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月，有一齣很有意思的電視節目，名為「一手造成」，逢周末播出。節目介紹了一系列的傳統手工

藝，如造鞋、造點心蒸籠、鋅鐵信箱等。接受訪問的師傅，最年輕的已有四、五十歲，最年長的更有接近九

十歲的。不過他們都有一些共通點：首先，他們都已入行最少三數十年，看他們每一下手工，熟練非常，好

像不用思索，不費力氣，便可以將工藝完成。第二個共通點，卻有點令人感慨。這些傳統手工藝行業，工作

辛苦、入息不高，差不多已沒有新人入行。這些師傅一旦退休，那門工藝便可能隨著消失。

 最近，學校一位很有設計天份的梁同學，獲得全港設計比賽冠軍。他這次參加的比賽，是為一商業機構

設計宣傳吉祥物，稍後大家或會在廣告中看到他的設計。兩年前學校三十周年校慶的徽號，也是他設計的。

 以上提到手藝和創作。其實除了上帝從「無」到「有」的創造，我們今天的創造或創作，其實都是由一

些已有的材料，加上心思和手藝，轉化成為新的製成品。

 我自問創意不多，更沒有超凡的手藝。但思念一轉，教育何嘗不是一種創作？每年一批新的同學進入學

校，他們便是老師們手上的材料，老師們費盡心思，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希望將同學由璞玉轉化成美

玉。我這樣描述，當然不是說學校是一所工場或是一台機器。老師們注入的，是關懷、愛心、正確的價值觀

和正面的人生觀，期望能承傳出美好的生命，盼望同學們

畢業時，成為一個同樣有理想，有品格，有豐盛生命的

人！

 在時代巨輪急速運轉，道德風氣越趨敗落的世代

中，唯盼教育這「行」業，不停會有具理想、抱負的年青

人，願意承擔使命，並將自己訓練成育人的巧匠，讓美好

的生命承傳下去，而不會像以上一些傳統行業日漸式微。

錦明

2013年1月

創世記 1:1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約翰福音  5:17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知行並重　生命承傳知行並重　生命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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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梁鎮庭(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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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箴二十五:11

