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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明道‧臻善益群

三十周年珍珠禧校慶特輯(二)

        今年是我校珍珠禧校慶年，意味沐恩中
學培育珍珠已三十載。雖然經過歲月及教育
改革的洗禮，今天我們仍持定培育珍珠的信
念。廿一世紀的沐恩人，是一顆怎樣的明珠
呢？願我沐恩同學，他們是……

     培育珍珠展光芒 
         沐恩人是這樣的……校

長
的
話 攝影：王俊文老師

黃堯姬校長 03.05.2014

l 有心的人 Passionate Heart - 學習成為一位關愛別人的好鄰舍 Learn to Love
聖經箴言四章廿三節如此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在

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要保守年青生命的心是何等重要。此心要有良善、有火熱及有關愛。我們不是獨居孤
島，都有自己的社群，而同學在學校這學習社群裡，就要學習一份同理心，不自我、不自私地與人相處。
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至三十一節提醒我們：「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其次、就是
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愛的具體呈現就是成為別人的好鄰舍，我願在沐恩這
溫暖大家庭成長的同學，學像聖經裏的好撒瑪利亞人，能懷抱一顆愛人的心。

l 有見識的人 Wise Head – 學習成為一位主動積極的學習者 Learn to Learn
在知識型的社會、資料瞬息萬變的世代生活，培育同學擁有學會學習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態度是十分

重要的。沐恩中學透過課堂內外的課程及多元學習活動，全方位地啟發同學對知識追求的熱忱與渴望、擴
闊他們的眼界及視野，讓他們懷抱理想，不單有卓越的學術成績，更成為有見識的聰明人，能夠自學、思
考、探究、創新和應變。聖經裏的聰明人是將房子蓋在盤石上，而不是沙土上 (見馬太福音第七章)。如何
能有聰明的腦袋？答案是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  在聖經
真理的薰陶下，願我沐恩同學能得著真智慧。
 

l 有作為的人 Serving Hands – 學習成為一位有使命的僕人領袖 Learn to Lead
德蘭修女用她一雙手服侍有需要的人，也讓千萬人學會了如何謙卑地獻上自己。耶穌那釘痕的手，成

就了救贖的使命。馬太福音廿章廿八節謂：「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沐恩同學的一雙巧手，不單擁有各樣的才能技藝，更可透過義工服務和各樣領袖崗
位的參與，在校內及校外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侍精神。他們張開的手不是要攫取，而是施予
和付出，以行動讓別人得著益處和造就。

l 有品的人  Good Habits– 學習成為一位有高尚品德的臻善者 Learn to Live
古人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是說學習的最高境界在於個人德行的不

斷自省更新，和對美善的追求。一個人的生活習慣及行為反映了他的品性，而品性成就了他的人際關係、
做事的態度及個人形象。聖經腓立比書四章八節教導我們：「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
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願我沐恩同學在嚴而有愛的管
與教、訓與輔的氛圍培育下，養成守時、守法、守禮、守約的自律精神，更擁有各樣的美德。

願我沐恩同學都如聖經所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
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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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瑣的工作
校史館主要由羅紹國老師監督，羅老師還負責校

