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基書院 30 周年 紀念特刊

發刋詞
編輯委員會
「三十」和「九七」這兩個數字都具有一番意義。
常謂「三十而立」，意即人到三十正是方華正茂的時期，是人邁向成熟的重要
里程碑。至於「九七」，不僅標誌著香港回歸中國，更標誌著香港未來發展的
新紀元。適逢其會，銘基書院亦跟「三十」和「九七」這兩個數字連在一起，
在「九七」這具歷史意義的一年渡過了三十個春秋。
正如眼前香港基建工程的偉大成果一樣，銘基書院開啟人類智慧的工程都有一

定的成績。自一九六七年創校以來，辛勤的建築師便埋首苦幹，昔日在校的，
如今已是社會的棟樑；而制度方面，也更趨向成熟，並配合時代的步伐不斷改
善。此外，在這三十年間，我們更藉著各方面的活動，令這個大家庭成為一個
有情天地，師生一同肩負著香港在新一個紀元發展的使命。
這本三十周年紀念刋物的出版，一方面讓大家回顧銘基書院的過去，同時亦展
示我們對將來的期望。刋物中的文章除包括學校各方面的介紹外，也蘊含各界
友好、老師和同學的心聲。
這校刋在籌備至誕生的過程中，實有賴各界人士、家長及校友的支持，各老
師、同學的合作，才得匆促付印，編委會謹在此深致謝意。然而粗疏不足之
處，實在所難免，加上篇幅所限，部份來稿未能盡錄，敬希各界友好見諒。
正如本校三十周年校慶標語所說：

銘基三十濃情載，
邁向璀璨新年代。

盼望各位在閱讀此校刋時，能與我們分享到一份喜悅，體會到三十年來滿載的
情誼，並與我們攜手創造未來，邁進璀璨的新紀元。

校徽

校徽
銘基書院的校徽與區會其他直屬中學的校徽的設計基本相
同，源自區會第一所直屬中學何福堂書院。一九六三年何
福堂書院在新界屯門創校，其首任校長吳榮恩博士即發起
校徽設計比賽，最後的校徽樣式是將兩位參賽同學的設計
合併而成。
校徽整體設計成盾形，代表基督徒倚靠着基督裏的信心，可抵擋惡魔的攻
擊，為真理爭勝（弗 6：16）。校徽中央以十字分割成四部份，每部份有不同
的設計，其涵意如下：

右上部份：
左上部份：
一本打開的聖經，上有以希臘文寫成
的字句，其中文譯意為：「耶穌就是
基督」；新約聖經原文是用希臘文寫
成，而「耶穌就是基督」乃是基督教
的基本信仰。

一個不常見的十字架，上有火焰冒
出，稱為聶斯托利十字架（Nestorian
Cross）。這是公元八世紀期間，一批
屬聶斯托利派的基督徒，從西方來到
中國宣教時所用的標記。（在「大秦
景教流行中國碑」上即有此標記）。
現時此十字架標記多用以代表在東方
的基督教。

左下部份：

右下部份：

三個英文字母「C」字重疊而成的標
一個中文印章刻上以隸書寫成的「銘
基」二字，此部份乃是各校的校名， 記，代表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而中文印章代表學校是為中國人開辦 （C.C.C.三個字母是「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的簡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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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 K. Walls
When I was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in Auckland in the 1950s, I
remember our whole school singing “…40 years on when afar and
asunder, parted are we who are singing today. Then we’ll look back
and forgetfully wonder what we were like in our work and our play…”