 各位李中的師生，你們好！祝願大家蛇年進步及在新

的一年經歷更多上帝的祝福。本人為能於新的一年加入校

董會，成為李中的一份子而感到十分榮幸。應鄧校長之

邀，很高興能在李中校訊堯聲與各位分享一些成長經驗，

望與大家共勉。

 本人自1994年開始任職社工，至今已18個年頭了。回

想兒時的我，性格內向，不善社交(存在感超低)，造夢也

想不到長大後會以社工為終生事業。除了要感謝上帝改變

了我的性格外，亦要感激一位長輩在多年前勉勵過我的一

句話。這位長輩簡單隨心的一句鼓勵說話，造就了我的工

作方向，這確是上帝的祝福！

 我在大學的第一個學士學位是唸社會學的，當時的我

感到前路茫茫，不知畢業後何去何從。記得在大學的第一

個暑假，我參加了學院的詩班，一行數十人到台灣與當地

教會舉辦福音活動。活動結束後，眾人一同到機場聚集，

準備回港。由於我和幾位詩班員打算個別在台灣多留幾

天，故未能與大夥兒一同回港。在眾人準備入閘離境之

際，一位較為年輕的詩班員因未能和眾人一同回港而哭了

 每天輾轉於生死哀哭之間，心中只有一句話，就是

「神是愛，天父是應當稱頌的。」

 也許是小時候家境不好，自小就深明勤學的重要。也

許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令我不禁染上了「好戰」的

惡習。漸漸地，我陶醉於在競技場上摔倒對手，享受箇中

的快感與帶來的榮耀。直到有一天，我從鏡子裡看到一個

猙獰的面貌，原來我的心靈已變得可怕和空洞。

 在心靈的驅使下，我走進教會裡。自此，我就跟隨了

天父上帝。經歷了神點點滴滴的陶造，神的愛也洗滌了我

的生命和心靈。隨著神的帶領，人生是多姿多采

的。雖然環境依舊，問題困難依舊，但是隨着心

意更生而變化，世界彷彿變得奇妙。你也許不

校  董  的  話

起來，我即時上前安慰她。在她慢慢平復過來後，隨行領

隊對我說：「雅芬，我留意到你很懂得關心及安慰別人，

你有否想過在這一方面發展呢？」就是這麼簡單直接的一

句肯定說話，掀起我思索前景，慢慢地確認到自己在關顧

上的恩賜。在1992年我報讀了社工系碩士課程，兩年後正

式成為社工至今。

 各位，讓我們環顧一下四週，看看有那些人正需要你

的肯定及鼓勵。只是幾句簡單正面的說話，就能祝福及建

立他人。願大家不單在新春拜年時才說祝賀的說話，平曰

與他人相處也能多肯定及讚賞對方。如聖經所記：一句話

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箴二十五:11）

▋王雅芬女士
資深社會
工作者

能想像學醫和行醫之路是多麼艱辛。人家把生命放在你的

手中，你就不能掉以輕心。每當我拿起手術刀的時候，都

會明白到人的渺小和限制。縱然你自命不凡，是個知名的

大國手，你也得承認手術是有風險的，病人或許頃刻間變

得岌岌可危。正因為此，除了努力琢磨我的技藝，我總得

為病人禱告，求神順着我雙手把手術做到淋漓盡致。願神

繼續恩待我，讓我成為合乎神心意及造福人群的醫生。

▋梁子宏醫生
公營醫院
眼科醫生

王雅芬女士、梁子宏醫生

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的學習目標是體察商界急速的變遷
步伐，了解營商之道，讓學生認識現今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明瞭
商業活動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既然如此，本科特別安排每年
入讀本科的中四學生，探訪一位商界人士，透過與他們的直接
對話，以達到上述的教學目標，也讓學生明白知識除了在課本
上找，也要在生活上實踐、體會和承傳。

 本年度學生探訪的對象是一對孖仔Caleb（伍柏基先生）和Joshua（伍柏華先生），他們2009年在美國UCLA商科畢
業後回港創立了Angeleno Wine Merchant。他們主要經營紅酒生意，但由於喜愛烹調不同的菜式，也以孖人廚房（Twins 
Kitchen）為題製作多部短片，與人分享他們飲食的心得。透過對話，希望學生可以承傳他們的營商知識、方法，但更多
的是他們處事為人的主動、積極和正面的態度。

4A 林家偉

 經過這次企財科的訪問後，改變了我原本對企業家的感覺及觀念。
 首先，我曾經以為作為自僱人士，由於不會被上級管轄，只要能完成工作，便不需注意上班時間，但兩位嘉賓卻說
他們每天都準時去做運動，九時左右就回到辦工室處理公務。如此規律，也能以快樂的心態去工作，即使工作多繁忙，也
不曾想過要退休，或停下來，他們那份積極的態度就已經值得學習。另外，我亦曾經認為成功人士的首要條件一定要有
錢，但訪問過程中，兩位嘉賓卻認為只要活得積極、快樂已經是成功，這稍為改變了我功利的心態。
 嘉賓告訴我們營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定位，不能人云亦云，別人做甚麼就盲目跟風。有時候，即使是一些稍
有歷練的人的看法，亦不能盲從，要自己去分析，才能有好的判斷。例如在宣傳的策略上，不能盲目跟從傳統的硬銷，不
妨嘗試一些新穎的傳銷手法：在網絡上介紹自己的產品，既可節省資金，又可以吸引更多年
輕的顧客，一舉多得。
 難以變通是我的缺點之一。有時遇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又或與周邊的人起爭執，我都
難以釋懷。通過這次的訪問，嘉賓告訴我們，不如意的事情總會有，但如果我們以樂觀的態
度去面對，事情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壞，反而更容易得到解決。
 在這次訪問中，兩位嘉賓都有充足的預備，回答問題時都能提供充足的數據，而且非常
詳盡地解答了我們有關營商及紅酒的問題，充份滿足了我們的好奇心，對於我們略有不足的
提問亦給予包容。有冷場的時候亦主動打開話匣，展現出企業家的風範。
 這次訪問使我獲益良多，無論是對營商抑或待人處事應有的態度，我都有了更進一步的
認知。