史館的基礎建設、硬體等，而趙老師則協助羅老

師構思及決定校史館擺放什麼展品。趙老師負責

的工作看似是件易事，但他在背後付出了不少時

間和心思。沐恩三十而立，所存的照片也不少，

趙老師為了讓各位欣賞最珍貴和特別的照片，花

了五個星期來看20箱(共數萬張)的照片，親自挑選

存放在校史館的芸芸照片。

校史館的佈局
校史館主要放置歷年校慶的紀念品、相片等，而

紀念品按週年排列並擺放在校史館一旁的陳列櫃

裏。在房間近窗的中間則擺放了數月前在禮堂拆

卸下來的校徽，左邊的牆上掛著說明校訓「博學

明道，臻善益群」所帶出的概念，旁邊掛著的展

板是關於校歌的歌詞與旋律等。校史館亦展出歷

屆教職員的全體照片以及老師的家庭照，把他們

的生活點滴都存放在校園裏，就像趙老師所說「

沐恩是個大家庭」。

價值不菲的校徽
趙老師認為眾多的展品中，最深刻和最特別的是

最初屹立在禮堂上的校徽。它是由當年工友一手

一腳打造，包辦每一個工序:起稿、切割木板、上

色……校徽中，「沐恩」二字由右至左排列，由

校內老師按著中國傳統的編寫方法題字，極具意

義。趙老師言道這個校徽看著工友親手把沉重的

校徽默默地掛上禮堂的高處，過程非常深刻。只

需100至200元就製成的校徽見證著29屆的沐恩畢

業生畢業，因此對於趙老師來說這個價格便宜的

校徽卻是最珍貴的展品。

校史館的用途
校史館除了供人參觀外，

亦可作會議室和接待室之

用。趙老師提到以前的接

待室是校務處內一間細小

的房間，非常狹窄；在地

下的校史館環境舒適、寧

靜，很方便和適合接待嘉

賓。另外，寬敞的校史館

還擺放著會議桌和椅子，

可供老師當會議室，商討和處理大小事務。

與時間競賽
經過工作人員多番的努力，終於把M5課室改頭換

面。可是趙老師卻遇到一個難題——時間，在沐恩

的開放日10天前，校史館仍是空無一物。於是，

趙老師和羅老師忙著挑選傢俬，然後設置校史館

的展品，終讓校史館趕及在開放日開幕。校史館

的落成，為趙老師帶來的並不是興奮，而是踏實

的感覺。趙老師表示他已與沐恩經歷過三十年的

風雨，對於校史館的事物和事情都很清楚，現在

他把沐恩的歷史整理好，能讓他人認識沐恩，因

此感到很踏實。                                                     

校園記者：4C朱泳湘、何詩敏

醞釀五年的校史館
在沐恩25周年時，學校已經有建造校史館
的念頭，因為有相當歷史的學校都應該有
一間學校檔案室——校史館。可惜當時的
學生很多，幾乎連課室都不夠，所以建造
校史館可說是天方夜譚。近幾年，學生人
數下降，學校才有足夠空間成立校史館來
保留沐恩珍貴的文物。

沐恩的成長見證──
訪 趙 汝 儉 老 師 談 校 史 館
之建立

沐恩的成長見證──
訪 趙 汝 儉 老 師 談 校 史 館
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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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館工作小組
劉仰山副校長
趙汝儉老師
容艷玲老師
陳加強老師
羅紹國老師

工作小組在整理展品

趙汝儉老師

向你推介館藏精品

 十周年步行籌款的砌字照片

 1993年沐恩登上南華早報校園版

 五周年校慶特刊

 第一屆畢業同學錄  早年學生作品集(1983)，共三冊。  八九民運時我校老師在報章刊登聲明

 趙汝儉老師介紹櫃內的有趣藏品  畢業班致送母校的禮物

 十周年紀念品之一  沐恩第一本自行印製的聖詩詩歌本

 三十周年紀念品  老師們當年的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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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之夜為本校30週年慶祝項目之一，12月
8日晚於本校禮堂舉行。典禮尚未開始，已

經有許多 1985-1988年度(首四屆畢業同學)畢業的
校友到達了禮堂，正與闊別多年的同學和老師歡
快地聊天拍照，氣氛熱鬧。

晚上七點，典禮開始。司儀劉副校長和校友
張翠怡展現了搞笑的一面來活躍場面。接着大家
起立同唱校歌，拍掌歡呼。緊接着便是黃校長的
致詞及已在校服務三十年的老師向校友的問候。
其後，趙汝儉老師分享了校友之夜的意義──讓
師生同學重聚、肯定校友對社會的貢獻及承傳沐
恩的精神。

之後就是新舊對照的遊戲環節，展現校友們
多年後仍有的默契和齊心。大家都能在第一時間
內從照片中找出新舊校舍的不同，以及在趙老師
的帶領下唱出他們昔日的金曲，分別是《我是主
的羊》、《我要忠誠》和《獻上今天》等。最後
便是85-88年度校友的加冕禮，他們分批上台接
受老師替他們戴上印有沐恩校徽及其畢業年份的
禮帽，藉此見證他們的成長。當台上加冕時，台
下熱情的校友們擠到台 前爭相替他們拍照留念，
「咔嚓」之聲此起彼落，可見校友們是何等盡情
地投入。

這熱情之景，令在場的校園記者都很雀躍和
感動，想到多年以後我們也會像師兄師姐般，站
在台上接受老師的加冕和祝福，那是何等榮耀的
事情啊！

校友之夜

校園記者:4C曾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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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陳錫輝

「在剛過去的開放日及校友重
聚夜，喜見歷年的畢業校友成
家立室、事業有成，在社會甚
至世界不同角落散發著珍珠的
光芒。」

校長心聲

加冕後大合照

以

前只回過來

一次，所以能再見

到老師同學是十分難

得的，校友之夜真的很

值得參加。同時，能感

覺到沐恩的人情味

依舊。

我很開

心也覺得難

得。今天想起了

很多昔日在沐恩任

教的日子，一齊為

沐恩奮鬥的美好

時光。
我很高

興能透過這次校友之夜和許
多多年沒見的同學相
聚，和大家一起唱詩

歌時就像回到了那些
年，實在令人很感動。

身為第

一屆的校友，

我感到很感慨。三

十週年了，沐恩也成

長了，許多硬件都跟以

往不一樣了。不過很

期待也很開心與舊

同學的相聚。

校友的踴

躍參與令我很

意外，能重遇多

年不見的同學感到

很高興，活動很

成功!