Well, we’re only 30 years on , but many of us are certainly parted to the corners of the
world, and also forgetfully wondering in 1997 what we were like back in our school days.
For all of us our Ming Kei years were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hey were formative years
and so we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but for staff too those were times when we built
relationships, (a surprising number of marriages grew from the Ming Kei staffroom), made
friends and gathered experience. For Margaret and me, those first ten years of Ming Kei
were the most special to us in our careers and they’ve influenced the rest of our lives.
We made friends and came to love people who took us to their hearts – even though we
were “outsiders” who never gained real fluency in Cantonese.
When Ming Kei was established in 1967, Hong Kong wa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from n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ainland China was developing, and thi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Hong Kong. Few people then could have imagined the solution to the “1997
situation” that has now been worked out. Hong Kong has also become a vastly more
affluent place. When our school first opened there was just one student who was usually
brought to school each day in her parents’ Benz car, or a taxi. Other students were
astonished by such a sign of wealth. In those days too, after examinations, classes went on
visits to various places of interest. Staff discovered that for a few students, a school trip
was their first time to visit Hong Kong Island, and for more, the first chance to ride the
Peak Tram. But for all of us, these were times when we grew in all kinds o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As a school, there was a pride that in our togetherness we could do good
things well – and we did. There was even one year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Ming Kei
gained a higher pass rate in Cert. of Ed. English tha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Grant-in-Aid
boys’ schools in Hong Kong!
For Margaret and me, those early years of Ming Kei were special because people grew in
togetherness as a team, in appreciation of one another and in the belief that people matter
more than things. For some time, the school’s Christian Fellowship met as three groups,
junior, intermediate and senior, because together they were too big for any room in the
school, and the hall was not always available or suitable. Nobody knows how many took
the opportunity that their school days gave to set priorities for their lives, to decid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o trust Jesus Christ personally, but that many have done so over
the years is surely among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s in the life of Ming Kei College.
Political leaders, the way people spend time and money and many other things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But it is belief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alues and priorities in life
which will continue to be what matter most in peoples’ lives. As Ming Kei continues to
stand for these things which don’t change, so it will continue to establish its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great schools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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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Former principals
Mr. H. T. Chan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send you greeting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Ming Kei College. Ming Kei College has proved itself, by its traditions and its
achievements, worthy of the name it bears. Good work has been done since Ming Kei
College first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students around the Tai Kok Tsui district. Since then it
has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leading schools in the Mongkok district. What will the future
bring? Ming Kei College is going to play a notable role in the education of youths, not
only in the Mongkok district but in the whol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 am sure that
in the years to come it will develop itself into one of the leading schools in the SAR.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traditions which have been set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will be
maintained by succeeding generations during the years which lie ahead, so that Ming Kei
College may continue to turn out well-educated youth to serve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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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基書院三十年來之發展概況
許俊炎校長
銘基書院於一九六七年創校，今年正進入第三十一年，校方除籌辦各項活動以
慶祝「三十周年校慶」外，更編纂此「特刋」，以作留念。本人謹將三十年來
學校之發展作一概括介紹，以資「銘基人」或關心本校之發展者參攷。
一九六零年代香港社會出現急劇轉變，大量適齡學童隨同家人從中國內地湧入
香港。當時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牧師有見及此，遂本著「透
過學校、傳道服務」之宗旨，釐定了「區會十年建校計劃」，興學育才，拓展

