有何期許?

我希望校友和學生都盡情地參與其中。此外，我期望全校師生透過三十

週年校慶活動，感受主恩帶來的快樂，從心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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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 (4C曾盛敏、何詩敏) 
：羅紹國老師

在指導同學30周年砌字活動    

獲頒長期服務獎    

25周年聚餐與校友合照    

與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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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鴻昌老師為我校資深老師，精研我
國歷史，是中史科的科主任。據聞

其為人也低調，故校訊鮮有其報道，這回
則難得有機會訪問他。麥老師是校慶開放
日的負責老師，且聽他跟同學分享個中的
感受。

麥老師首先介紹了是次開放日的主題為「
珍珠展光芒」( We are the pearls)。古語云：
「三十而立」，沐恩經歷了三十載，一定
有不少學生的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麥老師謂：相較以往的開放日，今次的重
點是由課程學術層面轉為表現學生才能，
展示學習成果。當日，會有很多不同學科
的展覽、不同級別策劃的攤位遊戲，也會
有學校三十年來演變的校史長廊。我們還
會舉行多場「i-learning學會學習在沐恩」
的專題講座、英語學習展示及英語遊戲等
等。除此以外，還有全方位學習周的學習
展覽。麥老師認為這是給同學一個展現所
長，盡顯學習成果的好機會。

今年是麥老師第一次擔任開放日總統籌的
工作，對麥老師來說是一個嶄新的挑戰。
例如面對有限的資源，卻要預備大量的展
板和電腦給予開放日的參觀者使用；動員
不同年級、不同才能的學生在開放日擔任
合適的崗位，也不是容易的事。不過，樂
觀的麥老師相信這對學校和學生來說，都
是寶貴的經驗。麥老師希望同學們能透過
這次開放日，竭盡所能，展示自己的學習
成果，也期望師生上下一心、團結地投入
這次開放日，為沐恩三十周年珍珠禧寫下
璀璨的一頁。

校園校記：4C曾盛敏 4C何詩敏

與同學配合的統籌
──麥鴻昌老師

麥老師曾為25周年校慶籌委小組成員。

10周年開放日與校監合照

接受長期服務獎及學生祝賀

年青的麥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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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炮聲響過，沐恩三十周年步行籌款旋即啟動。   

        這是很難得的開幕典禮。創校校長丘頌云先生、前
校長楊永傑先生、現任校長黃堯姬女士三位難得聚首一
堂，他們就如奧運會的火炬傳遞手，將這份教育的使命
接過來，又再傳下去，歷經了多少個的五年。

        出發前往是次活動的起步點──沙田城門河畔前，
同學在老師的安排下拍攝一幀「全校福」。全校師生連
同家長和嘉賓團結一致地在學校魚池旁組成「ILC 30」
的字樣，由攝影師從五樓天臺拍下這氣勢磅薄的一幕。
儘管當日天氣熱得教人直流汗，猛烈的陽光令人睜不開
眼睛，可是在場的每一位都耐心地等候，等候這一剎那

的紀念。

        在如此酷熱的時候，蒙神的恩賜送上陣陣的涼風，
為步行中的我們降溫，又送上沿途怡人的風景。全校師
生此時此刻已不分你我，同心地踏步前行，馬鞍山的海
濱長廊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更為沐恩築起一個屬
於我們的夢、一份屬於我們的未來。而遠方的八仙嶺彷
彿是一個見證，見證這份師生同行的情，一份橫跨了三
十年的情。

        我們以為自己只是走了五點七公里的路程，其實我
們走得更遠。回想起二十五周年時，我們在大埔海濱公
園；三十周年時我們已在當時的對岸──馬鞍山公園，
而下一個五年，我們又會在哪裏呢？

我很
開心能見證

沐恩踏入珍珠禧；老
師和學生都為此到處張

羅，又能聽到振奮人心的30
周年校慶歌曲，師生們的努
力在不知不覺間感染了我。
我期望沐恩的周年校慶活

動陸續有來，望沐恩
能屹立不倒。

以前

盛產珍珠的

大埔有老虎出沒，

人們難以取得寶貴的珍

珠。而沐恩中學正矗立在

大埔，中一學生如細沙，老

師如蚌，在歲月中孕育細

沙。在這艱苦的過程中，

老師的付出讓學生成為

了發光發亮的珍

珠。

沐恩珍珠禧
步行籌款記盛

丘頌云校長

陳靜雯警長

校園記者：4C 朱泳湘 3D 郭詠恩

丘校長致詞

謝達超牧師為活動祈禱

司徒校監致詞

本頁照片提供：黃俊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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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沐恩生活了