校友老師
心聲

校友鄧惠麟

謝雅欣老師

開校老師

校友黃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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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  籌款項目  黃校長請同學吃雞蛋仔

 圖書館遊戲節目  王俊文老師向來賓介紹製作室  小小科學實驗  學生作品

 通識科展室  家政科展室  向參觀小朋友講解實驗  來賓可自行製作紀念品

 攤位遊戲  攤位遊戲  家長參與操場活動  校友籃球比賽

 開放日開幕禮  開幕禮講員為本校前老師
   曾瑞強博士

 攤位遊戲區  攤位遊戲

 迎迓來賓  丘校長和楊校長簽名  開放日特色校園  各班之磚畫

三十週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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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7日至8日

 家教會義賣攤位  學術講座：學會學習在沐恩  家長在小六家長會上提問  開放日禮物換領處

 趙汝儉老師(左三)與校友合照  何鳳英老師(左三)回來探望  鄧萬成老師(左一)回來探望  沐恩堂展室一景

 黃校長、陳慧明老師與校友
   合照 

 黃校長、羅紹國老師與校友
   合照 

 校友攜同幼兒來參觀  某校友闔府合照

 學生音樂表演  學生舞蹈表演  歌詠團獻唱，羅雅麗老師指揮  何杏嬋老師與校友合照

 校史館一角  參觀校史館藏品  學生戲劇表演  學生音樂表演

 來賓參觀校史長廊  校史長廊展品包括歷年老師大

   合照

 校友在畢業所屬年度和所屬的

   班別大合照簽名冊上簽名

 羅偉業老師(左三)與校友在校史  

   館內拍照留念

開放日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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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詠嫦老師在一次無意的探訪中，跟從神的旨意回到她的母校──沐恩中學任教，成為沐恩的老
師，並朝著「七分溫柔，三分剛強」的目標努力向前。她說，能回到母校是神給她的一份禮物。

每天在學校裏穿梭，令她不自禁地想起在沐恩度過的七年青蔥歲月，這些校園裡的快樂和感動都教她
永存心中。那時的校園生活比現時同學的來得輕鬆。那年頭，只有部分同學在課餘上補習班或是樂器
班，更多的時候，同學是在談天説地或打排球，相處的時間有增無減；同學們亦踴躍參與母校所有的
活動，在過程中大家齊心協力，最後共享甘甜的成果。在學業上，學習氣氛十分濃厚；同儕之間能夠
共同進退、彼此鼓勵，攜手迎接大學的挑戰。
         原來早在學生時代，「當老師」已是蘇老師的奮鬥目標。蘇老師坦言，她很感恩現在能夠為人師
表，而且教學路途是如此平坦、暢通無阻。同時，在她心裡有兩位恩師不得不提。

「七分溫柔」
蘇老師偶而會和學生分享自己的趣事，鼓勵學生寫周記與她互動──儘管是寥寥數筆，她都看

在心裡。她對學生的愛或許源於她心裡的一個回憶──她中三時的班主任關桂芳老師。她形容關老師
是高尚的、有內涵的，教曉了她為人處事、待人接物應有的態度。有一回，同學們取得了比賽勝利，
眾人因一時成功而得意忘形之際，唯獨關老師能處之泰然，並告訴同學不要因得失而忽略他人的感
受，這一幕深深地刻在蘇老師的腦海裡，在往後裡時時刻刻提醒著她──要顧念別人的感受。

「三分剛強」
同學們也許對蘇老師嚴苛的教學方式──不合格就罰站紅線生畏，但背後的因由相信是鮮為人

知的──全因為另一位關老師──關愛珠老師。她不苟言笑、難以接近似的，至今蘇老師對她的敬畏
從沒減退。中四那年，同學趁關老師的產假時偷懶，結果竟然全班小測不合格。關老師便以罰站紅線
作為對他們的懲罰，同學們大感羞愧，以後都不敢有半點鬆懈。此後，她一度以為關老師就是這樣。
但在中五會考時，關老師給每位同學寄了一張心意咭，鼓勵他們努力，這使她感受到關老師對學生的
關心。後來，她才恍然大悟到關老師的教學宗旨是先管後教，她便以此作為模範。

蘇老師希望在教學上能做到「七分溫柔、三分剛強」。她認為，身為老師不但要傳授學生課本上的知
識，更要灌輸學生正確的價值觀。當同學面對生命中的難關時，她祈望同學會想起她說過的話，如同關桂芳老
師及關愛珠老師對她的影響般，這就是她最大的欣慰。

 「七分溫柔，三分剛強」──   
          蘇詠嫦老師的兩位恩師

校園記者: 4C曾盛敏 4A張凱詠 3D郭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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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嫦：
謝謝你讓我知道我能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一道小花紋，讓我再次肯