教育事工以應社會之需求。銘基書院之創建亦在此項計劃之內。校名「銘基」
之取義已無從稽考，但從字義及基督教會之辦學精神來看，其主旨當為「銘記
基督耶穌恩典和訓誨」，雖不中亦庶幾近矣。
一九六七年初，區會向政府申領位於大角咀橡樹街和櫻桃街交角之官地乙幅，
即鳩工興建校舍。一九六七年九月，首先開辦中一級四班，假石硤尾偉智街銘
賢書院校舍上課，並由銘賢書院校長京力士先生（Mr.
R. F. King）兼任校長。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在現校址舉行奠基禮，敦請紐西
蘭長老會海外傳道部總幹事穆理牧師（Rev.
J. S. Murray）主禮。同年九月續辦中二級四班，仍假銘賢書院校舍上課。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興建歷時兩載之校舍
終告完成。全體員生正式遷入新廈上課，而區會
亦正式委任紐西蘭籍之韋仲堅先生（Mr.
J. K. Walls）接掌校政，成為本校首任校長。同年
三月二十九日，舉行新校舍開幕典禮，由當年港
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親臨主禮，與會官紳名流、社會賢
達、教牧長執、學生家長暨全校員生凡數百人，儀式莊嚴隆重，極一時之盛。
本校校舍佔地面積約四千六百平方米，校舍樓高六層，呈曲尺形，共有課室二
十六間、實驗室四間，另有縫紉室、美術室、手工室、家政室、地理室、音樂
室及圖書館；有獨立禮堂一座，可容納一千三百人，禮堂設計獨特，宏偉壯
觀，榮膺東南亞學府建築設計獎。
一九七一年九月學校開辦至中五級，翌年首次參
加英文中學會考。同年向教育署申辦大學預科班
獲准，遂於一九七二年九月正式開辦中六級文、
理各一班，同年十二月舉行首屆中五畢業典禮，
翌年則首次遣派學生參加高級程度會考。至此全
校共有二十四班，中一至中五級各四班，中六及
中七各二班，成為一所標準之英文文法中學。
由一九六八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八月，韋仲堅校長主理校政年代，期間進行之
建設，包括將位於二樓之部份更衣室及工友室改建為一所實驗室（即今之物理
實驗室），及將原為停車場之禮堂下層改建為生食堂，方便學生用膳。綜觀韋
校長主政之十年，校務設施特點有三：
（一）注重宗教教育──透過宗教以期培養學生基督化人格。
（二）提倡民主風尚──透過會社及課餘活動，灌輸學生民主意識。
（三）培養藝術氣質──首創陶藝科目讓男女生修讀，以配合各生均要修讀美
術、音樂和家政科，從而培養學生之藝術氣質。

一九七七年九月韋仲堅校長任滿返回紐西蘭，陳和通校長奉命接掌校政，轉瞬
十有五年。期間無論在學校建設、校務推展、校政組織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
和發展。茲摘要簡述如下：
（一）學校建設方面
甲．增設特別室
包括將地下工友室擴建為「電腦室」，將雨天操場東端部份改建為「打字
室」，在二樓開設「視聽室」以加強教學效能，又將位於六樓的一間課室改建
為「語言實驗室」，以提供一寧靜環境讓學生接受英語聽講訓練。
乙．增購設備
包括改善「陶藝室」之設備及裝置，添購圖書及教材充實「圖書館」，並增購
影音器材以配合「音樂室」及「視聽室」之教學及課餘活動需要。此外又先後
於圖書館、視聽室、教員室及校務處安裝冷氣機，使學生及教職員有較佳之學
習和工作環境。
（二）校務推廣方面
甲．增設學科，以提供多元化課程讓學生選修
除原有學科外，更於一九七八年加開經濟科，八零年加開會計學原理，八一年
加開英文打字科，八二年開設商業科，八三年增設電腦科等會考課程，再於九
零年初開設會計學原理及經濟學等高級程度課程，提供多元化之課程供學生選
修。
乙．增加大學預科班數目
原有大學預文理各一班，八十年代中期基於預科學位需求甚殷，遂應教育署之
邀請增加理科一班，合成兩理一文。
丙．成立學生會
為給予學生合宜之領袖訓練，並培養他們的自治精神，故於一九八二至八三年
成立學生會，負責策劃及推動有關學生之活動事宜。
（三）校政組織方面
為使全體老師均有參與校政的機會，以期提高他們之專業知識及推動隊工合作
的團隊精神，曾先後成立多個委員會以推行校政；包括校務委員會、訓導委員
會、學生課外活動委員會、事業輔導組、輔導委員會（包括品德教育組、公民
教育組及班務時間組）、宗教教育委員會、食堂管理委員會、教學資源及圖書
管理委員會等；並成立由教職員自行組織之教職員會，統理有關教職員之活動
及福利事宜。