六年，對沐恩產生
了濃厚的感情，想藉此
機會重遇多年不見的老
師，所以盡量抽時間參
與母校所舉行的步行

籌款。

校友三

我

覺得雀躍萬

分，因為同學的士

氣高昂，十分投入於步

行籌款。我最喜歡趙sir

和羅雅麗老師高歌校慶

主題曲的環節，把大

家的情緒推高。

徐淑儀老師

我
認為全校師

生齊心參與步行籌款，完成了這難得的壯舉。而我最喜愛的活動是到魚池旁砌字，眾人合力拼成一幅美景，
見證沐恩的30周

年。

陳嘉輝老師

今天
天朗氣清，

迎合了沐恩的步行
籌款，令我開心得難以
形容。我最喜歡的環節
是丘校長的分享，見證
了沐恩的歷史，拉開
了沐恩30周年美好

的序幕。

駱振輝老師

步行
籌款是慶祝

沐恩的30歲生日，
很有意義，我特地抽

空參與其中。海風伴隨
我走過漫長的路程，令
我覺得舒暢的時光過

得特別快。

家長二

步行

校慶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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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魚池旁砌字

時，悶熱的天氣
使我不耐煩。現在，

微風帶來清涼，學生和
老師都能放下平日的拘
謹，有說有笑，令我

感到很輕鬆、舒
適。

陳明杰同學

昔日
參加25周年

步行籌款的我是一
個中二學生，感覺上是
被逼參與學校活動；這
次則是以校友身份自願
參與，感覺比上一次

投入和盡興。

校友一

大
家一起參與一個如此大型的

步行籌款活動，能
增加學校的凝聚力
和師生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校友二

校慶

步行

感言

我的

兒女剛入讀沐

恩，我想對沐恩有更

多認識，便參與是次步行

籌款。同時，我希望沐恩透

過這次步行籌款可籌到足

夠資金，讓學校可以愈

辦愈好。

縱
使步行籌款

的遠途使大家很
疲累，但這畢竟是第
一次跟全校師生同行
近六公里的路，留下

了一個頗美好的回
憶。

蔡宣信同學

p.7

校慶

活動花絮

黃校長主持校慶活動啓動禮 工友在掛學校名稱橫額 工友抺拭獎牌柜

合力繪製壁畫砌字前先領取需用小道具工友的貢獻

同學的雕塑作品 各班創作一幅地磚畫 老師打手印

家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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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從未觸犯過，而那次卻竟是她的「第一次」
，令身為領袖生的她，更小心自己的衣著和舉
止。那次的經歷，是她生命裏難以磨滅的印記。

永懷教澤念師恩
談到她最敬重的老師，劉老師想也不用想，

回應是預科時教她英文(亦為班主任)的黃玉琼老
師，和教她中文的潘綺雯老師。黃老師的工作效
率極高，每星期都能把作文發還給學生，讓學生
在短期內檢視學習的成果，讓她有很大的進步。
潘老師帶領她參加福音營，給她留下了一段深刻
的回憶，是她信仰路途上的同行者。劉老師至今
仍清楚記得那濕漉漉的床鋪，而潘老師的鼓勵使
她明白那是神賜予她的考驗。

亦師亦友
         劉老師認為昔日的沐恩是一個青春洋溢的
地方，老師和學生的年齡差距較小，容易打成一
片。老師會主動和學生溝通(雖然不一定任教該
班)，如伍焯佳老師和朱偉傑老師，都是當年主
動關心預科同學的良師。今天，雖然沐恩昔日的
青春不復，但劉老師心裏的沐恩是一個包容的地
方，十分體諒學生和老師，是她最「like」的。

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劉老師坦言學制的轉變使老師的工作排山
倒海，學生的學習也沉重，剝削了師生相處的時

間。老師和學生變成蜜蜂和螞蟻，終日為了蜂蜜
和糧食奔波勞碌，難以怡悅地享受校園生活。
她既身在這個冗忙的工作下，也是一位母親，
難免會感到身心疲累。為了有良好的精神狀態備
戰——照顧孩子──校內的和家中的，劉老師兩
年前毅然轉為兼職老師。

