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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校長與年逾八十的參加者
合攝於廣州電視塔旁

  

今年李中的主題是「堅毅精神　造福人羣」，其中一項重點活動，是學校派出由校長、老
師、家長及學生一共十五人的代表隊，參與由慈善機構舉辦的「行路上廣州」步行籌款活動。

經過多月的籌備，多得同工和學生會幹事的辛勞，在學校內舉行了數次宣傳、募捐，又舉行
了三次戶外步行訓練。萬事俱備，我們李中十五人代表隊浩浩蕩蕩於農曆年假期間展開了為期五
天的步行籌款活動。我們分別在香港、廣州市、清遠市、丹霞山景區、韶關市等不同鄉市步行，
每天步行三至七小時不等，最後在韶關市一所曾獲資助的小學舉行收步禮，之後再走入農村家
庭，探訪該校的學生，了解農村家庭及兒童學習的情況。

除了李中的代表隊，是次活動尚有其他約一百六十位參加者。他們大都已多次參加這個活
動，也有不少退休人士，其中最老的兩位參加者，更已年過八十！這讓我想到聖經中的一句話
──「愛是恒久忍耐」。步行助學，當然是一件義舉，參加者也必然對內地山區學童的教育情況
極之關注，願意以行動來體現這份愛心 。更難得的是當中的那一
份堅持。在現代社會，我們經常提到「即食麵」文化。隨着通訊科
技發達，人際間的通訊已達到即時性的地步。以往發電郵可能還要
等數小時，現在使用流動電話，不論通話或發訊息，對方不論身處
何方，亦能即時回應。也許是這原因，現代人似乎甚缺乏耐性。聖
經中提醒我們，愛是恒久、忍耐的。看着一班長者，他們有的連續
參與了「行路上廣州」近二十年之久，步行了超過數千公里，每一
步雖然小，但都帶着愛心，懷着堅毅的意志，繼續走下去。

香港人，我們最需要的是愛，是那份恒久忍耐的愛！

錦明
丙申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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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聲編輯委員

顧問：鄧錦明校長、林君敏老師
委員：王菊英老師、呂以碧老師、馬淑玲老師、廖美儀老師

哥林多前書13:4 「愛是恆久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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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俊朗
我相信同學不時也會在學業上遇到不少困難，要麼就是功課太難做，要麼就是沒時間做功課、沒時間溫習，以致學業成績停滯不前。以

下我將會分享一些個人心得，希望對大家有用。
首先在功課太難做方面我認為可以先看看課本，加深認識部分概念，然後再作嘗試。當然有些科目如語文科並不可透過看課本來做。

因此我認為可以打電話問朋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短處。故此，詢問朋友吧！我相信他們十分樂意解答你的問
題。但是，最好不要透過whatsapp詢問。為什麼呢？首先你用whatsapp問他，他有可能不看手機，就解決不了問題。而且用whatsapp的效率
挺低，可能幾分鐘才回覆一句話。但打電話去問一條問題，可能數十秒就能解決，節省雙方的時間。再者，用whatsapp問問題後，可能就會
忍不住按按旁邊的IG，FB，Youtube等，又浪費了心機和時間。至於向同學討教也解決不了問題，或同學解答得不夠完善時，就要問老師，他
一定可以令你對這道題目有更深入的認識。

再者，部分同學說：「我沒時間做功課了，該怎麼辦呢？」其實，我認為這個問題並非時間不足導致，而是時間分配欠佳。例如，每日
花在手機的時間接近兩三小時，導致做功課和溫習的時間不足，這是常見的。我認為應該做完功課和溫習後才看手機；在做功課和溫習時亦
應把手機拿開，並關掉網絡，以免被那些「通知聲」騷擾。

另外，在假日時部分同學（包括自己）會出現以下情況：星期五的時候，對自己說：「完成五日的學業十分辛苦，先玩一會電子產品
吧！」星期六的時候，就跟自己說：「我還有明天呢！今天先狂歡吧！」星期日下午，才驚覺自己明天有一大堆功課趕着遞交，才匆忙做功
課，直到三更半夜，結果令星期一上課時失去專注力。我認為應該要先把功課和溫習做完才玩樂，這才會令自己有一個快樂的週末。還有，
做功課時，盡量在一個寧靜的環境下完成，這樣才能有高效率。若果家裏有困難，我認為可到自修室和圖書館，完成功課與溫習後才回家。