定生命影響生命不只是一個理念，而是可以實現的夢想。
難忘你那踏實受教的求學態度，上課的時候，一雙大眼睛總牢牢的

盯着老師。當很多理科生都以為中文科不重要的時候，你卻從來不會輕
看中文科的功課。還記得你中六那年，我在說話訓練的第一課，要求你
們朗讀報章新聞，練習吐字、節奏、語氣語調等說話的基本功，作業就
是錄製一段新聞報道的錄音聲帶。在交來的錄音功課中，你讀得直像專
業的新聞報道員一樣，除非你特有這方面的天份，否則一定是花了不少
工夫練習。有那麼認真的學生，為師的也教得特別起勁呢！

離開教學崗位十數年，看到仍有學生記得自己的說話，接棒執教鞭
的還說秉承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心中那份欣慰真是難以言傳。但願你繼
續努力，發輝你既柔且剛的魅力，建立下一代的生命。

看到詠嫦老師的訪問稿，我一方
面謝謝詠嫦至今仍記得當年給大
家很嚴感覺的老師。另一方面也
很感安慰，原來老師的言傳身
教，不知不覺間便在同學心裏發
揮出影響力來。誠然，中學階段
是人生的黃金時期──正確價值
觀的確立、承擔責任的培育、正
向思維的建構，這等都為年青人
累積了一生受用不盡的資本。
「薪火相傳」── 與詠嫦老師
及所有教育工作者共勉之。

關桂芳老師回應

關愛珠老師回應

(關老師為本校前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科主任，
現任職教育局)

(關老師為本校前數學科科主任，現為基督教崇真中學副校長)

 關桂芳老師(左)

 關愛珠老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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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恩的魅力
 當年還是懵懂小孩的Miss Connie被沐恩昔

日的校舍所吸引，深棕色的外牆讓她仿如置身於

國際學校，令人嚮往。此外，Miss Connie高興地

訴說沐恩開放日的活動極富趣味，認為沐恩很有

「內涵」。自此，「內外兼備」的沐恩成為Miss 
Connie求學的地方。

校園趣事
 談及校園趣事時，Miss Connie和譚sir滿面

笑意。Miss Connie談及呂錦妍老師在上課時常常

裝生氣，樣子非常可愛。而楊嘉俊老師除了與學

生分享追求太太的過程和情詩外，還喜歡在黑板

上畫不同朝代的人物，以搞笑的圖畫展示課文內

容，弄得他們捧腹大笑。

敬重之原因
 Miss Connie笑言譚sir知名度高是敬重他

的原因之一。其實，Miss Connie在成長期間有

很多煩惱、掙扎，而作為她班主任的譚s i r在

Miss Connie最失意時，拉了她一把，令她重拾希

望，所以譚sir對她的影響甚大。在譚sir的鼓勵

下，Miss Connie參與了領袖生團隊與辯論隊等活

動，和譚sir的關係逐漸變得更緊密。對於這樣一

個感恩的學生、親和的同事、樂於分享的朋友，

譚sir為之敬重不已而喜上眉梢。

沐恩讓鄭康妮老師 (Miss Connie) 的生命
中出現了轉捩點，在貧瘠的泥土下茁壯
成長，因上帝的安排，Miss Connie與她的
良師益友──譚裕秋老師相遇，生命湧
現突破；還引領 Miss Connie 回到留下她
成長足跡的沐恩大家庭教書，以生命影
響生命。

