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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源於珍珠夢
校長的話：
源於珍珠夢

配偶及孩子回來，我的心就被激動。我們昔日培
育的珍珠，現在在社會不同階層發光發亮，事無
大小，各有成就、貢獻自己，實在感謝主。 
 
重聚讓我們珍惜情誼、重聚讓我們見證主恩、重
聚讓我們肯定珍珠夢的實現…… 
 
讓我們重溫珍珠夢的源起﹕沐恩於1983年創校之
時，大埔是剛起步發展的新市鎮，昔日農村漁港
的風貌漸被都市化的現代建設取代。丘校長想到
昔日之大埔漁農昌盛，想起史籍記載﹕大埔原
稱大步，唐宋之時盛產珍珠，珍珠珍貴，價值不
菲，但誰料到珍珠原本只是砂土，在蚌中經過長
期磨練後，才能變得完美無瑕。校長有一聯想﹕
想到大埔在都市化過程中，吐露港不能再有珍
珠，亦不會有清潔的漁獲，唯大埔仍有很多如珍
珠般的青少年，若悉心栽培，為他們提供全人教
育，假以時日，他們必會成為耀眼、寶貴的珍
珠。憑著這個信念，雖然學生質素會參差，老師
都看他們為可造之材，悉力以赴，加以培育。學
生入讀沐恩都會明白他們是充滿潛能，對自己的
成長該充滿憧憬，而我們對他們是有期望及祝禱
的﹕他們要成為珍珠，離開沐恩後不單在大埔、
更要在香港，甚至在世界不同角落發出耀眼的光
芒。當學生明白自身的價值時，他們就更懂得自
愛。 
 
曾有家長問我，為何仍堅持「珍珠」，鑽石不是
貴重得多嗎﹖
 
我很想他明白、培育珍珠是不一樣的事，是關乎
生命的互動、成長的歷煉、是關乎蚌的忍痛、無
私的付出。培育珍珠是生命教育、是愛的教育，
也就是沐恩的基督教全人教育。 

提筆撰稿時，收到舊生送來喜帖。她的女兒也是
沐恩人，要出嫁了，我心中滿懷感恩，能教兩
代沐恩人，成為她兩母女共同老師。她們不是唯
一，曾在2013年作統計，當年就有五位學生家長
是沐恩畢業生，而經典陳氏及勞氏家庭，父母及
女兒都是沐恩人。 
 
我常常記得創校校長丘頌云的一番話﹕「作為老
師，如果你肯將自己子女放在此校，這間一定是
好學校。」直至今屆，累計超過十位同事的子女
在沐恩畢業，在學的尚有兩位。感恩沐恩能成為
同事家長信任的好學校，而我們能培育及見證子
姪學有所成，這是何等欣慰。 
 
今年有幸能擁有一件非常特別的冷外套，是由
在英國完成學業、創出自己品牌的時裝設計師
Ryan Lo媽媽送過來，不單溫暖窩心，而且更為他
驕傲，我真的很想在人前炫耀一番。中一時的
Ryan，個子矮小，如果被女同學圍著，根本見不
到他，我想當時沒有人會想到明天的他會成為登
上國際舞台的時裝設計師，我們都期待聽他分享
成長故事，在種種挑戰與困難中，是如何開闢自
己的天地。 
 
還有他、她……的故事……在香港大學讀了十年
書的她，先是讀牙醫，完成後，再讀醫科，現在
行醫，感謝主……我們學生的明天有著無限的可
能性，家長及同工們，讓我們都相信孩子，支持
他們尋夢，在成長路上與他們同行，與他們共渡
生命及生活中的高低起跌，跨過逆境，邁向璀璨
人生。 
 
自2013年起，我們為畢業25年的校友舉行加冕禮
及重聚日，讓大家沐恩人可以聚首一堂，分享近
況、重拾校園回憶。看著校友們自己回來或帶著

第八屆(1992)畢業校
友銀禧加冕禮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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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焯佳老師榮休專訪：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從業於傳道之路

韓愈道：「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此話
對伍老師影響深遠。他憶述自己之所以為人師
表，是因為他認為按著聖經真理培育學生是十分
神聖的工作，加上他喜歡與年輕人相處，因此大
學畢業後便選擇當老師。