願大家一同努力，抱持堅毅的精神，把學業做好，讓人生踏上輝煌旅程！

學習中的堅毅

行路上廣州

隊員與農村家庭

熱情的杓村民出發去！

看不見龍頭，好有氣勢啊！

農暦新年，本應享受與家人共聚、討紅包、欣賞煙花表演、花車巡遊……但李中的校長、家長、師生一行十五人，卻選擇了「行路上廣
州」，經歷了五天的艱辛旅程。

家教會主席唐靜女士
坐下，思緒又將我帶到了年初三行路上廣州起步禮上……飄揚着樂曲，在雨中，我們背起行囊出發了。
畫面由遠至近。在鄉鎮的街道，優美的景區，塵土飛揚的郊外行進着一支奇特的隊伍。一面綠色的大旗在風中飄揚，一支近200人的橙色

隊伍一個跟着一個，有條不紊地行進着。時而兩個時而四人，過馬路時還由保安人員築起人牆通過！最大年齡88歲，最小15歲！就是這支隊
伍，五天走過了十萬步，為的是中國山區兒童的助學經費。

捧起杯茶，細細品茗。留在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受助者的真情表述，是村家兒童珍惜渴學的表情，是聖約翰救傷隊挑燈戰「水泡」，是
走了十年二十年還繼續來參加的那幫有心人，是龔Sir的那雙鞋，是張Sir的那首歌，是同學們的真情流露，是校長的關懷與鼓勵，是家長的
同行……

風雨中我們同行，同歡笑共唱詠，愛在每個人的心中紮根。明天我們奔赴各行各業，不變的是鑄造出的品格，是堅持到底的堅毅，是擔
當是勇氣。這難道不正是李中人薪火相傳的精神嗎！

放下杯茶，推開門，走出去，世界就是我的家！
後記：家教會於這次活動捐助了5000元。我和Jenny兩位家長自願參加了此次活動。期間協助籌募資助資金，參加行山培訓，購買鞋杖。

行完整個過程後收穫的是對自身更多的瞭解，信心，堅持和毅力。對學校亦師亦友以人為本的教育的領悟──嚴格的地方絕不鬆懈，平等但
不說教，玩時又絕對放得開。為孩子能在李中這一健康的氛圍裏成長感到由衷的欣慰！祝願李中枝繁葉茂，碩果纍纍，主恩常在！

龔錫雄老師
「風雨同行，滋味共嘗。」
這不是某某食品的宣傳廣告用語，它是我參與行路上廣州2016活動後的感想和總結。
在這五天裏，我們一同艱辛走過、一同經歷風吹雨打；一起笑過、一起堅毅過。最後，終不負各位親戚好友、師長、同學和捐款者的支

持，我們完成了這次步行助學的壯舉。
在這次活動後，我更明白山區貧窮兒童(特別是女孩子)放棄求學的實況。她們有些礙於重男輕女的陳舊思想的驅使，被迫留在家中照顧

弟妹，或需要在家中幫忙養豬放雞，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這些情況，這一切一切，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現代社會中還是活生生的出現。
同學們，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可以怎樣去改變世界？在我們眼前，這世代的需要和呼喊，我們看到了嗎？
同學們，請珍惜自身學習的機會，自勵奮發、積極向上，並培養出良好的品格。將來，你便能造就他人，成為別人的祝福。共勉之。

4B徐錦超
這次活動令我感受到的不但是學校主題「堅毅精神，造福人羣」，更加磨鍊了我的意志，讓我有不一樣的經歷。 
還記得在出發前，一直都很擔心自己的身體無法應付這五日四夜的行程，因為自己平時也沒有做甚麼運動或者體能訓練。直到自己順利

完成活動，才發現只要堅持，一定可以突破自己。
雖然如此，在路途中仍然遇到不少困難。還記得第二天的路程較長，路程長達約三十公里。走到尾段時，腳已開始疼，身體更是疲倦。

此時，看看比自己年長的長輩們，他們依然堅持完成這段路途，看見這畫面，更加激發了自己的堅毅。
令我最深刻的，絕對是在完成路程的那一天跟希望小學的同學拜年。他們不求富足，但求溫飽。看到那位小妹妹，只需少許物質已經足