昔日校慶精華
　　談到沐恩的校慶，劉老師仍記得20周年的綜
藝表演，目睹才華洋溢的學生賣力地表演，精彩
絕倫。尤其信社的演出：兩個同學打開一個被漁
網網住的大蚌，蚌內藏著一個由同學蜷縮而成的
一顆珍珠，令她眼前一亮。除了學生的表演外，
還有英文科的展覽，也深深的刻在劉老師的記憶
細胞裏。那次科展的規模比過往的盛大，佔用了
整個樓層，但全體英文老師齊心合力，終能完成
這個艱巨任務。

珍珠禧苦樂行
　　「又五年了。」被問及是次校慶步行籌款的
心情時，劉老師流露了日子太快的輕輕嘆喟。走
５公里的路程有點遠，但全校師生一同「向著標
竿直跑」，也是很有意義。雖然沿途只有寥寥可
數的路人目睹這次壯舉，但劉老師已很感滿足。

訪問結束前，劉老師最後分享了她的期望和
祝願：期望未來的校慶主題能多元化，或集中展
現珍珠的其中一個特點。畢竟老師的壓力實在太
大了，期望老師們身心康泰，工作量適中；她又
祝願同學的成績再提升，有更高的成就，才不愧
為一顆沐恩的明亮珍珠。

校園記者: 4C朱泳湘、3A王思穎、3A鄧慧倫

劉老師當年參加
    的福音營

黃玉琼老師

潘綺雯老師

巧遇沐恩
劉老師本來在九龍區居住和就學，或許是機

緣巧合，又或許是有主的美意，劉老師中五會考
後，遷居至大埔，希望在一間鄰近住所的學校升
讀預科，而她當時想修讀的科目是經濟科。能符
合這兩個條件的，就只有沐恩中學，因此當年這
一座棕色的校園，也就成為她鑽研學問和信仰紥
根的地方。

愛學愛玩才藝多
        劉老師是一位品學兼優和多方面發展的勸學
生。在沐恩念書時，她擔任領袖生和地理學會的
幹事，亦是舞蹈組的成員。中七時更獲得英文、
地理和體育全級第一及操行甲等獎的殊榮。

劉老師跟校記同學分享了一則小趣事：當年
她加入舞蹈組，除了可以延續自己初中時建立的
志趣外，還能享受與師妹們相處的快樂時光。「
我們曾經跳過一隻舞——『時鐘』，而我的角色
是時針，相信是與我較矮小的身形有關係吧！」
劉老師說的時候，笑意裏是一抺甜蜜的回味。

知錯能改
至於劉老師的預科生涯裏，最難忘的，莫過

於因校服裙的長度問題，被孔雪兒老師記傳票。
劉老師謂她昔日的中學，校規比沐恩來得更嚴，

劉錦儀老師雖然只度過兩年的沐恩校園
生活，她卻選擇回來任教，多年來在沐
恩繼續成長。這不僅因她與沐恩的關係
始於預科，還因為沐恩是她的教會，是
她的靈命搖籃，留下了她的信仰足印。

永記沐恩情──
聽劉錦儀老師細說
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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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雅欣老師在沐恩的點滴
　　三十年間校園已改變不少，但沐恩老師對教學的熱誠卻絲毫没有

減。當年的謝雅欣同學初來乍到，在陌生的校園裏探索，漸漸體會到

沐恩的温暖，師生之情日益深厚。經眾多老師們七年的諄諄善誘與熏

陶，謝同學在沐恩茁壯成長，由少不更事的少年人變為榮神益人的社

會棟樑，更立志成為老師。

　　沐恩多年來有何變遷？謝老師表示沐恩學生的素質及教學資源不

斷提高，新來任教的老師很有魄力，並與其他老師一起守護沐恩的教

學精神。談及學生時代的趣事，謝老師便即時變得樂不可支，滔滔不

絕。中二時候她曾參與露營活動，與老師經歷美好時刻，一起煮食、

玩卡牌遊戲，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

謝老師心裏老師中的老師
　　謝老師最敬重的老師是誰？就是擔任她化學科和基督徒詩班的老

師──趙汝儉老師。謝老師非常欣賞趙老師認真的教學態度，學生有

疑難時，他必耐心解答。他生動有趣的課堂使學生們在愉快中探索浩

翰宇宙的奇妙奥秘，讚嘆上帝偉大的創造，獲益良多。

　　談及這位謝老師心裏老師中的老師，究竟有何改變？謝老師莞爾

一笑，笑容帶幾分調皮。趙老師多年來的衣着沒甚大改變，而最令我

時間，就像湧動的流水，永無終焉。幸而在沐恩這個大
家庭，物事仍在，人情依舊。機緣巧合之下，謝雅欣同
學以老師的身份重回故地，現兼職任教英文。我們有幸
地訪問了她，已為人母的她仍保留一顆赤子之心，樂與
同學打成一片。