授歷史於戲劇

伍老師熱衷中國歷史，故數十年來一直任教歷史
和中文科，教學熱忱從未減退。談及教學生涯
數十年，伍老師表示為了讓歷史課變得更生動有
趣，他曾經運用戲劇教學方法：為學生設置一個
歷史場景，由學生扮演不同的歷史人物，透過對
話，分析人物角色在面對不同處境時的思想感
情，使同學對歷史事件有更深刻的體會，同時亦
學習到要以理性的態度剖析歷史事件。初時學生
對透過戲劇學習歷史都感到新奇，但礙於同學對
戲劇認識不多，自己亦未學過演戲，實踐時四處
碰壁。伍老師敢於嘗試，其教學熱誠和責任感可
見一斑。

助學生解難 發掘人生路

伍老師不僅鑽研教學法，亦十分重視學生的人生
規劃，但他坦言在這方面頗有虧欠。他指出，老
師其中一項職責是幫助學生尋找人生目標，讓他
們找到方向和目標，無奈受制於教育制度，老師
難以全面地照顧每位學生的需要，協助他們發掘
獨一無二的潛能，規劃理想人生路，再加上並不
是每個學生都喜歡向老師傾吐心事，這些都令伍
老師深感惋惜。若學生在規劃未來發展方向有所
疑惑，不妨向老師敞開心扉，吐露真言，解決疑
難。

愛國之心 歷久不變 承傳學子

現時的年輕人對國人的感情頗為疏離，為此伍老
師雖感到唏噓，但亦表示理解。以前國人飽歷

內戰，不少港人的親人仍然居住在內地，自然對
內地存在濃厚感情。相比現在，越來越多的自由
行旅客來港，因大家的生活習慣不同，容易造成
文化衝突，年輕一代又與祖國交流甚少，更使不
少年輕人抗拒內地人。反觀伍老師，他對中國有
著濃厚的感情，他盼望祖國可成為一個更文明、
民主的國家，並與世界接軌。每年六四，伍老師
都堅持到維多利亞公園參與晚會，風雨不改。伍
老師多年來都堅持的理由，在於他認為歷史真相
是無法磨滅的，只要市民心存信念，不忘歷史，
總有一日可以像臺灣二二八事件一樣，還歷史真
相，為死者正名，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
家，以償夙願。

對於學生未來的展望，伍老師希望同學可以秉承
愛國之心。首先，他希望學生可以做好「香港
人」這個身分，要關心社會，面對任何事情時都
以理性對待，不應分化，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貢
獻自己所學。做好香港人後，就要擴展到國家層
面，做好中國人，增強對祖國國情的認識，不要
對「國」不對事，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最
後，他希望學生可以成為一個盡責的世界公民，
擁有國際視野，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與時並
進。

感恩眾友 另啟旅程

離別之際，伍老師面對一眾多年亦師亦友的老師
們感到不捨。他憶起至今任教過三間學校，對沐
恩中學的感情最為濃厚，因多年來他與同事已建
立了深厚的關係。無論是幫忙搬屋，或是出席他
母親的喪禮，都令他感受到同事的關心，因此他
既期待退休後的生活，亦留戀沐恩一眾同事和學
生。談及未來的計劃，他希望可以到中國各地旅
行，在當地小住一個月，進行文化考察，遊覽遺
蹟，並和當地人進行交流，更加認識國情。閒時
便參加義工服務、義教，以及參與教會的事奉。

 

校園記者：5B 呂春岸、周樂臨 5C 商綺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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焯佳老師給我的印象是樂於幫忙和無私的分享。
教學工作上，至今仍記得第一年在沐恩要兼教
中四級中史，焯佳老師把他的中史科教學筆記和
相關的教學材料借給我參考。結婚是人生大事，
焯佳老師也幫了很大的忙，當年的交通沒現時的
方便，他從老遠的荃灣，帶著攝影器材到九龍城
來，替我和女友拍合照，用以製作請柬。焯佳老
師愛攝影，那時還是膠卷的年代，沒技術是不行
的，沐恩早年很多活動的珍貴相片都是他拍下來
的。