夠，平日更是沒有甚麼興趣、娛樂。相比在香港的我們，每天對着智能手機、不知足、不珍惜身邊的東西，這位小妹妹絕對是我們學習的榜
樣。

5A蔡凱琳
這五天內，點點滴滴歷歷在目，不能盡訴。李中代表隊在四天內走過超過60公里，目的是身體力行，籌款幫助山區的失學兒童。在香港

的我們，每一天在埋怨考公開試的辛酸，放眼一看山區兒童，他們卻連學習的機會也沒有。華光女子中學的同學們，每天膽顫心驚地上學，
因為她們害怕家中沒有金錢交學校雜費，隨時失去學習的機會。化旦尖措孤兒學校的孤兒，每天生活在不通風的倉庫中，別談學習機會，連
基本生活必需品也沒有。田心小學的同學於一所設施不足的校舍中學習，但是他們依然力求上進，為求更美好的將來。我們生活在香港，壓
力當然很大，生活屢感不愉快。但當我們把目光放遠，看看這世界，我們至少得溫飽，擁有完備的校舍，擁有學習的機會，我們還不感恩
嗎？

5A曾銀芳
雖然這趟旅程很短，但是途中的經歷卻點綴了我的生命。十分感恩我不但可以在旅途中與李中的同學、老師和家長多了交流，更重要的

是與其他團友有交流的機會。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故事，在聆聽別人的分享時，自己亦有不少的反思。
參加行路上廣州，我是出於好奇，出於對沿路景點的期盼。但行完、聽完受助學生的分享，我甚為感動。我不知道自己的微小付出真的

可以造就他們的將來，改變他們的命運。那位受助女孩分享到自己因為家貧，沒有讀書的機會，分享到自己在學業方面的追求，分享了那份
的不甘心。她，比我們每一個都更懂得珍惜學習的機會。那刻我不禁反問自己那份對學習的追求心態去了哪裏。

在到希望小學的學生家中拜年的時候，我體會到縱然他們的家庭比起其他的家庭貧窮，但是他們都不惜把最好的留給孩子，希望孩子能
多讀點書，可以早日脫貧的苦心。學習成為了他們改變命運的轉捩點，我們也應學習他們的態度，讓知識改變我們。

2



50公里綠行組
獎項：亞軍
時間：6小時36分
組員：5A 廖智聰、黎可基老師、校友李城濤

25公里綠行組
獎項：冠軍
時間：2小時35分(打破舊紀錄達8分鐘)
組員：3C譚躍男、5B李健聰、校友蔡偉途、黃偉豪先生

25公里冠軍──破大會記錄

環島行參賽師生與校友
25公里隊員攜手衝線

50公里亞軍

那麼，同學該怎樣做才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向呢？第一步是「立足現在」，即是認清

自己的長處、短處，檢視自己的能力與思考自己的特點。同學可透過不同性格測驗、興

趣練習以增加對自我的認識。可惜的是部份同學會欣然接受現有的缺點，不願嘗試把缺

點改善過來。較為理想的做法是認清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繼而作重點加強，讓自己

變得更全面。第二步是「放眼未來」，為自己定下適合的目標。相信每人都總會有夢

想，要達到夢想需要按部就班、由最基本的做起。很少人能夠一步登天。當中需要不斷

的嘗試，偶爾失敗是在所難免。同學需要學習面對失敗、懂得從中汲取經驗，讓自己進

步起來。　　

最後，建議同學多與家人、師長溝通，互相交流意見，儘管大家面對的困難有所不

同，家人與師長的經歷、意見等相信也會對自己有所啟示。

生涯規劃

同學參加「築夢工程」
全港校際比賽

本年一月三十日，本校師生及校友組成三隊，參加了第二十三屆「綠色力量環島行」，分別完成25分里及50公里的賽事。要成功完成賽
事，一點也不容易，面對困難時，同學也想過要放棄，但因着隊友間的互相支持與鼓勵，抱着堅毅的心，同學最後都能堅持下去，不怕艱辛
地完成比賽，並獲得理想的成績：

看看其中兩位隊員的分享吧：

5A廖智聰
我參加了綠行組50公里的比賽，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長距離的山路比賽。我的目標只是希望順利完成比賽，希望不要拖累隊友。賽前