校園記者:4C朱泳湘 4C何詩敏 3B陳衍文

美麗的蛻變——
   鄭康妮老師專訪

第一印象
 譚sir是Miss Connie中三級的班主任和中

文老師，這一年是他倆初次接觸的時刻。在譚sir
眼中， Miss Connie是一個乖巧、留心的學生；雖

然她不太表達自己，卻是個思路敏捷的學生、可

造之材。有些學生第一眼看見譚sir，都認為他是

一位嚴肅的老師。而Miss Connie直言也有同感；

但深入認識後，才發現他風趣幽默和真誠的一

面，做事貫徹始終，是一位常存上帝話語的好老

師，不但教導學生書本上的知識，還教導學生人

生道理。自昔至今，譚sir的性情、性格和氣質都

幾乎沒有改變。

180度大轉變 
 Miss Connie曾在感恩日分享過因成績不理

想而留級，今天的她卻成為一名傑出的老師。她

說有這麼大的轉變是因為從譚sir、李少寶老師和

陳永傑老師身上感受到愛與關懷，因此她認為要

愛惜自己，盡學生的責任。再者，鄭康妮老師與

家人的不愉快經歷和互不理解，為她帶來不少痛

苦，而老師的關心則給予她信任。在信仰方面令

Miss Connie帶來性格的轉變，信仰讓她由新的角

度觀看事物，待人接物的方式亦隨之改變。譚sir
見證 Miss Connie在中五至大學漸漸對自己有高質

素的要求、目標與理想，猶如看著小幼苗成長至

花蕾綻放的過程。

與沐恩的不解之緣
 Miss Connie曾多次邂逅沐恩校慶，與沐恩

越走越近。10周年:作為小學生的Miss Connie投入

地玩攤位遊戲。15周年:成為沐恩的一分子，與

同學及何順鑽老師串珠製作校徽。20周年:以校

友身份，細心欣賞沐恩的綜藝表演。25周年:在
沐恩工作的第二年，盡情地享受沐恩的校慶。30
周年:當一位繁忙的老師，籌劃校慶活動，見證

沐恩珍珠的成長。

 譚sir與沐恩風雨同路22年，對沐恩的校慶

亦大開眼界，認為沐恩校慶比其他的中學校慶鋪

張華麗得多，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譚sir最深刻的

校慶莫過於沐恩15周年，師生在沙田大會堂演出

的綜藝表演的打拼過程，令他至今長留腦海，離

場時甚至仍有依依不捨之感。

 沐恩今年步入珍珠禧，Miss Connie和譚sir
都有很多籌備的工作，難以感受輕鬆的氣氛，但

看到一顆顆珍珠發光發亮，為他們帶來喜悅之

情。當舊生們在開放日重返沐恩與他們暢談時，

他們感覺到醞釀多時的珍珠已孕育茁壯。

同遊歐洲
 Miss Connie、鍾閣純老師和譚sir一家三口

曾一起到歐洲旅行大半個月，Miss Connie和譚sir
都表示那次是很難忘的經歷，譚sir更指從沒想過

自己的家人會與同事一同旅行。Miss Connie坦言

在旅行中感受到譚sir對家人的愛和體貼，看見譚

sir的太太和女兒輕輕鬆鬆地背著小背囊；而譚sir
則一手拿地圖，一手拿車票，背著沉甸甸的大背

囊走遍四個國家，完全不怕辛苦。這個好男人、

好丈夫、好爸爸，讓Miss Connie欣賞萬分。                                                                 

 譚老師接受長期服務嘉許

 上課裝生氣的呂老師深得學生愛戴

 上課配以有趣畫功的楊老師(右三)

 令Miss Connie著迷的深棕色昔日校舍 與校友攝於30周年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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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遊歐洲
 與蘇詠芬老師攝於校慶步行  

   籌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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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老師眼中的葉老師
　　能夠與同學們打成一片的顏老師，很懷念以往和葉老師及其同
學們一起談笑的日子。顏老師尤其欣賞他們凡事認真、虛心受教、
不怕艱苦，為了夢想勇往直前，這些可貴的品格是很值得現時的同
學學習的。
　　顏老師對於自己備受葉老師尊敬表示非常感謝，仿如一支強心
針直注心窩，為她帶來無限鼓舞。雖然葉老師的身份由學生變成了
同事，但顏老師眼中的她卻是始终如一，依舊是一位很惹人喜愛的
乖女兒。顏老師形容葉老師這位乖女兒，除了「受教」、「懂事」
之外，還有用「傻氣」一類的形容詞。她認為二人處事態度上有不
少相近之處，故此能夠無所不談。

同為師表
　　葉老師為人師表後變得很忙，雖無暇與顏老師常常相聚，但偶
爾碰聚，便有無數的話題談天說地。通通電話，叫叫外賣大快朵頤
一番，已是人生一大樂事。
　　問及兩位老師欲向對方道出的感言，她們不約而同地指出：「
千言萬語，一切盡在不言中。」顏老師與葉老師的母女情如是，猶
如「油油春雨遍灑郊原」，

        千萬感激之言已於心中道盡。葉老師感謝顏老師在人生路上的
陪伴，伴其走過人生的高低起跌，亦對顏老師在信仰上的教導深表
感激。能訪問兩位如母女情深的老師，也是我們的榮幸。1164

 顏老師接受長期服務嘉許

 在畢業謝師宴上合照。左為當年的葉惠珊同學，右為顏潔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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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故地
　　當年葉老師於沐恩中學渡過了七個年頭，認為沐恩的友愛無處
不在，是同學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師生關係良好。葉老師有幸重返
母校為神工作，她發現經歷三十年風雨的母校，同學純真依舊，信
仰氣氛依然濃厚。在來去匆匆的歲月裏，葉老師抓緊光陰，積極參
與宗教活動，例如擔任學校團契職員及參與教會事奉等，把福音傳
給身邊的人。希望把多年學習的知識回饋他人，稟承過往老師薪火
相傳的使命。