若你跟焯佳老師接觸多了，你會感受到他那份深
摯的家國情懷，對我國數千年歷史文化的「溫情
與敬意」(錢賓四先生語)，他不單愛教中史，也
愛到內地遊歷，足跡所到處，恐怕要踏遍整個錦
繡河山。早年某個暑假，有幸與焯佳老師結伴，
乘夜船往廣州旅遊買書，在船上趁著晚風聊天，
行程中還一同大著膽子潛入當地某小學自行參
觀，還好不曾給逮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
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焯佳
老師用以自勵的先賢遺訓，就如那年的六四北京
學生愛國運動，他買來了大幅的黑布，一起把斗
大的「悼」字髹上白色油漆。又如他任課外活動
主任、公民教育主任等職務期間，按當時國際間
或國家發生的天災，推行了饑饉午餐、貧富餐、
汶川地震籌款等活動，帶領同學在躬行實踐上「
事事關心。」或許焯佳老師個子並不高大，但他
的胸襟卻是寬廣有容的。

焯佳老師愛旅遊，記得他曾在週會上向同學介紹
書籍雜誌，其中一本是《中國旅遊》。他嚮往
的旅遊不是走走看看，而是在那兒住下來三兩個
月，好好體會當地的風土人情，祝願他榮休後能
得償所願！

加強

佳哥是我們的好同事，常常熱心助人！去年我是
佳哥的鄰座，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常常提起和太
太一起去吃自助餐。每次講起自助餐，他總是臉
帶笑容，所以我好肯定佳佳退休後天天去吃自助
餐！佳哥雖然退休，但我們仍然會記掛你的！多
些回來沐恩！

詠芬　　　　　　　　　　　　　

伍老師的八十年代

伍老師的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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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之間，與佳哥相識廿四載。初到沐恩，即在
課外活動組共事，後又同執教中國歷史科。得
君指教，執迷疑問，茅塞頓開。男女同事，均愛
佳哥，談笑風生，和藹相親，樂滿繽紛，實在感
恩。子曰﹕「六十耳順。」願君靠主得力，精神
奕奕，常享美食，擴展領域。

嘉俊

佳哥，謝謝您的指點和提醒，相信在未來的日子
裡，主必會給您恩典，和您同行精彩的退休生
活。

翠萍

佳哥，跟你相處毫無壓力，可以天南地北無所不
談。尤其佩服你對古今歷史時事的認識和卓見，
還有你對親人的關心，對神的忠心服侍，也叫我
欣賞不已。在未來的日子，願你繼續作鹽作光，
享受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少寶

伍焯佳老師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師，同事們多稱
他為「佳哥」，一個既親切，又令人尊敬的名
字。還記得有一次，在校外遇上雪糕車，那輕快
而和諧的音樂，吸引了我們的視線，佳哥毫不吝
嗇地請我和幾位老師吃雪糕，他在雪糕車前耐心
等候的模樣，那種慈祥而親切的感覺，至今仍深
深烙在我的腦海中。另一方面，他常常魄力充
沛，別小覷他個子不高，做事的效率卻十分驚
人，而他那投入工作及親力親為的態度是我最尊
敬的。

佳哥，祝福你退休生活滿有神的恩典，開展人生
新的一頁！
                                                          
慧珊

謝謝你多年來仗義執教初中中文科，你親切和藹
的形象，循循善誘和耐心的教導，學生必受益匪
淺！衷心祝福你榮休後生活更精彩豐盛！

紫來

伍老師的千禧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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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共事，擔帶體諒好上司，柔和指教顯耐心，身教栽培銘說襟。
屬靈領袖贈書啟，代禱關懷好肢體，細心傾聽老友仔。
生命教育組重遇，傳承心得榜樣樹，愛國社服情操高，慶幸伴走榮休路。
往後遊遍國土道，與妻同揚主愛高，另覓主領崗位做。

佩芬

今年佳哥退休，實在不捨。佳哥是個古道熱腸的
大好人，常替別人分憂解勞。記得不少時候，佳
哥總會適時送我一兩句慰問、提醒，然後彼此輕
談淺說，毫無壓力，實在是傾談的好對象。對待
工作，佳哥認真包容，與他共事，暢通無阻；對
待朋友學生，佳哥真誠體恤，難怪每年生日，都
能贏得一眾同事為他祝壽。 

