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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恩中學校訊

今年七月，有幸獲母校基道小學邀請，作畢業主禮嘉賓。
身兼校友及校董，我樂意跟家長及師弟妹們分享成長故
事，這次分享設下主題﹕「輸在起跑線上的校長」。
 
家父於我小一時，因病離世。母兼父職，作小販餬口，獨
力撫養我們三兄妹。如以今天標準，我就是在單親、取綜
援、四口擠在板間房的貧窮家長大。沒有學琴機會，更無
出國求學丁點可能，沒有……、沒有……我的人生就這樣
輸了嗎?
 
感恩我在基督教小學就學，從小認識《聖經》，不單知道
有一位創天造地的上帝，更感欣慰，祂是我的阿爸天父，
我是祂寶貝女兒。而且有主耶穌愛的拯救，祂應許來到世
間，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信仰給了我一個非
常正面自我形象，我既不自憐，也不自卑。人生不是以輸
贏來定意義、評價值，我的獨特人生是上帝奇妙傑作，我
要活出天父在我生命的計劃和心意。
 
中學時我當領袖生，得師弟妹愛戴，他們都提議我當北斗
星(社工)。我知道自己適合做人的工作，既不喜歡數字，
更不喜歡機械。我喜歡跟人分享、預防多於「補鑊」的關
懷，所以我選擇進教育學院，裝備成為老師。
 
感恩天父帶領，能到沐恩中學當老師、主任、助理校長、
校長。我有機會學鋼琴，並負笈英倫，繼續進修。職場上
的階梯成長，我並沒有刻意規劃，只是順應天父呼召。在
沒有「生涯規劃」課程下，我的人生在天父引領中，畫出
姿彩，活得豐盛。
 
今天，教育局大力推動「生涯規劃」，希望鼓勵學生根據
興趣、能力和志向作出學業和事業選擇，促進學生生涯發
展，幫助他們發揮個人潛能，協助適應從學校過渡至職
場，並裝備他們終身學習。沐恩中學積極回應「生涯規
劃」教育的發展。校長希望從自己的成長故事，勉勵同學
們認識自己的獨特和寶貴，持開放態度，探索不同可能
性。信靠上帝引導，活出頁頁精彩人生。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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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組主任分享

勇於嘗試 發掘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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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進籃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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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易仲寅 歐國民 林至倫 李世昌 李永昌

5A 陳懿華 陳育華 周佩瑤 鐘詠儀 范嘉明 林佩芬

劉懿紅 李卓儀 李詠儀 梁燕萍 楊婷婷 陳華君

鄭宇軒 李智恆 李志偉 梁卓然 蘇偉文 石兆昌

5B 梁燕珊 杜家慧 巢穎邦 吳智源 施偉樂

5C 趙煥玲 劉秀瑜 李鳳兒 陸翠雲 麥麗屏

穆保儀 司徒苑文 鄧觀娣 余詠翠 馮應佳

江美英 鄧啟康 麥偉恩

5D 蔣美玲 馮穎詩 馬詠梅 徐玉珠 鍾志豪 楊仕華

司徒炯培校監 黃堯姬校長 丘頌云校長 楊永傑校長

陳永傑校長 關愛珠校長 李白蘭校長 鄭賢德老師

鄧月儀老師 黎惠儀老師 關桂芳老師 鄧淑英老師

黃小玲老師 黃玉琼老師 伍詠慈老師 葉帶貞老師

鄧萬齊老師 邵健偉老師 孔雪兒副校長 容艷玲老師

陳加強老師 伍焯佳老師 何順鑽老師 趙汝儉老師

陳婉玲老師 羅紹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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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2C 蕭翠芝 4C 林諾允上圖：新舊家委與黃堯姬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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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2C 蕭翠芝 4C 林諾允

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2016-17

7/10(五) 「贏在測驗前」家長教育講座

29/10(六) 「愛家庭‧愛守望」家長祝福晚會

4/11(五)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20/11(日)   秋日親子旅行

10/12(六)   小六資訊日義賣及當值

11-12月   談情說愛情緒教練家長小組

12月   沐恩人敬師運動

4/2(六)   家長義工聯誼活動

11/2(六)   愛心送暖速遞行動──探訪獨居長者

24/2(六)   家長日義賣及當值

3/3(五)   高效能學習技巧家長講座

16/3(四)   陸運會－健康六百米

4月   消防學堂參觀活動 (待定) 

5/5(五)   第二次家長義工聚會

7月   買賣舊書活動及舊校服(待定)

14/7(五)   家長義工大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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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都信心十足」

小記者問羅老師為何要帶領同學遠赴日本比賽。她
說，希望透過這次出國比賽，團員可擴闊在音樂方面
的國際視野，提升演奏實力、增加舞台經驗及改善演
奏技巧的不足，令團員獲得演奏機會及建立團隊精
神。

問到比賽前對團員是否有
信心，羅老師肯定回答：
「一向都信心十足。」原
因是團員十分重視各項比
賽，每次都盡心盡力，想
在比賽中獲取滿意的成
績。故團員的努力，是獲
獎的重要因素。這次比
賽，有來自國台兩岸及新
加坡的隊伍，實力不容忽
視，獲此佳績令人喜出望
外。

「小學生旅行」

出國比賽前，團員必須包裝好樂器，確保不受損害。
羅老師笑言：「像小學生準備去第一次班會旅行。」
羅老師指，可能大部分團員都沒有出國比賽的經驗，

預備過程頗「手忙腳亂」。有的包好整個樂器，才發
現原來漏了附件；有的包裝得太差，被她和校友「打
回頭」。此外，由於部分樂器不能運送到大阪，有些
團員需要演奏從未使用過的樂器。然而，這樣無損團
員的心情，就像小朋友準備去旅行，興奮莫名。

羅老師亦提及預備過程中團
員的互動。較年長的團員發
揮師兄師姐的「作用」，一
邊督促，一邊協助遇到困難
的團員，令包裝的過程更
暢順。

「做事要用心及認真，雖然
看似簡單，但其實也要花心
思。」就是羅老師希望同學
可以從中領略到的道理。

「樂團大家庭」

因著是次比賽，不少前團員
抽空回來幫忙，羅老師指校

友在樂團成長，回來幫忙是因為一份歸屬感，也樹立
了一個好榜樣及培養現役團員的使命感。相信他們日
後畢業，也會回來協助樂團，使沐恩中樂團的「情」
得以承傳。

薪火相傳 揚名海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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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Ace由均勢演成贏家                                                   

Willing與Ace兩個內閣於九月上旬展開學生會選戰，雙方勢均力敵，
可謂戰況激烈，兩個內閣的支持率不相伯仲，難分高下。

，

          

Ace (左圖)與Willing (右圖)在落力介紹政綱。

下圖：校記與正副主席蕭子傲同學、陳綽悠同學暢談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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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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淑賢老師、楊嘉俊老師、曾百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