感到一絲絲的緊張──聽說這個比賽十分辛苦，但我真的不希望自己受苦。 
比賽剛開始時，頭一段的賽程比較輕鬆，而且能夠在比賽的途中欣賞到香港島南部優美的風景，美麗的山峽，令人心曠神怡。
跑過頭段的25公里，我開始感到路途十分漫長。看着手上的錶，倒數着，但還有差不多四小時的路途，我只好繼續跑下去。
可惜好景不常，後段開始出現更多的上山路段、數之不盡的樓梯級，需要跨越多座大山。持續的上山令我倍感吃力，讓我的體力持續消

耗，我的大腿開始感到酸軟和抽筋。後來，抽筋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令我感到十分痛苦。但比賽的路途仍然遙遠，與終點仍然有距離，我感到
自己快支持不下了，我的腿不能跑下去了。

我開始產生放棄的念頭，對自己說自己不行了。想放棄的時候，隊友們的鼓勵，激勵我跑下去，令我堅持下來，決定要靠着意志完成賽
事。我告訴自己，喊辛苦也沒有用，倒不如堅持下去。

路途仍然遙遠，但不知不覺間，16……14……10……9……7……4……3公里，距離已經縮短了，與終點的距離更接近了。最終到達終
點，讓我鬆了一口氣。六個半小時的路途終於完成了！

這是一次艱辛而非凡的體驗，若果我放棄了，便失去成功的機會。儘管路途艱辛，但原來只要捱過最辛苦的路程，之後獲得的快樂和好
處會更多。看來其他事情都是沒有不可能的，也沒有讓自己放棄的藉口，我定要繼續向目標進發。

3C譚躍男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環島行，令我十分難忘。在比賽前幾天，我還要參加學界田徑比賽，早已是筋疲力盡，我實在擔心不能順利完成第二

天就舉行的環島行。
在比賽前，我感到十分緊張和膽怯。腿部肌肉的繃緊，讓我感到十分疼痛，我害怕會因此而成為隊友的負擔。
這次賽事的路程大約是25公里。相對50公里的賽事，25公里不算十分長，但比賽的過程仍然是十分艱辛的。途中我多次產生放棄的念

頭，但是幸好我的一班隊友一直支持和鼓勵我，陪伴着我跑回終點。令我最深刻的是在龍脊的山路上。由於比賽前幾天曾經下雨，路面非常濕
滑，我的隊友也因此滑倒；除此以外，這路段也是全程最難走最辛苦的一段。然而當想到我們在練習時訂下的目標，想到隊友的同行，我決定
要堅持下去。最後，我們以2小時35分完成賽事，奪得冠軍，成功達成目標──破大會記錄。

成功與隊友一起達成目標，確實令我引以為傲。

曾唯燾老師
以往生涯規劃或職業指導的方向多為「人」與「環境」的配合，常聽到的是好靜的人應該在辦公室處理文書的工作、好動

的應該在戶外工作。隨着職業市場的改變，衍生很多新工種。這些新工種類型較獨特而且工作性質較多元化，好靜的不只局限

於文書工作、市場上也有很多適合好動人士的室內工作。過往的指導方式已顯得不合時宜。近年生涯規劃方向鼓勵同學增加對

自我及就業市場的認識。現在常聽到的是要將自己的興趣變為職業。的確，個人興趣會影響職業選擇；不過，影響職業選擇的

還有個人能力、價值觀、社會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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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徐錦超
經歷了一年的體驗與學習，完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任務，學習到一個又一個的道理和意義，還有很多很多……
我想很多人聽到「僕人」二字，會想到聖經中的僕人，或者是身份低微，被瞧不起的人。但加上「領袖」二字，卻變得有氣勢了。所謂

領袖，也就是大眾的領導。「僕人領袖」正正就是不求回報、不求名份，以謙卑的心態，為別人服務，成為別人心目中的特殊領袖。
在參加這個計劃之前，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自信、不主動的人，參加計劃之後，明顯比以前自信多了，而且也更加主動了。從基督徒

的角度來看，是神帶領我直到現在；在另一個角度看，我想是這個計劃裏大大小小的事務影響了我。
說實在的，在這計劃裏，經歷了很多喜怒哀樂。在「喜」時，大家一起瘋瘋癲癲、一起玩耍；在「怒」時，大家學會了忍耐，一起面對