縱然離別在即，但相信與佳哥的交往不斷。祝願
佳哥繼續以笑聲踏上人生新的一頁，寫下更精采
的故事！

淑賢

謝謝你一直以來的教導和包容，亦感謝你成為我
的榜樣，令我明白關心同事及盡心工作的重要。
祝福你往後得著主更多恩典，享受每一天的退休
生活，身心靈也健康！

惠珊

很欣賞佳哥對任何事的細心，『先天下之憂而
憂』的心總能夠增益補闕，跟他一同合作教中
文，帶隊境外團就很放心，也很欣賞他對家國的
情懷。從他的珍藏就看到一顆有情有義的中國
心，不是說笑，每年六四也要邀請他及他的珍藏
到校一次。放下教鞭，願佳哥實現他遊走大地享
受人生的心願，也不要忘記吃大餐要電聯我。

慧明

欣賞伍焯佳老師的個性及為人，他對祖國的情懷
與承擔、對建設民主中國的追求以及教學工作的
熱誠，都成為我們後輩及同學的學習榜樣。在沐
恩中學的日子裡，你給予同事許多空間發揮，你
亦尊重每位老師及同學的獨特性，令學校工作及
課堂學習都在充滿歡樂及笑聲中渡過，你的退下
令人依依不捨！在此謹祝伍老師退休生活愉快，
身心康泰！ 

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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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學生會會長
鍾明慧校友專訪(2003,7B)

校園記者：5A 項澤龍、4A 羅琬茵、蘇詠恩

事業生涯不簡單

鍾師姐於大學修讀金融科。畢業後加入香港四大
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數年，現於美資銀行任職私
人銀行部行規監管部，主要業務為協助顧客開戶
口、銷售監管、提供風險評估、指引前線人員如
何符合監管規定。要求甚高，壓力甚大，工作並
非易事。回憶母校，實在感恩。

難以忘懷在沐恩

沐恩就讀了七年，鍾師姐坦言擔任兩屆學生會崗
位最為深刻。除此之外，她笑言沐恩度過時光是
非常簡單，老師同學，和藹可親，互相關心。求
學之時，是否有職業定向﹖鍾師姐坦言自己當天
在沐恩很少思考前途，大學時才始作規劃。

獲益良多學生會

鍾師姐曾兩度競逐學生會幹事會，第一次是在中
四時，當年她候選內閣可算是一個特例，因為
過往是由中六同學主導參選。那次是沐恩史上第
一次由中四同學主領，後成功當選。自己讀預科
時，則帶領同學參選，並成功獲勝。回憶起當初
作為學生會成員，鍾師姐坦言感覺別人會對自己
很有期望，言行要小心之餘，成績也必須名列前
茅，因為自己作為一個學生榜樣，不能讓別人留
下話柄。雖然身為會長，但要清楚自己與其他幹
事是平等，必須包容各方意見，方能服眾。另
外，師姐笑言以前上學時最期待放學去學生會
室，與其他成員一同討論如何辦好各種活動，直
到學校快要關門才離開。鍾師姐認為，成為學生
會成員後最大的不同是做事不能再看個人喜好，
反要集思廣益，因為自己的決定會影響到很多
人。                        

教育不應填鴨式

鍾師姐認為香港現今填鴨式教育對學生成長與學
習最為不利，每一道題目皆有既定答案，只會
窒礙學生思維發展。學校是一個讓學生學習如何

學習的地方，讀書理應是訓練學生道德判斷和正
確心態。現實世界並不如理想中那麼簡單，不會
像平衡化學方程式般直接。工作固然著重個人能
力，但同時社交技巧及語言表達能力同為重要。
至於大學畢業後求職，除了專業人士，例如：醫
生、律師等，也不需要一定單單根據大學選讀科
目而擇業。其實只要是一張白紙，願捱願做，一
般僱主都會願意將該行業各類技巧從頭教起。

創新嘗試不間斷

年輕人前進的動力是對所有新奇事物都有求知
慾，應該不恥下問，千萬不要被公開試或學習壓
力磨滅。除透過學校學習知識，更可以透過網上
接觸不同資訊，相比以前實在容易得多，所以大
家應該嘗試接觸更多新事物，學習更多不同知
識。你便會體會學而後知不足的道理。還有，千
萬不要認為學習是單向，只為完成父母和老師期
望。考試並不能代表人生，學業成績固然緊要，
但人生成敗不在一時。21世紀講求創意、創新，
傳統的影響力或會下降，地產、金融也可能會式
微。因此，日後踏入社會，大家可以多嘗試不同
的工作，年輕人還有空間和時間，非主流工種也
值得一試。