由一九七七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八月共十五年，本校在陳校長主政下，已發展
成一所運作有效之標準英文中學，班級數目也已達到飽和的三十一班，包括中
一至中五級各五班，中六及中七級各三班（兩理一文）。學校之行政結構及一
切措施，均朝著讓老師們分擔責任、群策群力、參與校政及有效教學之方向發
展，無論校務、訓導、輔導、學生活動等範疇，均已奠下穩固之基礎，使學生
無論在德、智、體、群、美及靈性等六育方面得以均衡發展，為社會陶鑄有用
人才。
一九九二年八月陳和通校長離任移居加拿大，校董會聘任本人接掌校政，成為
本校第三任校長。蒙神恩典，在一眾老師職工之熱心盡責和衷誠合作，加之蘇
鄺美眉及麥文華兩位副校長之鼎力匡扶下，校務得以繼續發展，茲簡述如下：
（一）改善學校環境及設施
甲．全校安裝空調
一九九三年初本校向教育署申請之「消減噪音措施」獲批，期間因牽涉眾多工
程、道路、電力供應、地契更改等問題，經過數年與有關部門交涉及爭取，終
於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起，全校所有課室、特別室及教員室均可享用空調
設施，眾師生可在一寧靜和較舒適環境下上課和工作。
乙．改善原有設施
一九九三年暑假，為所有學生儲物櫃（共六百餘個，供中四至中七學生使用）
進行翻新工作；九四年更換禮堂音響系統，並增購電視機及錄映機以改善視聽
室及音樂室之設備。九五年在禮堂安裝電動銀幕及一百吋電視投影機；同年暑
假又安裝全校廣播系統。九六年在二樓女生洗手間完成加建沖身及更衣設施。
一九九七年暑假，本校家長教師會為慶祝本校「創校三十周年校慶」慷慨捐贈
七萬七千多元，贊助本校添購六百三十個儲物櫃，供中一至中三級學生使用。
至此，`全校各級學生均可獲分配一儲物櫃作儲物之用。
（二）加強校務推廣及聯繫
甲．增設學科以滿足學生之需要
基於大學入學之要求有所改變，遂於九四年加開若干高級補充程度科目，包括
電腦應用、數學及統計、歷史及政公等，使中六及中七學生有更多學科選讀以
參加高級程度考試。又為讓所有學生均有機會學習電腦知識，乃於一九九四年
九月起於中一級開辦電腦知識科，並逐年擴展至中三級，取代原中三級開設之
電腦選修科，以配合中四及中五級電腦科之需要。
乙．加強學生兩文三語之訓練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之中、英語文能力訓練，多年前已在中一至中三級開設普通
話課，每循環週一節。一九九六年九月，為加強普通話訓練，即自中一級起，

每循環週增加一節普通話課，以後按年遞增至中三級，並準備於一九九九年九
月開辦會考課程。同時，隨著「英文泛讀計劃」於中一級展開，亦開始了中一
至中三級中、英文課外書籍閱讀之「親子伴讀計劃」，透過此計劃，在家長參
與督導和鼓勵下，學生每學年須在家閱讀不少於十本中文和英交課外書籍，並
須撰寫讀書報告，給老師評閱。校方則於學年終將部分優異之讀書報告編印成
冊，分發給學生作為參考，藉此鼓勵學生積極閱讀和盡心寫作。此外，又鼓勵
和訓練學生參加校際中、英文朗誦比賽、演講比賽、辯論比賽與及校外舉辦之
中、英文作文比賽，並配以校內推動兩文三語之各種活動，期望學生在這樣的
環境和訓練下，中、英文讀寫能力連同英語、粵語及普通話之說話能力均可達
到一定標準，符合和滿足社會人士之期望和需求。
丙．加強與校友之聯繫
一九九三年三月，「銘基校友會」重新復會，並於全體會員大會中，選出新一
屆執行委員會推行會務。翌年七月，校友會刋物「嚶鳴」復版。一九九三年九
月學校成立了「校友事務組」，加強與校友之合作和聯繫。一九九七年二月二
十二日，與校友會合辦了「銘基三十周年校友重聚日」，出席之教師及校友數
達三百人。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上舉行了「銘基創校三十周年校慶聚
餐」，出席之歷屆校友連同老師及來賓幾達五百人，場面十分熱鬧。
丁．加強與家長之聯繫
本校重視與家長之聯繫，深感要能有效地推行「全人教育」，必須得到學生家
長之支持、合作和建立互信。故此，本校透過下列措施以加強與家長的聯繫：
（1）改善「家長日」的運作安排：
自一九九二年九月起，每年的家長日均安排在第一學期考試前約一個月（即十
二月初）舉行，所有中一至中七級之學生家長，均可於「家長日」之預定時間
內蒞校與班主任面談、約晤其他老師或學校社工。通過「家長日」之晤談，可
讓教師和家長了解學生在學校和家庭之表現，並使家長有時間督導學生應付考
試，避免因溝通不足而出現了問題。
（2）舉辦家長教師研討會和座談會：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舉辦了本校首次之「家長教師研討會」，超過二百
多位家長出席聆聽專家講解與青少年溝通之技巧。其後，校方每年均定期舉辦
一次或二次研討會供家長參與，並透過事後之討論，讓家長分享教導子女的心
得。此外，校方每年均分別為中一家長及中三家長舉辦「中一家長座談會」及
「升讀中四選科座談會」，解決各有關家長之問題。
（3）成立「家長教師會」：
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行成立典禮暨第一屆全體會員大
會，超過二百名家長出席，並選出第一屆執行委員會之家長委員，連同教師委