困難；在「哀」時，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承擔；在「樂」時，大家一起共享，一起把快樂精神傳承下去。
難忘的回憶實在太多，要一口氣說完實在有一定難度，如果要從這麼多活動裏挑一個，我會選擇台灣之旅。
這是我第一次到台灣。一到達台灣，就聽到親切的國語。台灣人給我們的感覺實在是太溫暖了。記得在一次活動裏迷路了，有位台灣人

主動走過來問我們是否需要幫助。那刻真的楞住了。在香港，連問路都怕被人拒絕，但在台灣居然有人主動來問你是否需要幫助，那刻我的心
真的融化了。

最深刻的一定是第一天的活動任務「以物易物」，以大會提供的一張明信片，在多次與途人交換之後，我們組最後換來一張杯墊。沒
錯，價值雖然便宜，但卻令我們感受到，當看見別人有需要時，便應拿出自己僅有的力量去幫助別人。

另一個難忘的經歷便是除草。那天天氣炎熱，大家穿著一身青蛙服下田除草。後來才知道原來該池塘的雜草已經一年沒人除過，靠我們
幾十人同時合作，一個多小時便除完了。原來在一個社會團體中，團隊精神是如此重要，多一個人，少一個人，分別可以很大。

完成台灣之旅後，便回到香港把我們學到的東西運用到社會上，我們在社區內尋找獨居長者，嘗試與他們接觸和溝通，最後成功上門服
侍他們，還做了很多好吃的給老人家。雖然每個人付出的只是一點點心意和愛心，但在獨居老人眼中看來卻是無比的關愛。

在一個社會、社區以至整個香港，我認為一定要有人承擔「領袖」的角色，成為眾人的良好榜樣。社會中需要我們服侍的人數之不盡，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出一分力，彼此合作，絕對可以令他們感受到溫暖。

這個計劃的得着不單是個人的成長，更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為這個社會服務，成為僕人領袖。這種謙卑、自信、主動的精神，絕對是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

3D 鄒卓然
在僕人領袖的活動中，我最深感受的，莫過於自己團隊裏的改變。
我記起在第一次僕人領袖的活動中，我被派去了現在的組別，没有熟悉的朋友，我只能硬着頭皮，試着和團員一起完成任務。我是組裏

比較活躍的一個，不知不覺間便成為了團隊的領袖。
第二次三日兩夜宿營，還記得第二天我們要去茶果嶺和鲤魚門進行任務。我們雖然要在指定時間内進行任務和訪問村民，感到不少的壓

力，我們卻沒有一絲的抱怨和放鬆，反而抱着堅毅精神，越做越起勁！這跟一開始各人都不願做、不願一起投入當中、不願下功夫的我們有
了很大的改變。

最後，希望我們組能更團結一心，繼續以堅毅精神去服務他人，成為一個真正的「僕人領袖」。

3D 王超龍
能夠參加僕人領袖計劃，訓練自己成為一個領袖，我感到很開心。
在活動中，我學習到去聆聽別人的意見，而不是因為自己可以是一個領袖而一意孤行。有時候我們要與組員合作去完成一些任務，如果

組員之間缺乏了應有的溝通以及聆聽，就難以完成任務。例如在三日兩夜的宿營中，有一個任務是要我們在限時內以水注滿一個空水桶，使
水桶裏的乒乓球溢出。我最深刻的是我和組員們不斷提出新的方法以求完成任務，而我們都嘗試了組員的每一個建議。組員的默契由此慢慢
建立，最後順利完成了任務。

此外，僕人領袖計劃亦令我學懂更關心身邊的人，並嘗試理解別人的想法。身邊有很多東西是我們不認識和不理解的，只有我們願意付
出關心，這個社會才會變得更和諧、更美好。在三日兩夜宿營的第二天，我們去了油麻地的露宿者之家。我看到露宿者之家的樓下是一個垃
圾站，這怎麼可能啊！導師說政府計劃把露宿者之家搬走，可是必須要連同樓下的垃圾站一起搬走。原來政府並不是為了改善露宿者之家的
環境而將之搬走──社會上依然有不少人受到不公平對待。因此，我們更需要多關心身邊的人和事、關心社會。