鍾校友與任教老師及同學合照

鍾校友墨寶

鍾校友當選學生會會長與老師及幹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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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不懈 無私獻愛

新鴻基尊尚資本管理SHK PRIVATE高級董事，南太平洋區業務拓展主管、新
鴻基資本管理高級董事、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牛津大學高級管理及領袖課程
傑出校友、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創辦人、少訊智庫創辦人、中區扶
輪社創社社長……黃仰芳女士的頭銜多不勝數，風光背後，卻是她一顆盡
責、熱心公益的真心。

2016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黃仰芳校友(1995,7B)專訪

校園記者：5B 馮泳珊、4C 林諾允

聖經故事　造就善事循環

在沐恩中學讀書，基督教精神給了她不少啟發。黃校友笑言，「五餅二魚」的故事讓她體會到，助
人不必要求回報，相反，受惠者若能把善事延續，意義更為深遠。就如耶穌不計較、願意為人犧牲
的精神能感染世人一樣，因此她在公司常請同事幫她，好讓她能幫助其他人。她深盼能將無私的精
神傳遞，融化冷漠或自私的人，以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她之所以如此熱心參與公益活動，是因為
她曾是少訊的「受惠者」，飲水思源，她想要幫助更多人。

從內向學生展翅成為公益服務領袖

黃校友小時家境不富裕，沒太多機會參與課外活動，只能常
到社區中心留意招攬活動。她表示，少年警訊為她提供了許
多不一樣的機會，由學攝影、沖洗相片，到做義工等，令她
獲益不少。自從成為少訊的一份子後，黃校友走出了原本狹
隘的生活，從一個內向的學生，展翅成為服務團隊的領袖。
她在沐恩中學開拓起少訊平臺，招募了約百多位會員，定期
舉辦不同活動，帶領同學走向社會。

界定公益新意義

黃校友指，公益活動對青少年有數不盡的好處，除了提升溝通、領導技巧
外，助人時更能獲得滿足感。結識有正能量的朋友，與他們一起同行、成
長，將有助自己全面成長。她指出，我們既接受了義務教育，就應肩負起
社會責任，而投入公益活動正是回饋社會的一種方法。「不一定要在畢業
後才能幫助別人，就算你只是一位學生，也能夠幫助別人。」能讓服務精
神薪火相傳，是黃校友最大的心願。

黃校友榮獲當年匯豐銀行少訊獎勵計劃大獎

黃校友榮獲香港十大傑青(2016)後分享

黃校友當年在早會上分享

黃校友在第一屆香港青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頒獎禮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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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與熊掌 如何兼得？

現時不少學生都過於重視學業，以致把其他事情擱置一旁，對此，黃
校友坦言學業雖然重要，但絕不是生命的全部，因成績彪炳也不見得
成就卓越。那如何兼顧學業及其他工作？黃校友認為關鍵是時間管
理。回想當年，她雖然放棄了娛樂以應付少訊的工作，可是她卻很享
受籌備活動的時間，因為對她而言，這是她和朋友相處的時間，籌辦
社會活動增加了他們的共同話題。能與這一班朋友一同成長，一同經
歷，是最美好不過的事。

既要籌備活動，又要兼顧學業，與家人相處的時
間會否隨之而減？黃校友笑言開始投身公益活
動時，家人曾有微言。但她沒有放棄，繼續專注
投入，盡力平衡學習與活動，終獲家人支持。如
今，她會帶同家人一同參與社會服務，讓他們接
觸有需要的人，體會自己那份助人的滿足感，同
時實踐不計較、樂意犧牲的精神。

黃校友的舉動，非單純幫助一兩個人，而是盡其社會責任，在社區傳揚互助互愛的精神，實在值得
同學敬佩。作為學生，我們又能做甚麼呢？校友寄語：「既然身受師長幫助，便要主動鼓勵學習稍
遜的同學，協助他們解決功課上的困難，以實踐助人精神。」