葉老師亦不忘當年眾多老師對她悉心栽培，而她最難忘的，便
是與她最為尊敬的顏潔儀老師相處的點點滴滴。

葉老師眼中的顏老師
　　顏老師曾任教葉老師初中的經濟與公共事務科以及中六的經濟
科，可說是見證着葉老師成長。初時，葉老師認為的顏老師是位文
靜嚴謹的老師，後來被她任教後，才發現顏老師除了為人認真亦非
常親切，對學生關懷備至，願意傾聽學生需要。當年尚為學生的葉
老師經常遇到不同難題，例如學業與家庭等問題，她均一一向顏老
師傾訴，而顏老師亦一一耐心開解，從中建立了師生之間的深厚感
情。中五時，葉老師家庭裏曾發生巨變，當時要面對公開考試及家
庭壓力，幸而有顏老師從旁支持，她才能於經歷中學習、成長。
　　此外，顏老師亦帶領葉老師認識上帝。當中最深刻的莫過於一
同出席團契的時光了。一同進餐禱告、環校禱告、自發舉辦定期每
星期一次的祈禱會讓葉老師難以忘懷。顏老師不但幫助葉老師的信
仰紮穩根基，亦提醒她將聖經的教導應用於生活中，對葉老師影響
深遠。

無聲勝有聲－－
葉惠珊校友老師訪談

葉惠珊老師立志要成為一位中學老師，以生命影響他

人。在神的帶領下，葉老師回到自己的母校，身份雖

截然不同，但她對母校的愛與熱切之心卻一如既往，

始終未變。

校園記者：4A李芷悠　4C洪允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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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他帶來啟發，達致教學相長。」這番話讓她印象深刻，提醒她

要傾聽學生的聲音，要知道其他人的看法。她還很欣賞麥老師的教

學方法，與學生平等相處和他教學的熱情，更視他為榜樣。而麥老

師則認為蔡老師善於與人相處，從小就會充當同學們與老師的中間

人，所以對她成為老師並不感到驚訝。

回歸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蔡老師說。大學後，蔡老師

希望能把之前學過的知識傳給下一代，引導學生以多角度思考從而

選擇自己的立場而非盲目地接受一些社會主流的訊息。所以，她選

擇成為一位通識科老師。而蔡老師在沐恩七年的學習，七年的溫

暖，讓她回到了沐恩。重返校園，蔡老師感覺沐恩改變了不少。特

別是一些課室的轉變。蔡老師又笑言在運動會那天，看著各社的同

學們打氣和比賽，感覺很特別、純真、真摰，好像看到了當年的自

己，但卻又不曾感到有隔膜，因為大家都是屬於同一所學校，只不

過是角色調換了。

回憶
蔡老師覺得能與教過自己的老師共事很特別，老師們依舊很疼愛

她，和他們一起工作，給她開心、溫暖的感覺。她和麥老師最難忘

的回憶是中六、中七的中國歷史堂，全班只有十個人，他們常自稱

「十兄弟」，又稱麥老師為「爸爸」。當時上中史堂時曾提起過一

條路，名為「流沙路」，所以大家相約外出飲茶時，一定會吃流沙

包以作為對中史堂的一些回憶。蔡老師中一時，麥老師也提過校園

內有三面鏡子，分別寫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並逐一解釋當中含意。

這啟發了蔡老師，也勾起了她對中史的興趣。

感恩
蔡老師感謝麥老師在過去的疼愛，教懂了她很多知識，不單是課堂

上，還有很多人生的分享和經歷，又說她也是當了老師以後才明白

老師的辛勞，既要備課改簿，又要解答學生問題，所以也希望他的

工作能沒那麼辛苦。亦祝沐恩中學以後能有更多的三十周年，培育

耀眼的珍珠。同學能愉快學習，享受讀書的時光，守護充滿溫暖、

充滿愛的校園。麥老師也感謝蔡老師能和他有好的溝通，亦勉勵她

「學無止境」，不單是知識上，還有待人接物方面，都可以有更大

的發展。

 麥鴻昌老師接受長期服務嘉許

 分享感恩見證

校園記者：3D莊雅晴 3D鄧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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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從前的蔡老師較為內斂，但她的班主任——麥鴻昌老師卻讓她擔當

班長一職。蔡老師開始時覺得這個職位十分困難，班上亦有一些較

為頑皮的同學。而每當蔡老師遇上了一些自己難以解決的問題，都

會找麥老師商量。後來，蔡老師漸漸變得自信和成熟，不但能夠有

技巧地處理班上的大小事情，也能與同學融洽相處，共渡公開考試

的艱難時刻。

蔡老師由中三開始參加辯論隊，剛開始時她只坐着看師兄師姐們比

賽，不敢作聲或給意見。無論是校內訓練或校外比賽，都覺得他們

很厲害，不但詞鋒銳利，更能即時鏗鏘有力地反駁友方同學。中五

時第一次參加校際辯論比賽，覺得很緊張，亦怕拖累隊友，幸得

老師鼓勵，釋放壓力後能輕鬆面對比賽，對她而言是一次很好的體

驗。由以前跟隨師兄師姐們比賽，到有機會站在辯論台上比賽，最

後成為辯論隊主席，帶領其他同學參加比賽，實在改變不少。

成長
在中學生涯，蔡老師有幸成為麥老師五年的學生，亦因為麥老師是

一位很有心的老師，常會默默地為學生付出，為學生爭取權益。二

人關係亦師亦友，下課後像朋友一樣，彼此交流分享，平日亦會一

起出外吃飯。蔡老師說：「麥老師認為雖然他作為一位老師，或者

和學生年齡不同，但是不代表他們所說的話是錯誤或沒有道理，他

很願意聆聽新一代的聲音，老師也要終身學習，學生的創新思維也

蔡卓華老師訪問——孕育
珍珠的珍珠

從沐恩的學生到班長，到辯論隊的主席，到基督徒大
使，到社長，最後成為一位沐恩通識科老師和辯論隊
顧問老師。蔡卓華老師，沐恩就像是一棵大樹蔭庇著
蔡老師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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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使命
時光倥傯，梁老師已經是陳老師的同事。受到陳老師當年的盡責和