4B 黃凱清

 我是當天訪問的司儀，起
初，我想到要跟兩位高知識水
平的商家做學術性的訪問，真
是非常緊張，恐怕會應付不
來。後來，我發覺只要你抱着
認真用心的態度去作好事前準
備，一定可以從交流中學到不
少。當司儀的過程中，我學到
要拿出自信心，才可以提昇各方面的表現。這次的經驗非
常寶貴。
 首先，在訪問中，我發現兩位嘉賓具備了不少企業家
的特徵，他們有非常週詳的計劃和廣闊的視野去營商，從
他們的回答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分析詳盡，例如他們會分
析新加坡的營商環境、法律制度，並和香港作出比較。另
外，他們令我佩服之處是在於他們的積極和勤力的表現，
他們可以一天內打二百多通電話去推銷自己的商品，就是
這樣一步步讓更多的人認識他們所做的生意。
 其次，就是他們有大膽嘗試以及創新的意念，他們在
投資銀行工作投資獲利後，便大膽嘗試轉向發展紅酒的生
意，希望可以挑戰自我。這點令人佩服。許多人認為法國
的紅酒是最好的，但他們認為美國的紅酒也可以媲美法國
的，於是他們看準時機，大膽去嘗試用美國紅酒幫助他們
拓展市場。至於創新的意念方面，我從他們工作室的一個
木箱可以看到：一個既可放紅酒又能用作屏幕介紹紅酒的
細節的木箱是他們自己設計出來的，十分有創意。
 在這次訪問，我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改
善，我沒有他們那麼積極、勤力，我可以再積極些去挑戰
自己嘗試一些新事物，也要勤力地去改善學業上的不足，
還要訓練自己的創意思維。 
 

4F 陳建良

 這次訪問紅酒商的活動令
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從訪
問中，我知道很多關於做生意
的過程及難處；與嘉賓的對話
中，我也反省到自己的人生。
他們兩位可以說是我們的榜
樣，讓我們從中學會了不少道
理和知識，我們也應該學習他
們的創業精神。
 他們創業四年，已經有盈利了，在紅酒生意上已經取
得不錯的成就。但是他們沒有停止發展，還繼續擴展業
務，務求取得更大的成就。他們好像很悠閒，但其實卻比
任何人都忙。他們身兼數職：擔任顧問、寫專欄、做私房
菜，最近還打算在中環開咖啡店。他們這種孜孜不倦的精
神很值得我們學習。
 如果上學天遇著「打風」或放假，我會十分開心。但
是他們竟然會因為不能上班而失望，證明他們十分享受和
投入自己的工作，令我感到慚愧，也十分佩服他們。除此
之外，他們捉緊創業的時機，意識到紅酒開始普及，就選
擇那時開始紅酒生意。他們還舉了一個例子：Bill Gates知
道電腦開始普及化，於是就創造了Windows，令他變成了
世界十大首富。所以我們都應該把握讀書的時機，就是新
高中開始的這一年便應該努力讀書，無論之前的成績有多
差，也要把握這個時機，好好努力讀書，否則只會被社會
淘汰。
 這次訪問令我們這群年輕人獲益良多。我們學會的不
單止是做生意的知識，更有一些讀書和做生意的道理，希
望日後還可以參加這類型的活動。