最大滿足：傳承服務關懷

在多數人眼中，黃校友成就非凡，但她指這是他人
給予的評價，於她而言，滿足感才是她看重的。「
我最大的滿足，就是看到很多人透過我建立的社會
服務平台，持續地為社會服務。」她目睹義工們在
她創立的中區扶輪社、香港青年領袖服務獎獎勵計
劃等平台參與社區服務，並從中獲得快樂和滿足
感，然後自發邀請身邊人一起參與服務，一個變兩
個，兩個變四個，那份滿足感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而令她更感欣慰的是，即使她沒有出席，那些成立
多年的機構平台至今仍運作良好。

2016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黃仰芳校友(1995,7B)專訪

黃校友與家人一起參與公益活動

黃校友與當年沐恩少訊支部同工合照

黃校友榮獲香港十大傑青(2016)後分享

黃校友與中區扶輪社義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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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校董莫兆麟先生專訪

校園記者：4D 李家俊、林慧樟

分享學習望承傳

沐恩中學校董會一直關心同學成長和生涯規
劃。五年前莫兆麟師兄在校友們推舉下，成為
校友校董。當選校友校董後，一直思考如何與
在學師弟妹建立關係，並且幫助他們日後成
長。於是在去年七月首次舉辦生命及職業教育
論壇，讓校友與他們的師弟妹分享閱歷，並鼓
勵他們提早計劃人生。

莫校董認為畢業生回校與同學分享，除了希望
回饋母校外，更可藉此機會讓師生聚首一堂，
加深情誼。昔日老師所教，結合工作所得，希
望師弟妹有所得著。

得來不易為弟妹

莫校董表示這個論壇得來不易。一方面欠缺經
驗，另方面是聯絡校友，並不簡單。一些從
事長時間工作的校友，例如空中服務員、護士
等等，難以抽空。另受邀校友，大多很晚才答
覆。聯絡校友，不厭其煩。就上年論壇而言，
他就撥出三十多次電話，幸得一眾校友會幹事
同心協力，方能期限之前，完成聯絡，最後論
壇得以順利進行。

出席論壇校友來自各行各業，包括物流、金
融、護理等等。校友平均都畢業了八至十五
年，其中一位現職政府工程師的校友，已畢業
二十五年。在論壇上，中四及中五同學可按自
己興趣分組，選擇想了解行業。同時亦可與校
友交流，查詢個人問題，更幫助同學解答各樣
疑難。讓同學有所得著。

愛惜光陰互提醒

莫校董印像最深刻，就是一位「品學兼差」，因
此留級兩年的校友分享。這位師兄最終醒悟，發
奮圖強，考進大學。畢業後在機構由低做起，最
後為該機構舉辦籌款運動，聲名大噪。師兄藉此
勉勵師弟妹，如果當初珍惜光陰，努力求學，他
或許不用由低做起，浪費寶貴時間。

莫校董亦透露上年論壇反應比預期好，缺席同學
比率甚低。望今年能精益求精，將論壇場次增加
至三場， 讓同學有更多選擇，擴闊眼界。 今年
亦將增加飲食及旅遊業分享，供同學選擇。他鼓
勵參加同學在論壇前先為選擇工種做一次資料搜
集，並預備問題，同學做足功課，必在其中有更
大收穫。

最後莫校董希望同學可以踴躍出席今年七月八日
在學校舉行的生命及職業教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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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校董莫兆麟先生專訪

校友會主辦之1992年中一入學校友重聚日(01/04/2017)

生命及職業教育論壇(16/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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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和先生專訪   

校園記者： 5B 馮泳珊 5C 陳昕琪

鐵人——李致和

本屆陸運會閉幕禮嘉賓是有「香港首席鐵人」之
譽的李致和先生，他曾多次代表香港出戰大型賽
事，更於2006年的多哈亞運中奪得銀牌。雖然在
追夢的路途上不是一帆風順，但他對三項鐵人的
熱忱叫他永不言敗。

為夢獻身 闖出香港

李先生與三項鐵人結緣，始於中三時一位泳會朋
友的介紹。在一個偶然機會下，他參加了三項鐵
人這個多元而有趣的比賽。及後隨著認識增多，
興趣越發濃厚，加上受教練賞識，就開展了他訓
練之路。當時作為學生的他，由於需要兼顧學
業，訓練時間緊迫，以致比賽成績未如理想。為
了達成夢想，成為首位代表香港參與大型國際賽
事的三項鐵人選手，大學畢業後，他就毅然投身
全職運動員的行列。