員一起開展會務。除了透過舉辦各類活動以加強會員間的聯繫和家長與學生之
親子關係外，家長教師會更積極地支持和贊助校方所舉辦之各類與家長及學生
有關之活動。一九九六年五月，「家長教師會會訊」創刋號面世，會員間之通
訊和聯繫既得以加強，家長和教師亦可就教育、子女、校政等問題發表意見。
此外，該會更設立了「家長熱線」，由家長委員扮演聯絡和溝通之角色，將有
關家長之意見或查詢轉達校方。
戊．加強與堂會的合作
為貫徹區會「堂校一家」之目標，除繼續與中華基督教會基道旺角堂在宗教事
工上之合作，由該堂牧師及宣教師蒞校主領聚會、擔任學生團契導師外，更邀
請其宣教師兼教數節宗教課，增加對學生之認識和接觸；並邀請其主任鄧永照
牧師出任義務校牧，直接參與本校宗教科課程之設計及各項宗教活動政策之制
訂。
（三）擴闊校政組織及功能
為落實上任校長之「全體老師均參與校政」的政策及配合學校發展之需要，除
原有委員會外，先後加設「實驗室安全委員會」、「環保教育委員會」、「健
康教育委員會」、「公民教育委員會」、「輔導委員會」、「家長事務委員
會」及「學生福利及校友事務委員會」等，並成立「校政委員會」以統籌各委
員之工作。所有老師均須擔任一個或以上委員會之委員，協助推行校政。
（四）落實推行「全人教育」之目標
自創校以來，本校一直推行「全人教育」，不偏重於訓練學生追求卓越之公開
考試成績，而是著眼於栽培學生人格之健康成長和對生命之肯定和熱愛。為要
落實全人教育之目標，校方近數年來特推行下列之措施：
(1)推行「以獎勵代替懲罰」的政策，除表揚在學業、品德、服務等方面有優異
表現之同學外，並設立「學業進步獎」及「學生操行獎勵計劃」以嘉獎成績有
進步及積極守規之學生。對於違規之同學，則採取以「給予機會改過」為目的
之相應措施，使學生有機會改過向善，從而達到「教」與「育」之最高效益。
(2)遵行耶穌聖訓，確立「施比受更有福」為本校之教育目標，既培養學生之服
務精神，又讓學生從服務他人所獲得之喜悅或稱讚中，得以肯定自我和珍惜生
命。為要達成這目標，我們一方面在校內增設和擴大多個服務性組織，包括升
學及就業輔導生、環保大使、健康大使、女童軍、領袖生團、公益少年團、香
港青年獎勵計劃及執行「哥哥、姐姐計劃」之輔導生團等、使學生有更多之選
擇和服務機會。另一方面則制訂有關推行學生服務之政策，包括設立「服務積
點計劃」及「服務獎」，嘉獎各班級獲得最多服務積點之同學；並且積極響應
校外各類服務活動，包括賣旗、捐血、賑災、植樹、清潔、探訪老人及弱智或
傷殘兒童等，讓學生積極參與，從而建立「關顧弱小」和「服務社會」之人生
目標。