躍動的離子──謝雅欣校友
老師訪談

校園校記：4A李芷悠 4C洪允寗

照片由上而下：

當年基督徒詩班/ 

與同學老師合照/ 

教師退修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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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驚訝的是，原來趙老師曾經留過長髮！及後，我們亦有幸

訪問趙老師，他表示自己頭髮曾長至及腰，留長髮是因為可

以節省理髮的費用和時間，直至兒子出生，才剪短了。謝老

師認為長頭髮時期的趙老師很有音樂家的風采，對才華橫溢

的他很欣賞。謝老師亦對於有幸與他再次相遇、共事表示感

恩。

　　趙老師造就謝雅欣老師的信仰，帶領謝老師事奉神。趙

老師工作範圍甚廣，除學科與教務外，亦參與音樂事奉的工

作，當年曾帶領一眾學生成立基督徒詩班，宣揚基督大愛。

謝老師提到當年下課後到趙老師家練歌，他皆會以一大瓶益

力多歡迎學生，教他們不亦樂乎。從這些可見趙老師對同學

從不吝嗇的性格。

趙老師眼中的謝老師
　　趙老師認為謝老師於學生時期是活潑可愛的學生，成績

不俗，尤其英語，他因謝老師擁有唱歌天賦而招攬其加入基

督徒詩班。雖訓練過程不免辛苦，但能夠藉着詩歌把福音傳

開，一切皆變得有意義。趙老師謂謝老師回校任教實為美事

一宗，老師乃任重道遠的工作，以她的能力絕能勝任，自己

亦為能把自己的教學精神薪火相傳而深表高興。

老師對學生的勸勉
　　適逢三十週年校慶，謝老師希望同學能從校慶的各種活

動中認識沐恩的歷史，並得到歸屬感，找到人生方向。而趙

老師則希望同學能夠把握光陰，皆因歲月不饒人，同學現今

身心俱處於最佳狀態之時，寶貴光陰不容浪費。

訪後感
　　隨著時間的遞嬗，許許多多的事物遷逝變改，猶幸謝老

師與趙老師童心未泯，以純真的心對待同學，外貌雖無可避

免地「成熟」了，但這股童心以及對教學的熱衷卻永不退

卻，如躍動的離子，活蹦亂跳。能訪問兩位活力充沛的老師

實為我們的榮幸。

照片由上而下：

年青時的趙老師/ 

接受長期服務獎/ 

在教職員會議上報告30周年校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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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天，林老師瞥見桌子上放着一張心意咭，便好奇地拿起來看，嘴角泛起一抹微笑。「你還留
着？」「是呀，我一直把它壓在書桌的玻璃下，看到它就想起你們。」原來這張咭片是當年港蘭

和同學最後一次上信仰小組時，寫給他最誠摰的祝福。
當年港蘭同學眼中的嘉輝老師是認真的，默默地耕耘，是真誠的，友善的，是值得感激的。他上課時
不苟言笑，好像很凶惡很冷酷似的，下課後卻會和學生聊天、深入分享，待學生很好。
嘉輝老師對小時候港蘭的評價是好問好學，上課專心，喜歡提出刁鑽的問題。他也覺得現在的港蘭老
師看事情比以前深入多了，例如學生欠交功課，她會先詢問他對那位學生的印象如何，通過了解，再
從問題的根源上幫助學生改善陋習。
嘉輝老師對林老師最大的影響，就是帶領她參加信仰小組達六年之久。林老師中一時便接受耶穌為她
生命的主，並成了基督徒。但她的靈命卻很飄忽，總是有空才上教會，信仰小組給她一個與神相處的
美好時間，維持自己和神的關係。在小組裏，港蘭同學和嘉輝老師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的關懷，彼此
扶持，互相分享。
林港蘭老師覺得和以前的老師共事給她帶來一種久違的熟悉感覺，亦對他們更肅然起敬，相處仍舊像
學生和老師的關係。陳嘉輝老師則覺得，他「永遠當自己的子女是孩子」，望着長大了的港蘭同學，
感覺仍似看到讀中學時，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她一樣。
如今，我校邁向三十周年，林老師希望一切順順利利，同學們可以懷著感恩的心，享受其中的樂趣。

                     真情對話
林老師最想對嘉輝老師說：「希望您可
以減肥成功！永遠健健康康！不用為學
生太勞心勞力，也令他們在害怕你的同
時亦敬重你。」
嘉輝老師最想對林老師說：「謝謝你！
能認識你是我的福氣！」

嘉輝老師
書桌玻璃下的
心意咭

如果說
蘇詠芬老師為港蘭帶來的是學業上的影響，
那麼陳嘉輝老師為她帶來的，
則是信仰上的支持......