荊棘滿途 信念常在

由於高強度的訓練，他的小腿曾出現兩次勞損性
骨折。骨折帶來的劇痛，令他行走困難。李先生
直言，在臥床休養的兩三個月中，失望、焦慮等
負面情緒充斥下，令他百感交集，又多番思考自
己當初的選擇。每當想到自己尚處起步階段，夢

想未達，潛能未展，就驅使他堅持下去，努力接
受各種復康治療，以早日重投訓練。

溫馨支持 全情投入

除了堅定的信念，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看
見隊友因生計問題，而未能成為全職運動員，他
深感幸運：「跟其他父母一般，他們都希望子女
完成大學學位課程。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家庭對
我的壓力較小，故可專心訓練。」正因為家人的
體諒及鼓勵，他才能跨越種種的障礙，全情投入
在訓練中。

同心協力 奪取佳績

談及最特別的一次比賽，李先生笑言並非他首次
踏足奧運舞台或是奪得亞洲運動會銀牌的時候，
而是2009年的中國全國運動會。該次比賽跟傳統
的三項鐵人比賽不同，而是隊制方式，令他留下
深刻印象。當中，譚祖迪老師也是隊伍中的一
員，一同代表香港出賽。

轉換跑道 重新出發

離開熟悉的運動領域，投身社會，李先生亦曾一
度迷茫，不知去向。退役後，他曾在單車公司任
職產品經理，但他發現自己對此興趣不大，於是
他選擇進修體育碩士，裝備自己，及後在2012年
獲聘成為中文大學運動科學系的助理講師，繼續
他的「體育夢」。

三項鐵人項目成績/獎項

2004年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第43名

 （該項目首位香港選手）

2006年 亞洲運動會：第二名

2008年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第43名

 （亞洲選手排列第三）

2009年 中國全國運動會：第三名

2010年 亞洲沙灘運動會：第四名

致開幕詞：黃堯姬校長

頒獎嘉賓：李致和先生

第三十三屆陸運會
大埔公眾運動場
2017年3月15及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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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

李先生認為，堅持是追尋夢想的基本條件。凡事
總有高低起伏，找到屬於自己的推動力，朝正確
的方向奮鬥，方可有望圓夢。以他為例，他從家
人、信仰、朋友和教練得到力量。疲倦失意時，
他會以金句激勵自己，繼續奮發向上─「但那等
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31)

對於有志成為全職運動員的同學，李先生提醒他
們要深思熟慮，為訓練的艱辛作好心理準備。同
時，他也希望同學們將運動變成其生活習慣，能
夠真正體會運動的樂趣。

四社社長心聲
校園記者：5A鄒詠楠

愛社社長5B陳煒琪同學

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社際大獎，但「小紫們」盡全
力為愛社爭取勝利就已足夠。下年捲土重來！

信社社長5C方曉瑩同學

能夠取得全場五連冠、校友盃冠軍和啦啦隊亞軍
的佳績實是意料之外，藉此感謝「信社子民」的
付出。

義社社長5D陳倩瑩同學

雖然社際名次未如理想，但喜出望外的是啦啦隊
獲得冠軍，感謝全體社員同心協力。

德社社長5A陳卓儀同學

最深刻的是獲得全場總亞軍，感激社幹和社員的
付出。但啦啦隊的表現就略為遜色。

陸運會小答問
校園記者2C蕭翠姿

問：為甚麼陸運會是以社際，而不是級際形式
進行？

答：校方希望通過社際活動，加強各級同學聯
繫。同學每年班別不同，唯獨社別不變。藉此
加強校內同學凝聚力。

問：有同學查詢校長盃、校友盃及異程表演賽
的分別，可否請體育科主任蘇詠芬老師為大家
逐一介紹呢？

答：校長盃為社際參與的接力比賽，五男五女
一隊，共十棒，前四棒一百米跑程，後六棒二
百米跑程。參賽隊伍裏必須有一位老師，兩位
校友，其餘是中一至中五級同學，由社長安排
參賽。在校長盃，老師只可跑第四棒，而本項
比賽結果計算在陸運會社際分數當中。