以下是其中一些學生與他們對話後的感受和分享：

左：伍柏華先生
右：伍柏基先生

訪問完結後
，仍

有同學意猶
未盡

，主動上前
追訪

各人都努力記下

分享的重點

4F陳建良同學（右一） 4B黃凱清同學（右四）

4A林家偉同學（前排左一）

與 商 家 對 話與 商 家 對 話與 商 家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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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福堂不時會舉行關心老師的行動，如以小禮物及寫
上鼓勵說話的書簽支持他們。
 記得有一次，我在教員室與老師交談，無意中發現小
禮物都給隨處擺放，有的更被一疊疊厚厚的書壓住。我想，
似乎這些禮物不太適切，也有點浪費。我不禁進一步構思應
如何更實際、更有效地關心老師，讓他們真正得到幫助呢？
於是想起――煲湯。老師的工作忙碌，食無定時，欠缺湯
水，休息少，壓力大，抵抗力弱，湯水可以幫助他們增強抵
抗力，同時可以讓大家一邊喝湯，一邊分享交流，暫時離開
一下壓迫的工作環境，到教會這個綠洲充充電。
 我將此事禱告交託主，願祂成就。
 家教會會員大會當晚，我帶著雀躍的心情與家教會主
席分享，告訴他煲湯給老師的計劃，他立即回應：「好！你
出力，我們出錢。」事就這樣成了。二零一零年九月底開始
了第一次的愛心湯水行動。
 每次煲湯，我都非常享受，當中還有家長義工來幫
忙。起初我們只用一個大湯煲，但很快就供不應求，要多買
一個大湯煲應付需要。每次看見老師一面喝湯，一面閒話家
常，無所不談，我們都十分開心。我們偶爾也會邀請家長製
作點心，讓老師們能更開心，充電後可以更起勁地教學。就
這樣，彼此的關係拉近了，教會又作了美好的見證，以行動
關心老師，同時又可以讓老師認識教會。
 在煲愛心湯水的過程中有三件事，讓我有很深的體會
和十分感恩：
1.  煲湯水的地方當然是在教會，在這地方相聚，老師能
 更加認識盛福堂。一些老師在李中教學十多年，從來
 都沒有到過這個地方，有的甚至從不知學校裡有
 教會。透過分享愛心湯水，加深了老師對教
 會的認識之餘，讓他們更關心教會，甚至
 有機會與未信的老師分享信仰問題。感

 謝神！

2. 煲湯水是在每月最後的一個星期四，若遇上假期或考試
 日，那個月就沒有湯水，所以會出現兩個月沒有湯水的
 時候。有時遇到老師，他們總會問我：「何時有湯
 飲？」、「我很需要你的湯！」我深深體會到他們在身
 心靈上的需求，以及在教學上的壓力。

3. 要兼顧教會事奉及學校的事務，真的需要智慧。記得曾
 有老師向我說：「你這麼忙！別煲湯，太辛苦你了。」
 我非常感謝他的關心。我跟他說：「我一個人忙碌，我
 可以努力應付及好好分配時間。但我不煲湯，只是減輕
 了我一個人的忙碌，還有五六十位老師等待著湯水，他
 們需要關心及支持，我不想因為自己一個人變輕省了，
 而令老師失去湯水滋潤。」於是，我決定堅持下去，繼
 續煲愛心湯水。

 在此，要感謝老師們的鼎力支持，使愛心湯水的行動
能繼續進行。也感謝家教會委員會在財政上的支援，使一
切都互相效力。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繼續以愛心湯水支持及關心各
位老師，也會常常禱告記念你們。

 場景一：媽媽：「打字打得這麼慢，不如用手寫板！」女兒沒吭聲，乖巧地轉用了手寫板。場景二：媽媽和
女兒一起上街，一路上女兒有講有笑，忽然之間，她很嚴肅的對我說：「媽，你知道上次你嫌
我打字慢，實在很傷我的心，我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一下子被你摧垮了！」
我忽然驚醒：原來我不經意的一句話，可以有這麼大的破壞力！ 

 我們過的都是我們嘴上說的人生，「你怎麽那麼笨」成為我們的
口頭語，卻會在不知不覺中傷害了他們。這些說話可能是父母對自己
不滿的投射，自己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想改變孩子，首先要改變
自己。

 我認為教育兒女的秘方只有一個，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巴，永
遠說正面積極的話，塑造孩子成為積極正面的人；營造愛的氛圍，
全力幫助孩子實現他們的理想。在這種良性互動下，孩子一定會成
為一個優秀的人；無論孩子成績如何，都要無微不至的愛他們，這
種無條件的愛會讓他們內省，讓愛激發他們的內在動力。

 願所有父母在新的一年能將更多的正能量發放給子女，培養
他們積極的人生方向！

▋
自

家
製

的蝦餃

▋
湯

渣
都

差
不

多吃盡（這是第
二

煲
湯

）

▋

老
師

在享用愛心湯水及家長
自

製
的

鳥
結

糖

▋傳道同工與老師一同製作蝦餃

▋全家福

蔡玉英教師（中華傳道會盛福堂傳道）李   中   情  《愛心湯水》

唐靜女士（家長教師會主席）嘴上說人生 嘴上說人生 嘴上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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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大的得著是自律，和不要以個人為中心……整