(3)成立各式校隊參加校外比賽，計有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及彈網等運
動項目，目的在鼓勵學生參加體育運動，培養健全體格及服從精神，同時通過
團隊合作之訓練，加強學生之合群精神和對學校之歸屬感；近期更增設運動獎
項以獎勵在運動方面有傑出表現之學生。此外又成立多項球類及游泳訓練班，
使學生有更多鍛練和學習之機會，藉此加強「體」育之推動。
(4)為要落實美育之推行，校方一方面積極鼓勵、提供訓練及資助學生參加校際
音樂比賽、繪畫比賽、陶藝比賽、書法比賽等，又通過各課外活動組織如音樂
學會、合唱團、美術學會、陶藝社等推廣美育。更藉著三十周年校慶，舉辦
「學生美術、陶藝及家政作品展覽」、以期推廣學生對美術、陶藝等方面之學
習和興趣。近期更增設獎項以表揚在音樂、美術等領域內有傑出表現之學生。

(5)為要培養學生之敢言精神及對事物採取理性之批判態度，特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通過學生會設立「民主牆」之建議，讓學生
能對校政措施、學生會或個別學生組織之表現提出意見或批評，
而校方及學生組織則作出回應。通過這種討論問題之方式，既可
消弭不必要的誤解或猜疑，亦可讓校方或有關學生組織作出檢討
和改善，使校政及學生活動更能有效地運作。
回顧過去三十年來之發展，本校正朝著一個向學生提供基督化全人教育之方向
前進，在老師、家長和學生三方面的合作和支持下，本人深信「銘基」必能達
到「優質教育」之目標，接受二十一世紀帶來之挑戰。

全體教師合照
全體教師合照

第五 張家驍、邵智鴻、俞志威、張大衛、胡半英、周偉傑、王勉之、蕭志
排： 駒、馮鳴龍、何國沛、霍兆恩
第四 盧雁然、林晶、嚴黃佩君、李美玲、藍呂以敏、王羅天織、胡燕萍、
排： 黃阿敏、陳錦麗、黃凱華、黃衍慶、呂大衛、李漢添
第三 馮邱藹文、李藹嫻、黃林智麗、麥小薇、高綺霞、岑沈瑞蘭、賴劉敏
排： 儀、李梅筱怡、劉李麗珍、丁秀芬、吳紹揚、李彩琼
第二 謝樹維、陳妙嫺、高卓平、吳秀玲、沈許蓮華、丘瑪莉、楊高綺紅、
排： 郭杜敏容、岑周厚燕、陳何惠芬、吳楚慧、呂王錦心
前排：

鄔國漢、楊林寶雲、姚燕珍、許劉沛恩、蘇鄺美眉副校長、許俊炎校
長、麥文華副校長、馮陳惠珍、呂黃秀娟、鄧方麗娥、顏鄭勝彩

我在家長教師會的日子 - 黎永盛
我在家長教師會的日子
黎永盛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銘基書院舉辦第一次家長教師研討會，由時的學校
社工李耀華先生擔任講者。期間，許俊炎校長順道宣傳及推介在校家長教師
會。由於我早已認同設立家長教師會，作為校方與家長溝通的橋樑的理念，於
是便自動請纓，與四十多位家長報名希望加入家長教師會籌備委員會。