校友盃只讓校友參加，為四乘一百接力比賽，
參賽者需自行組隊（三男一女）並自設隊名。
本項比賽結果並不影響陸運會社際分數。

異程表演賽主要為校友參與的接力比賽，共四
棒，第一棒一百米，第二棒二百米，第三棒三
百米，第四棒四百米。參賽者需自行組隊（三
男一女）並自設隊名。本項比賽結果不影響陸
運會社際分數。

問：陸運會舉行的時間能否提早一點，好讓全
校學生一同參與呢？若不能，其難處是甚麼
呢？

答：我們曾在一、二月份舉行陸運會，也想讓
中六同學參與，可惜天氣不穩，常下傾盤大
雨，故選擇在陽光充足、雨水較少的三月份舉
行。另一方面是場地問題，很多同區的中小學
都以大埔運動場作陸運會場地，因此每年都需
要重新抽籤，確定各校的使用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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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5B 李叠朗 4C 林諾允

初與家教會結緣

現任家教會主席勞耀康先生，在三年前已和家教
會結下不解之緣。在一次天梯使團舉辦的4C晚會
中，勞先生擔任小組裡屬靈父親的角色。經過與
學生一晚交流，他領受了一份感動，令他萌生了
加入家教會的念頭。他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與沐恩
家長一起成長，促進家校合作。

歸屬感的建立——沐恩大家庭

勞先生既是沐恩的家長，亦是沐恩校友。他是
1983年沐恩開校時首批中一生。那時學生少，老
師年輕，關係非常密切。他亦提到自己是沐恩堂
創堂時期的會友，有深厚的歸屬感。因著沐恩，
他看到神的恩典。

靠著基督 用愛建立團契

勞先生信主多年。由學生時代到成為沐恩堂會
友，在人生每個階段也經歷了主的恩典。去年，
他的女兒患了一場重病，但他沒有心灰意冷，反
而時常依靠神，最後女兒的病得治癒。他認為神
安排的每一件事都有祂的美意，而他亦希望學校
的宗教氣氛可以更濃厚，福音工作得以推展，讓
更多家長和同學認識耶穌。他更身體力行，積極
參與家長團契工作。

家教會二十周年發展方向

家教會步入二十周年，將會舉辦標語創作比賽以
慶賀這個重大的日子，期望令更多家長認識家教
會，積極參與家教會各樣活動。

對於來年家教會的發展，勞先生想致力發展四方
面的工作。第一是招募更多家長義工參與學校活
動，讓他們更瞭解子女的學習環境。第二是加強
家校之間的溝通，讓家長更瞭解學校的運作與政
策，亦可以就學校政策發表意見，共同營造美好
校園。第三多關顧家教會委員，互相支援，團結
彼此，令他們更熱心投入家教會工作，營造良好
士氣。最後便是發展家長教育，建立家長之間互
相支持，互相守望的氣氛，彼此成長。

帶領家教會 迎接新挑戰

出任家教會主席半年，勞先生已遇到一些挑戰。
對他而言，最大的挑戰是發展家長教育。他表示
很多家長把子女送上中學後便會將自己抽離，令
子女與自己的代溝變得越來越深。深信家教會在
勞先生的帶領下必能迎難而上，克服各樣挑戰，
取得更美好成果。

閒時出海垂釣 與太太鶴咀遠足行

2017年新加坡工作交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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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1. 家教會壁報板   2&3. 家長義賣爆谷小吃

4. 參加健康六百米家長與黃校長合照 5&6. 家長講座

7. 家長團契郊遊樂   8&9. 齊來動手做項鍊

10. 家長團契詩歌分享  11&12. 沐恩人敬師運動

13. 家教會委員義工合照  14&15. 參觀消防學堂

16-18. 糯米糍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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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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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記者﹕ 5A 鄒穎楠、項澤龍 / 5B 呂春岸、 周樂臨、 馮泳珊 / 5C 陳昕琪、 商綺紋 / 4A 羅琬茵、蘇詠恩 / 4C 林諾允 / 4D 林慧樟、李家俊 / 2C 蕭翠芝

Watoto音樂會

陸運會

企業策劃學會年宵攤位 全方位學習日： 廣州之旅      台灣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