陳偉文老師

2月12日宿營─貧富宴後匯報
2月13日宿營─同學到社區考察

同學於1月30日訓練日營

進行歷奇活動後匯報

2014-15僕人領袖訓練計劃

本年度成員分享 :

「從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任。」這是去年作為旁觀者的我對僕人領袖訓練計劃的印象，因為這是計劃的口號。因沒

有參與其中，故對計劃的內容不太認識。      

今年有幸跟隨陳炎華老師陪伴着廿多位中三及中四同學參與新一屆的計劃，讓我可深入了解整個計劃的目標及運作。雖然

現階段只進行了幾次訓練日營及宿營，但過程中讓我看到同學們的一些成長和改變：透過互動的遊戲、討論反思及社區考察，

他們開始學會理解社區上被忽略的一羣所遭遇的困境。突破機構的同工及義工導師積極地帶領同學嘗試以青年領袖的角色去學

習組織服侍工作、提供服務給社區上有需要的人。個人覺得計劃的可貴之處，就是看到這羣少年人每一位都願意放下自我，不

斷嘗試突破自己，向着目標進發。

這計劃在未來仍有一系列的訓練活動、台灣交流及社區服務要開展，盼望李中的同學都能成為有社會承擔、肯為有需要的

一羣付出的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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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簡介：
莊偉忠先生出身於銀行界，是香港管理零售單位信託基金的第一代成員。他一

手創立安信信貸，其後以高價將安信賣盤給渣打。2004年他轉做公關後，加入馬會
任職推廣經理，破格將一馬匹──「精英大師」包裝成明星，結果「精英大師」獲
《時代雜誌》選為2004年「100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至2007年莊偉忠先生轉
職西田百貨，後改名一田百貨，建立「現代日式生活百貨」形象。

在此感謝莊先生接受我們的邀請，親身訴說他成長的歷程，分享自己的成功之
道，並勉勵學生。

訪問嘉賓後的感想如下:

4B 黃諾行
訪問開始時，莊先生提到自己兒時睡在紙皮箱過活，追追逐逐地渡過童年時期。就是因

為這樣，鍛練到自己能面對各種壓力的應對能力，堅持不懈，不斷奮鬥。他更指出，軟弱的
人做事成功的機率是微乎其微。「自我、自信心、尊重自己」是莊先生經常灌輸給我們的信
息。特別在商界，不要介意別人怎樣看自己，以自己認為正確及對的方向走，在不被人扭曲
自己的思想下，成功機會便會大增；不必與人比「叻」，隨遇而安便行。

4E 林沅昊
莊先生說做人要有自我，而我想這種自我，並不是那種我行我素，極為隨便，不顧他

人；而是尊重自我，明白自己，不讓感情影響自己，不要管別人如何看你，因他們說的不一
定是事實。亦因如此，不要用自己的道德標準去判斷別人，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同，不能就
這樣分辨誰是誰非。

4D 鄭雪盈 
莊先生教我們管理下屬和處理事務的特別方法：取消開例會，因為例會阻礙員工的工

作；即使人在高位，也不要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因為每人能力不同，應讓人各展所長；向農
民買貨時會在三十天內找數，用良心對待人；員工方面，因應個人能力，分擔不同的職位。
原來除了運用一些營商技巧外，還要用「人心仁術」去管理公司和以真誠待人。

4A 張嘉悅
這次採訪我深深體會到管理的秘訣靠的不是「MBA」的高深理論，而是「小六學生都懂

的做人道理」。管理如同做人，憑真心，就如莊偉忠先生說的「我永遠堅信自己對別人好，
人家必記得，做人『真』才會無敵」。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是「把握機會，活好今天，不
要經常往後看，不開心就不要做了。要謹記，現在做的事三十年後不後悔就好了。」

4A 華愷亮
我學到最重要的是尊重，莊先生說他有一位中學老師曾向他狠狠地責罵，他雖然完全不

同意老師的看法，但是他仍然很尊敬老師。他亦提到母親所說的話就算自己不盡同意，但是
他對母親仍絕對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這令我體會到原來即使意見和理想不同，仍然可
以互相尊重。