經過一連串的會議，我們在同年五月完成了會章的編訂工作。在九三/九四學年
度開學之後，我與八位家長，即李景輝先生、馮炳林先生、何美玲女士、張香
女士、黃少君女士、林卿宜女士、温雪冰女士和陳浩賢先生、及校方的李彩琼
老師、張何燕珍老師、張大衛老師和葉錦泉老師正式成立了銘基書院家長教師
會籌備委員會，統籌及跟進銘基書院家長教師會成立典禮及第一屆會員大會。
鈶基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一屆會員大會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假座銘基書院禮堂
舉行，共二多位會員出席。大會並邀請到銘基書院校董會主席蘇宗仁博士、旺
角區區議會主席仇振輝太平紳士及日王角區高級教育主任白秉熹先生為典禮嘉
賓，並由蘇博士向會員致訓辭。典禮之後，大會選出了第一屆行委員會委員，
何權輝先生膺選主席。
隨後的數月，委員展開了繁忙的會務，並於十一月完案法團登記手續。宜至現
在，銘基書院家長教師會已經成立了四年，期間曾舉辦了多個活動項目，例如
家長教師研討會、家長電熱線服務、中一暑期輔導班、親子義工服務、聖誕親
子聯歡冕會、賣物會、送暖顯關懷、家長講座等等，並定期出版會員通訊、贊
助學生舉辦活動、設立學生獎學金及推行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從籌備銘基書院家長教師會至現今，已踏入四屆了，我在該會已經服務了整整
四個年頭，見證了它的誕生和成長。在這些日子裡，家長和教職員慷慨贊助，
貢獻私人時間去積極參與會務。在籌備活動和討論過程中，大家坦誠交換意
見，目的不外乎希望提高子女學業成績，令他們身心健康成長。每當完成一項
活動，大家都感到高興、快慰。隨著歲月的流逝，委員的職位和人事亦有所變
更，然而大家仍然本著一貫宗旨，孜孜不倦地參與會務。現在適逢銘基書院三
十周年校慶，我衷心祝福全體教職員工作愉快，同學學業進步，學校與家長教
師會攜手邁進二十一世紀，迎接又一個三十年！

書法班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親子烹飪比賽

銘基與我不解緣 - 嚴浩東（
嚴浩東（校友會主
席）
銘基與我不解緣
嚴浩東（校友會主席）
銘基書院轉眼已經踏入三十週年了。猶記得二十週年校慶的時候，我正在讀會
考班。當時我責負禮堂內展覽會的一部份設計。我用了一大堆高低不同的圓柱
體，將一些資料和圖片貼在斜切面上，讓觀眾可以從不同角度看到這些展品。
為了能切出平滑的斜面，我耗費了不少心機。不知道今年的慶祝活動又會是怎
樣的熱鬧景象，看來一群老師、同學又要費煞思量了。
七年的中學生活說長不長，說短卻不短。由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到帶著勇
氣進入大專，性格的塑造、智慧的萌芽、品德的薰陶，皆源於此。我對母校很
多的事物都有很深的印象，無論是球場上的跳躍，課室中的沉思，圖書館內的
書卷味，食堂裡的魚蛋香，還是一件件的陶藝作品，一碟碟的佳節美食節，都
令我緬懷。

我緬懷中學時代那無慮的生活，也偶然會記掛一群辛勤的老師、久別的同窗。
有時候也想，銘基給了我這麼多，我是否
可以為學校做些什麼呢？基於這個念頭，
我加入了校友會，去年更被選為校友會主
席。
我讀書的那幾年，很少聽到銘基有校友
會，後來才知道原來校友會成立於八四
年，其後一度停止了運作。直到九三年，
由一群熱心的校友用了大半年的時間才重
組過來，至今已有四年了。由於資料流失，校友會和大部份早期畢業的校友都
無法聯絡得上。因此，重組初期，校友會集中聯繫最近五年的畢業生，即是由
八八至九二年,考屆的校友，以這班校友基礎，近年來逐漸和一些早期校友取得
了聯絡。
在過去幾年，校友會舉辦了不少活動，例如籃球比賽，燒烤晚會，校園開放
日，賣物會，升學講座，定期出版校友會訊《嚶鳴》及每年的會員大會等。

重組校友會不易，經營校友會更不易，俗
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會豈非千
年？的確，校友會在運作的過程中也遇上
不少困難，舊生對校友會的參與未見踴
躍，亦有不少人示對銘基缺乏歸屬感，校
會仍在摸索的階段，縱然如此，偶而得到
一些舊生的鼓勵和支持，校友會也足堪安慰了。
九七年二月，為配合三十週年校慶作準備，校友會和母校共同舉辦了一次重聚
日自助晚宴，當日有近三百位師生共聚一堂，席間有很多校友感觸良多，到了
散席大家都有意猶未盡之感。
下筆之際，校友會正在籌備十一月的感恩
晚宴，屆时可能又有一番熱鬧的景象。
近年來看到銘基在學業成績方面不斷提
高，成績斐然。在這個大時代的時刻銘基
踏入新的一頁，可謂任重而道遠。