理營房讓我意識到這點，而在進出門口時，先走的學員必

須站出來按著門，讓其他學員出入，這種犧牲小我的精

神，正是在這個社會愈來愈缺乏的。」某學員在他的「參

與後感」中寫著。

 相隔數載，李中訓輔組再一次參與由教育局與紀律部

隊合辦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目的是讓參與的同學接

受嚴謹的紀律、體能、團隊精神及領袖訓練，使同學在自

律性、主動性、自信心、抗逆力及人際關係等方面皆有所

突破。今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李中一行二十二名中三

同學及數名隨營老師戰戰兢兢地步進入境事務學院，接受

為期五日四夜的挑戰。

 同學在首兩天都覺得訓練艱苦，入境處的教官對他們

的要求十分嚴格。同學每次見到教官時必須立正敬禮，充

滿自信地說出「Good morning sir！」、「Thank you 

madam！」、「Goodbye madam！」此外，他們亦須接受

不同的紀律訓練：床被必須摺疊至平伏起角；放在地上或

餐桌上的水樽必須排列整齊，就連手挽的方向都必須一

致；用餐坐下拉椅子時絕不能發出聲響；而遲到的話，更

會被處罰。面對各種的紀律規則，同學會向老師訴苦，但

他們的適應力極佳，漸漸勝任了大小的任務。

 更奇妙的情況在入營第三日起出現了。在與同學的相

處中，我聽到他們的對話，有的說喜愛了有紀律的生活方

式，有的開始擔心難以習慣返回校園上課時的「寬鬆」，

更有同學堅持提早半小時起床，預留多一點時間去整理

床被，直至完美為

止。他們看似在說

笑，但細心一想，

這種律己以嚴、堅

毅 不 屈 的 生 活 態

度，不就是老師及

家長對孩子的期望

嗎？

 還記得在第三

晚的「師生夜話」

環節中，我與有菁老師嘗試以較強硬的言詞，鞭策他們改

善團隊的合作精神。同學們認真聆聽，似乎有所領會，然

而我心裡總是有點忐忑，或許是出於善意的懷疑，懷疑同

學能否將老師的期望轉化為實際行動。翌日野外定向中，

同學們的表現將我的疑慮都扔掉了。同學們在山路上齊心

協力地尋找到二十多項目標圖片；在路途上，同學們互相

扶持、打氣；在營地中，同學發揮集體智慧，一同成功搭

起一個巨型帳幕，並完成了「香煎完整雞蛋」的任務。這

實實在在反映同學們不分你我、同心合意的團結精神。

 不錯，學習經驗的轉化是關鍵。在入境事務學院這個

獨特的場景中，同學們是可以做得到的！在日常生活中，

他們同樣可以緊守崗位，犧牲小我，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去「按著門」，這並不是能力問題，而是自律與態度的問

題。盼望同學能夠學以致用，用真摰的誠意及正面的價值

觀，投入於校園、家庭及社會中，以新的身份、新的體會

向前邁進，活出理想的故事情節。

▋看我們成功煎出的完整雞蛋

▋同學們站崗表現出色▋同學們英姿凜凜▋自信的表現

▋有老師的支持，同學們不再懼怕艱苦。（左起：
 張迪生老師、陳慧妍老師、陳有菁老師）

▋感謝一眾教官的教導

多 元 智 能 挑 戰 營  張迪生老師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

家教會燒烤晚會家教會燒烤晚會

校長與家長校董及
家長義工茶聚

校長與家長校董及
家長義工茶聚

(鄭明明)蒙妮坦婚禮統
籌學院參觀活動

(鄭明明)蒙妮坦婚禮統
籌學院參觀活動

▋一眾家長校董及義工樂也融融

▋家長們大力支持

▋化妝導師傳授絕技

▋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 ▋詳細講解各種儀器

▋家長及同學興奮地從校長手中接過獎品 ▋家長及學生們圍爐歡聚

▋師生同樂 ▋場面熱鬧

▋細訴心中情▋破冰時間▋愉快遊戲，增進友誼 ▋你是否訂立了
 新的目標？

▋校長代表學校表達對家長的感謝

▋學姐學弟彼此分享李中的點滴

▅ 

看
來
同
學
亦
感
到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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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通識科立法會
參觀活動