4B 岑天生
莊先生鼓勵人多留意微小的事，因為微小的事會累積成大事。他少想將來，認為只要

把握今天，做好今天就可以了。他認為人們不需過份重視起跑線，而且讀書只影響第一份工
作；做人處事的態度和經驗才是最重要。做人應該要尊重自己，樂觀過活，生命才能活得豐
盛。此外做人也應該要勇敢面對挫折，軟弱是不能成功的。這些都是莊先生教曉我的。

4C 陳毅恆
拍過團體照後，莊偉忠先生便帶領我們到沙田一田百貨的門市參觀。他介紹了不同的專

區，有賣熟食的、水果的、行李箱的……他告訴我們這裏有很多的香港第一，如第一個全日
式美食區等等。過程中，每個人也很專心聆聽他的說話；在這人流密集的地方，同學也很有
秩序。經過這次訪問，我深深明白到做人應該要樂觀積極，自己的路是屬於自己的，要怎樣
走，視乎你想悲觀消極過一生，還是想快快活活的渡過這一輩子!

學生代表致送紀念品
給莊偉忠先生

莊先生在一田百貨內
與學生分享心得

同學踴躍發問

大合照

學生代表在開始時
介紹受訪嘉賓

學生總結對談中
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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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積極發言

一家大小燒烤樂

同學演出投入

中一備稿演說比賽

候選學生會諮詢大會
學界田徑比賽獲獎同學合照

校外田徑比賽獲獎同學合照

校長、老師、學生大合唱！

陣容鼎盛

籌款義唱，學生「塞」滿現場

同學投入課堂中

同學齊心解決難題

抽獎環節

校長與小學生打成一片

校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中六誓獅大會
學生宣誓要為公開試努力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優秀表現獎

得獎者合照

火雞大餐

IPAD
數學比賽

小學生
参觀
學校

家教會
燒烤晚會

海洋公園
聖誕報佳音

行路上廣州
籌款表演之
歡樂滿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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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out in full force to meet an eager student body when the first English Speak-

ing Day was held on October 15, 2015. The theme was bucket filling, the act of being kind and respectful 

to others. Students who displayed the qualities of a ‘bucket filler’ through polite action or language were 

rewarded with candy pieces dropped into their very own bucket. Students took part in a scavenger hunt 

and viewed bucket filling videos starring students and staff. Class 4E won the bucket of sweet treats, and 

celebrated their good fortune. The day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kicked off the school year in a spirit of opti-

mism and joy. 