林港蘭老師是我校英文科和數學科老師，更是我們的
學姊。做老師是她從小的志願，因為她喜歡老師的工
作性質，喜歡與學生相處，較一般文職有趣。雖然她
初來沐恩任教時，會有些緊張，但漸漸也習慣了。重
返母校的林港蘭老師，面對從前的老師，並沒有感到
不習慣，反而多了一份尊敬。在眾位老師中，有兩位
對她的影響最深。

 當港蘭同學遇上嘉輝老師

….很感激你6年來不間斷的prepare 

for every聚會，相信在以後「没有

我們四個」的日子裏，你或許會感

到寂寞，但我相信，在神的恩典

下，我們還會有機會再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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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林港蘭老師並不喜愛體育課。曾經，她以為體育就是不
停地跑。但當她遇上了蘇詠芬老師後，上體育課是「快活不

知時日過」的一件樂事。其中，蘇老師自創的一些新式球類運動，
最令她印象深刻。後來還當上了體育隊長，這連她自己也覺得不可
思議，可見蘇老師對她影響之深。
林老師視詠芬老師為最尊敬的老師，除了因為她的教學方式活潑有
趣外，也因為她們都有共同的理念──「以學生為先」。由師生到
同事，二人都認為十分奇妙，是神的賜福和帶領。詠芬老師並不因
昔日的同學成為老師而感到驚訝，她了解港蘭在學生時期已表現出
善於與人相處，而且十分乖巧，如果她當不成老師，那實在是太浪
費了。現在她們二人的相處比從前更密切和深入，閒時一起吃飯，
聚會，為對方慶祝生日。蘇老師形容她們的關係像甜品般甜蜜。

港蘭最想對詠芬老師說：
「希望詠芬老師不必太辛苦，一路上有神的帶領。」
詠芬老師最想對港蘭說：
「希望你在教學上更加開心，更多學生疼愛你，
也能明白到你是真心為他們的前途著想。」

 當港蘭同學遇上詠芬老師

                        （題目）

訪林港蘭老師
談生命裏的兩位良師

林老
師小花絮：

林老師中四上課的時候，有一隻蜜蜂飛進了課室。她情急之下就衝出了課室。不過林老師補充，這是錯誤的做法，若同學日後遇到這些情況，只需把燈關掉，蜜蜂自會順著光
源離開。

以老師身份在陸運會當值



學生階段

校園校記：3D莊雅晴、鄧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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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為人師表
早於童年時，年紀小小的郭老師已立志為人師表。她坦言，沐恩

老師對她的影響和啟發很深，除了他們對教學的熱誠外，她很欣賞和

嚮往沐恩師生之間的那種真摯情誼，彼此能夠談天說地，沒有隔閡的

師生情。

在她後來踏上教育的漫漫長路時，沐恩老師亦擔任著不可或缺的

角色。「在我心目中，沐恩大部分的老師都是好老師。」「希望將來

我也能像他們一樣。」她有所感觸地說道。韓愈云：「師者，所以傳

道、授業、解惑也。」原來那些默默耕耘的農夫為春風化雨所做的一

切盡收眼底，在幼苗的成長裡刻下了不可磨滅的感觀，一直不知不覺

地灌溉著她心中的種子。

兜兜轉轉回到沐恩
郭老師於中四時修讀理科，家人希望她以後能夠選擇更有前途的

工作，而她自己則希望成為語言治療師。沒想到修讀理科的她，在神

的安排下，最後，在香港浸會大學主修英國語言文學及英文教學雙學

位，雖說與中學的選科相差甚遠，卻回到了最初的起點。感謝神的眷

顧，歷經世事的兜兜轉轉，一通來自當年班主任的電話，重新連接起

兩個故事，令這顆種子得以再次在沐恩這片肥沃的土壤發芽。

她，是我們的校友，數年前畢業。她，眉清目秀，長髮
披肩，舉止斯斯文文，第一眼便給人溫文爾雅的印象。
她，具備理性與感性的特質，看似平靜的模樣裡，卻充
滿教學熱誠。
她是誰？她是本年度加入任教英文科的郭暄漩老師。