中四通識科立法會
參觀活動 陸運會陸運會

體育科頒獎體育科頒獎

海洋公園聖誕報佳音海洋公園聖誕報佳音

▋小議員在提問

▋讓我們當當立法會主席和祕書吧！

▋立法會面面觀

▋於立法會留影

▋大家十分投入

▋同學們認真表演

▋如飛一般

▋巾幗不讓鬚眉

▋挑戰自我

▋堅持、堅持、再堅持

▋勝利一刻的興奮

▋游泳隊大豐收 ▋越野隊人才濟濟

▋我是一條男飛魚 ▋校長頒獎 ▋屢次獲獎

▅ 

更
高
、
更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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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來，環保節能的概念已由科學界中的理論層面
漸漸走向民間的實踐階段。而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可能
因為人口密度極高，加上城市發展的模式難以仿傚其他先
進地區，故大家會發現香港在落實各樣公共環保政策及設
施的進度是較為緩慢的。
 站在學校教育的角色上，除了在不同的科目及公民教
育上向同學灌輸與環保相關的知識，學校其實還可以在校
園裡推廣環保節能的生活模式。李中於2010年已獲「環保
及自然保育基金」撥款資助，於校園內建設節能設施及進
行一連串教育計劃。整個計劃包含了幾項硬件設施及教育
計劃。

硬件設施包括了：
1.  於天台及操場的兩個課室上蓋掃上隔熱油漆，降低課室
 受太陽照射時的室溫，從而減少使用空調。
2. 於舊翼24個課室及禮堂的窗戶掃上玻璃隔熱塗
 層，同樣可降低室內溫度，減少空調的使用。
3. 設立太陽能光伏系統，供應電力予一組照明
 裝置，主要用作新能源的應用示範。

 上述設施除了太陽能光伏系統仍在建造
中，其他兩項已投入使用。待所有設備峻工，一
連串的教育計劃亦隨即展開，包括科學科及設計

與科技科的一些環保節能課程、校
內宣傳活動及問答比賽。
 我們冀望藉上述計劃，可讓全
校的員生直接體驗環保節能設施
所帶來的生活轉變及其優點，
從而提高大家在生活上實踐環
保節能的信心。除了上述計劃
外，往後我們還會繼續研究推
行其他相關的措施及教育計
畫，務求同學能緊貼世界環保
潮流，與時並進。

 2012年的春天，我在花園街遇上了正生書院的陳兆焯校長。閒談間，他邀約我到正
生教他的學生們打籃球，我沒有遲疑，立即接受了他的邀請。

 2012年4月4日，我和黎sir一起踏足這片位於大嶼山芝麻灣的小土地。迎接我們的是
一群皮膚黝黑的彪形大漢，赤裸的上身展示著青龍白虎等紋身，卻又展示著令人舒服的
笑容，引吭高呼：「早晨！」五十多位同學兵分兩路，一半跟著我打籃球，一半跟著黎
sir學跑步，朝九晚五的過了一天。

 除了自己打球外，從來沒試過在球場站一整天！同學們並沒有體諒我們的勞累，仍
不斷游走於我們身邊詢問如何改善他們的技術。打開了話匣子，我們便訴說著各人的過
去。大部分同學並沒有想過他們會被送上法庭，甚至乎瑯璫入獄。他們的整個童年，一
言以蔽之：「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有同學自少便被媽媽視作眼中釘，被哥哥虐
打，她要召喚外人「教訓」哥哥，才能爭取喘一口氣的機會！有的反問我當爸爸是黑社
會成員，媽媽是夜總會女郎，他能有甚麼選擇時，我還能給他們甚麼鼓勵？我和黎sir越
聽越沉重，越發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如何渺小的教育工作者！

 我向上帝祈求，願更多的人能關注這群學生，給他們支援，給他們打氣。

 這一年，我並不是孤身上路。有李中的老師到長洲買雪條給他們吃，也有李中的舊
生、香sir和女乙的籃球
員不懼風浪到正生書院
陪同學打籃球。盼望將
來，能有更多的燭光照
耀著這片土地，讓正生
的同學能更清楚前行的
方向。

▋李中的老師遠赴長洲並購備雪糕
 為袁Sir（後左二）、前校友李琪
 （現役香港籃球代表隊）（後右
 二）和正生同學打氣

▋同學正接受袁Sir訪問

▋正生籃球隊▋我們會鼎力支持陳兆焯校長▋正生長跑隊

▋天台掃上隔熱油漆

▋太陽能光伏系
統

▋課室窗戶已掃上隔熱
塗

層▋
太陽能光伏系統供應電
力予一組照明裝置

袁達枝老師我走進了正生 我走進了正生 我走進了正生 

陳偉文老師校園環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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