匆匆廿載、時光荏苒，轉眼間離別李中已在倒數階段，真的有點依依不捨之情。感謝主讓我能在這充滿愛的地

方服侍及成長，讓我的召命人生中有着難忘的回憶。哈利路亞！

初踏進李中校園時，新翼還未建成，但那時一草一木，我還有深刻的印象。一棵壯大的龍眼樹曾屹立在現今停

車場更亭的位置，我也曾嘗過它的果實，很是回味！後花園也有不同品種之植物，閒時到那裏散步、默想和禱告，

令我有減壓之感！花王蓮姐時期，工友宿舍旁廣種植物，吸引貓頭鷹夜訪，更是令我緬懷！

除了景物之外，同工之情懷更加珍貴。新翼之興建，使李中空間擴大，地下分散的教員室更從此於三樓聚合一

起，使教師連繫更密切、感情更加融洽！此外，李中的工友是我服侍數間中學之中最為友善的。我喜歡每天見到工

友們都稱呼他們的名字，叫聲早晨，他們親切的回應及勤奮的工作，令我心存感恩和謝意！值得一提的是李中工友

油印效率之高，實在對老師的教學幫助不少，藉此機會再次說聲多謝！

感謝校務處同工在工作上的多方配合。她們的努力不懈與默契，我也會銘記在心。

李中有一隊很出色的教師團隊，歷任校長的帶領，教師們認真教學和充滿熱誠，團契分享與見証和支持；體諒

和包容，在其中工作更覺開心愉快和充滿正能量。

我更欣賞和我並肩的訓輔同工，大家互相補位、彼此協調。能與你們一起工作是我的榮幸！

English Speaking Day - Bucket Filling

Hall Activity Bucket Filling Activity Sweet Treats

葉義德老師

在李中教育了很多學生，每位都是獨持的。身為訓輔導主任，我在李

中扮演嚴父角色，對同學嚴重的違規行為，有時會痛心訓斥，希望同學能

深切反思，記於腦海中，勿再重蹈覆轍！我也曾經歷過擁抱數位激動的男

同學，以免同學傷害自己和別人，這些片段令我畢生難忘！

任教高中生物科多年，學生都知道我是一位嚴厲的老師，對學生有一

定的要求，尚幸每次公開考試放榜，學生都獲得應有的成績，實在令我感

謝神！　

李中廿載情，實在不能用三言兩語道出。離開李中，祈望神繼續使用

我服侍別人，榮神益人。也但願李中能為主繼續發熱發光，服務人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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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學校本年主題「堅毅精神 造福人羣」，本校舉辦了
《我的夢想》作文比賽及「《爭氣》觀後．我感/敢畫」繪畫比
賽供全校學生參與。同學們參與熱烈，他們都透過文章分享他
們的夢想，以及透過畫畫表達他們對堅毅及電影《爭氣》的看
法和感受。盼望同學們都以堅毅精神邁向他們的目標和夢想！

「《爭氣》觀後．我感/敢畫」繪畫比賽得獎詳情如下：

      《我的夢想》學生作品節錄

1C 周傲晴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可能會有萬丈深淵，也有可能會有誘

惑。要成功走完這條路，必須要擁有堅強不屈的意志。

2D 張曦彤
「萬里長征」還未完，中途還會遇到無數的荊棘，不要怕

痛，一步一步，努力走過，哪怕過程含着多少辛酸，含着多少淚
水，也要捱過去。

放棄很容易，只要停下來，便不再覺得辛苦，但如果堅持，
會走到很遠很遠，甚至達到另一個高峰！

5B 郭慧欣
「夢想」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對自己許下的承諾，夢想可大可

小，可遠可近，而我的夢想正是周遊列國，認識不同國家的流浪
人士。

愛，不是尋找一個完美的人，而是學習用完美眼光，欣賞
那個並不完美的人。我的夢想可能沒有終點，甚至會令人覺得荒
謬，但我忠於自己，盼望流浪人士的故事可以讓後世獲取教訓和
提醒。

到不了的地方叫遠方，回不去的地方叫家鄉。而我，一直
嚮往比遠還要遠的地方。這個夢無論多遠多困難，我都會努力完
成，讓自己過得無悔。

6B 馮雅潔
每個人都有夢想，但誰會願意去為自己的夢想飛翔？蘇格拉

底曾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理想奮鬥。」而我也絕
不例外。

初中組
冠軍　2C　何凱媚

亞軍　1D　蔡宛熒

季軍　2C　何芷茵

高中組
冠軍　4B　袁詠怡

亞軍　4B　黃諾行

季軍　4E　林嘉希

電影欣賞──海運戲院齊《爭氣》
日期：2015年9月27日及10月3日

全校師生「溫暖滿葵盛」
日期 : 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
時間 : 上午10:00 – 12:00
活動 : 
(1)香港老人福利面面觀介紹
(2)祝福大行動──製作Peace Box送贈老人
(3)全體師生分享歡樂──享用雪榚及拍照

校慶感恩崇拜
日期：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 – 4:00 

袁達枝老師榮獲教育學院

「實習學校優秀教學啟導教師獎」
雷淑銘老師及張迪生老師獲

《敬師運動委員會》
提名為受表揚的教師

袁達枝老師榮獲香港青年協會舉辦
「讚好校園」表揚計劃之「讚好老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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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主要由校友負責感恩崇拜，擔任領詩、證
道、讀經、祈禱的工作，突顯上帝透過李中造福及成全
一班得上帝喜悅、服侍上帝的人。

「傳承」──今年學校主題為「堅毅精神 造福人羣」，
各項活動包括全校師生到戲院欣賞電影《爭氣》、「行
路上廣州」、「溫暖滿葵盛」，讓李中同學傳承關愛、
培養堅毅的精神與品格。

高級組冠軍作品
初中組冠軍作品

恭賀本校教師獲獎
本校雷淑銘老師及張迪生老師榮獲《敬師運動委員會》提名為   

「第二十屆表揚教師計劃」受表揚的教師。

本校袁達枝老師榮獲教育學院「實習學校優秀教學啟導教師獎」
及香港青年協會舉辦「讚好校園」表揚計劃之「讚好老師獎」。

本校師生同人在此恭賀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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