專業精神影響，梁老師知悉做老師不只是為薪金，還肩負著傳授知

識和教導學生人生道理的重任。初在沐恩工作的梁老師不太懂得與

調皮的學生相處，但記起陳老師的教學模式後，便採用一種溫和的

態度耐心指導學生，嘗試在課餘時間與他們溝通，軟硬兼施，以糾

正學生的錯處。

磁場效應
梁老師就認為沐恩很和諧，同學之間和師生之間的關係都很融洽。

他希望能秉承這個傳統，當一個親民的老師，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

係，亦師亦友。而陳老師則希望以梁老師為榜樣， 學習以友善的方

式與學生溝通， 而不再只是擔當一個高高在上的訓導老師。

雋永校慶
沐恩大部分的同學只參加過一次五年一度的大校慶，而中學時期的

梁老師則參加過兩次校慶活動，為此表示慶幸。而最深刻的校慶莫

過於20周年校慶，當年仍是中一生的梁老師很興奮與全校師生到大

美督水壩進行步行籌款，並拍了一張大合照，讓他難以忘懷。現為

老師的他就主要負責事前預備、聯絡工作，讓不少舊生重回沐恩與

老師、同學相聚，添上了不少色彩。

 陳老師接受長期服務嘉許

校園記者：3A鄧慧倫 3A王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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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學生時期的梁老師曾是學校的籃球隊隊員，但一向低調的他不希望

在熒光屏出現，故此只參加了wow production的幕後製作，曾與老

師、同學留至深夜合力完成短片，留下了深刻的回憶。梁老師選擇

擔任基督徒大使因他誤以為基督徒大使無需上台演講。在成為基督

徒大使後，才知道基督徒大使也要上台演講，頓時有一種「中伏」

(誤踩陷阱) 的感覺，更沒想過自己會在感恩日上台領唱詩歌，難免

會感到緊張。然而，這領唱的經驗為他帶來了另一個機會——擔任

畢業典禮的司儀，梁老師的感受也有了轉變，覺得很榮幸得到了老

師的賞識，是個難得的機會。

物理奧林匹克比賽
陳家駒老師期盼同學在物理科上獲得喜悅和成功感，故邀請同學參

加物理奧林匹克比賽，而梁老師抱著一試無妨及玩遊戲的心態參加

比賽，結果奪得二等獎。梁老師表示他當時覺得參加物理奧林匹克

比賽很新奇，因為當年沐恩學生很少有出外交流、比賽的機會；這

次比賽涉及許多高層次的問題，例如星球運行等，還雲集高手，令

他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嚴肅的面具
談到物理奧林匹克比賽，陳老師道：「我是負責訓練同學的老師，

我認為這也是跟同學溝通的大好機會，因此我很珍惜每一次的練習

時間。」而梁老師微笑道：「那一回，是我第一次看見陳老師的另

一面。」原來，作為訓導老師的陳老師起初給予梁老師一個嚴肅的

印象，令梁老師見到他就掉頭跑，還與同學們改陳老師別名。但是

經過深入的了解之後，梁老師就對陳老師改觀，認為他既嚴肅又親

近學生，作訓導老師的他卻不令學生討厭，是最讓他尊敬的原因。

潛移默化
梁老師的學業成績相當不錯，物理科的表現尤其出色，但他直言自

己不是一個勤力的學生，當年只是靠一些「小聰明」和關鍵時段的

衝刺。在準備公開試期間， 梁老師會和朋友回校向陳老師請教物理

科的問題，而陳老師都仔細解答，甚至跟他們一起鑽研歷屆試題，

常以和藹的態度叮囑他們努力溫習和鼓勵他們。當天陳老師給梁老

師的問候成為他發奮的泉源，令懶洋洋的他漸漸變得勤奮。若沒有

陳老師的關懷，或許就沒有一位努力向上的梁老師了。

在人生成長的道路上，梁家希
老師遇上一位啟蒙老師，而
且在多年之後成為他的同事， 
使他們在性格和處事方法上相
互影響著，這確實是上帝的奇
妙恩典。

物理「神」話——
         梁家希老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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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屆30第 運 會
2014．3．12-13假大埔公眾運動場舉行