理性與感性──
郭暄漩老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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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校記：3B陳衍文 3D郭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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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堅強些！」
在陳慧明老師眼中，郭暄漩同學是個順從和態度認真的好學

生。上課時，她總是睜大眼睛注視著老師的一舉一動，視線從不

會在老師身上挪開；還把老師所講授的，逐字逐句牢牢地刻在心

裏。另外，她注重儀容，常常保持一貫的整潔樸素，校裙永遠是

及膝的，謹守著每一條校規。陳老師稱她是沐恩學生的典範。

儘管郭老師的自我要求很高，可是她卻是個充滿愛心的人。

陳老師表示，當自己與同學分享生活的失意時，郭老師很容易就

會變得激動，淚水彷彿隨時奔流而下，故此，她時刻鼓勵郭老師

──「你要堅強些！」。

當她知道郭老師回歸母校，成為她朝夕相對的同事時，她感

慨道郭老師真的「長大」了。

一通「感恩」的電話
「那時，沐恩剛好有個教席空缺，我便試試看給她打了個電

話。感謝神，她接聽了。」何杏嬋老師回想道。原來在中學時

期，郭老師傑出的英文成績和開朗的性格，已給予她良好的印

象，是她心中的好學生。

同時，何老師很欣賞郭老師的熱誠，這使她很難忘。她清晰

地記得那次郭老師回來當實習老師，當時同學們已經放學了，但

她依舊盡心盡力地解答同學的疑難；身為基督徒的郭老師更會邀

請同學一起親近神，沐浴在主的恩典之中。

何老師亦勉勵郭老師，雖然她初為人師，但只要對自己有信

心，不放棄就能培育每顆珍珠。讓郭老師最為感動的是，過了這

麼多年，何老師還記得自己，並給了自己一個這麼難得的機會，

心裡滿是感激之情。

後記
從這兩位老師身上，郭老師一磚磚地建立了自信心，學會承

擔自己的失敗，在這漫漫長路上愈挫愈勇。她們是她的燈塔，也

是她的後盾。想當年，她們溫柔地牽著她的手，帶領她尋找真理

的道路；現在她們盼望她能延續這份愛，牽著每位學生的手走下

去，將這份愛從沐恩開始，傳播開去。

陳慧明老師獲頒長期服務獎

及參加30周年步行籌款。

何杏嬋老師獲頒長期服務獎

及參加30周年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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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校訊迎來了沐恩三十週年校慶的前半部份，能見證這麼一個隆重的慶典，實在與有榮
焉！三十年的日子，說長嘛，也不算長；短嘛，卻可以是某些人一半的人生。為要編輯這期
校訊(還有準備校慶的事宜)，編者瀏覽了大量校存的照片，那是既痛苦亦復有趣的事情，重
溫了很多的人事物，遙遠的年青原來還殘留在照相冊和硬盤裏，校園的變化和人事的更替，
仍是有蹤跡可尋。這期校訊也收錄了不多的幾張，還有是來自受訪老師私人的珍藏，實在是
大開眼界。
本期校慶特輯除了圖文並茂地報道了相關的活動外，又訪問了四位當年是沐恩學生，現在是
沐恩老師的「校友老師」(當年她們在沐恩都有不同的故事)，並會一起訪問校友老師心中最
欣賞、最感謝、最記得、最……的「老師中的老師」，從中可看到濃厚的師生之情和什麼是「
春風化雨」。這些老師，都是沐恩這三十年間所出現的，是這些默默耕耘的老「老師」和知
恩感戴的年青老師(就是沐恩所堅信的一顆顆的珍珠)，令教育的薪火承傳下來，令校慶的意
義更益彰顯。這期校訊，無論是活動報道，還是老師的專訪，相信都是大家願意細閱的。

編

後




語

校慶三十周年主題曲

來全憑著大能懷著勇氣前行
艱困昂然走過心倚靠著神
來從無懼密雲
培育每顆珍珠光照面前方向
可拼出勇敢
你共我齊來
縱十個三載都仍在
彼此有的愛隨年月過去也不改
繼續再前來創造理想如何精彩
主所賜的愛流傳下去百世千載
面對風雨仍未怕是神賜予的愛

作品由校友曾樂欣小姐作曲
陳基惠先生填詞

校慶歷史小回顧

校舍仍在興建階段

十五周年開放日剪綵禮二十五周年砌字

十周年感恩崇拜 二十五周年感恩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