致開幕詞：黃堯姬校長
頒獎嘉賓：周佩瑜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運動及體育學系

 黃校長(右)致送紀念品與頒獎嘉賓周博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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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4 主席：黃堯姬校長

濟濟一堂同頌主恩 謝達超牧師宣召 會眾唱詩 司徒校監致詞 楊偉成牧師祈禱

黃育材牧師讀經 謝達超牧師講道 歌詠團獻詩 鄭康妮老師感恩見證 陳樂瑤同學感恩見證

羅四有先生服務30年 劉仰山副校服務30年 容艷玲老師服務30年 初中級同學在有蓋操場觀看電視直播典禮過程

麥重光先生服務30年 梁淑媚女士服務30年陳嘉輝老師服務20年 張紫來老師服務20年 羅紹國老師服務25年

教職員長期服務紀念獎
五 年 教 師：鄧凱恩老師
     職 員：馮河清先生、葉艷玲女士

三十年教師：劉仰山副校長、趙汝儉老師、何順鑽老師、孔雪兒老師、伍焯佳老師、容艷玲老師
      職員：麥重光先生、梁淑媚女士、羅四有先生

二十五年教師：羅紹國老師

二十年教師：陳嘉輝老師、陳家駒老師
            張紫來老師、楊嘉俊老師

十五年教師：梁國雄老師 
      職員：司徒杏貞女士

十 年 教 師：何家昌老師

感恩崇拜裏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在沐恩，我遇上良
師益友，更遇上上帝。我經歷了愛，更經歷了很多心
思意念的轉變。從前要着別人照顧的，今日已能看見
別人的需要，服待他人。願意能夠以基督的心為心，
跟從耶穌，學習衪的心思意念，真正活出信仰，活出
上帝的話。

鄭康妮老師感恩見證

鄧凱恩老師服務5年 馮河清先生服務5年 何家昌老師服務10年 梁國雄老師服務15年 司徒杏貞女士服務15年

三十周年感恩崇拜



 校訊編委會：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學校宣傳及聯絡組
 顧    問：黃堯姬校長        
 編輯顧問：趙汝儉老師            編輯：李少寶老師、陳加強老師  
 校園記者：3A鄧慧倫、王思穎/ 3B陳洐文/ 3D莊雅晴、郭詠恩、鄧曉嵐/ 
          　 4A張凱詠、李芷悠/ 4C朱泳湘、何詩敏、洪允寗、曾盛敏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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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社別．班級．刷新紀錄者 新紀錄 大會舊紀錄．年份
男甲 跳高 信社5F劉梓豪 1.73m 1.72m(2010-2011)

男乙

一百米 德社4D張顥賢 11.45” 11.48”(2011-2012)

跳遠 德社4D張顥賢 6.25m 5.90m(2011-2012)

千五米 愛社4B楊樂希 4’50.99” 5’00.84”(2000-2001)

三千米 愛社4B楊樂希 10’30.69” 10’47.98”(2010-2011)

男丙 跳遠 德社2C周俊熙 5.44m 5.25m(1992-1993)

女甲 四百米 信社5D王俊錂 1’09.61” 1’10.71”(2007-2008)

鉛球 信社5C羅卓楹 8.63m 8.29m (2011-2012)

標槍 信社5C羅卓楹 27.63m 20.87m (2005-2006)

刷新大會紀錄刷新大會紀錄

組別
社別．班級．

姓名
金-銀-銅 
獎牌(個)

男子甲組 信社  5F 劉梓豪 3 - 0 - 0
男子乙組 德社  4D 張顥賢 3 - 0 - 0
男子丙組 德社  2C 周俊熙 3 - 0 -0

女子甲組
愛社  5E 梁賜恩
愛社  4D 黃佩欣

2 - 1 - 0
2 - 1 - 0

女子乙組
愛社  4D 于皓筠
信社  4B 蘇凱婷 

2 - 1 - 0
2 - 1 - 0

女子丙組 義社  2B 梁可茵 2 - 0 - 0

個人成績第一名個人成績第一名 團體總成績團體總成績
信社 義社 愛社 德社

校長盃接力賽 / 冠軍 季軍 亞軍

健康六百米 亞軍 冠軍 / /

啦啦隊獎 亞軍 / 冠軍 /

團體盾
冠軍 

(847分)
季軍 

(820分)
亞軍 

(837分)
殿軍 

(750分)

冠軍：5B隊
亞軍：3D2隊
季軍：足球隊

競技盃(30周年校慶特備項目)競技盃(30週年校慶特備項目)

第三十屆陸運會成績

節目預告
三十周年校慶綜合晚會

同沐主恩心嚮往，培育珍珠展光芒
四社以競技形式展示音樂、舞蹈、攝影、

時裝設計、戲劇等才藝。
評分加入觀眾投票。

日期：2014年7月4-5日
時間：晚上7：30至10：15

地點：本校禮堂
歡迎各界人士光臨觀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