銘基書院教職員會
銘基書院教職員會

教職員會顧名思義是由學校中的教職員組成，其幹事會組織包括一位主席，一
位副主席，一位秘書及一位財政。幹事會每年改選一次，任期為九月至翌年八
月，為期一年，每次改選以投票形式選舉。
教職員會以籌辦聯誼活動為主，每年學期初的「開工大吉」午間餐會，聖誕節
的大派對，以及結業禮後的週年聚餐等。此外，在每一季，教職員會均會舉行
教職員生日會，以表對各同事的關心和分享他們的喜悅。除了以上「飲飲食
食」的活動外，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三月左右，教職員會會與學生會一起舉辦師
生盃，通過各種球類的比試，促進老師與學生門的連繫，教職員在眾多比賽中
還擊敗學生呢！
教職員會的幹事除了是各項活動的負責人外，也是學校對外的代表，肩起教育
署諮詢會代表、教協代表及中華基督教會教師議會代表等工作。由此可見，當
教職員會的幹事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呢！雖然如此，幹事們仍繼續努力，為同事
爭取更多的福利，籌備更全面的活動，提醒各同事於繁重工作之餘，不忘要鬆
弛一下！

9696-97 及 9797-98 委員會

後排：王勉之、周偉傑、俞志
威
前排：盧雁然、黃凱華、黃林
智麗、
林 晶、嚴黃佩君

教職員活動──超級無敵夾緊您！

前教職員來鴻
前教職員來鴻 ────

我在銘基的日子
周朱瑞華（前銘基書院副校長）
今年一月中旬，我移民紐西蘭，一方面照顧兒女，另一方面在奧克蘭大學攻讀
教育博士，主修輔導。我很高興能重享受校園生活，踏上人生新里程。

頃接來函，得悉銘基書院三十周年校慶，欣然執筆為文，細說當年。我雖然身
在外地，卻心繫銘基。因為在這裏，我度過了十七個寒暑，當中充滿了温馨的
回憶。
我是這樣進入銘基的！
在大學畢業並剛完成教育文憑後，還未開始寫求職信的我，趁著悠長的暑假，
到教育署申請作敦大學入學試考員，試場正是銘基書院，與老師傾談下，得悉
校內有空缺，便寫上了第一封求職信。某天上午在銘基監考後回家，接獲電
話，旋即下午返回學校面試。面試時，韋仲堅校長與我相視而笑，他發覺這位
應聘者，竟然是這數天來在校的員！我就這樣進入了銘基，作基督徒的我，相
信萬事非偶然。進入銘基任教，乃是神的帶領安排。
在愛中一起成長
我很慶幸自己能在銘基任教，因為我的同事
不單是工作上的好伙伴，更是我的好朋友。
這十多年來，我們更建立了珍貴的友誼，一
起在愛中成長。我還記得在兒女滿月時、搬
新屋時，大家互相探訪、彼此道賀的情景；
我也不能忘懷中秋節晚上在學校賞月及猜燈
謎的雅興。至於夏日參加北潭涌渡假營，以
及很多個星期六的半日遠足旅程，至今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呢！
更深刻地經歷神的恩典
在銘基裏，有一群忠心愛主的基督徒同事，每星期四中午或放學後舉行教師團
契，彼此分擔分享，並一起禱告，透過弟兄姊妹的經歷，豐富了我對神的認
識。神不單是我的神，也是其他基督徒同事的神。多少時候，我們一班基督徒
同事迫切為某同學、某同事的難處禱告，之後，神親自施行恩典，令人感動！
在銘基裏，我們傳福音的對象並不單是學生，更包括了我們的同事。我也曾與
基督徒同事一起同工，為未信而有心慕道的同事舉辦福音經班。事隔數年，陸
續聽到這些同事決志信主的喜訊，心中欣慰不已。神的恩典實在豐富！
師生情誼
在教學生涯中，最大收穫莫過於學生給予老師在精神上的回報。銘基學生純良
受教，很有人情味。收到學生的聖誔咭、慰問咭、信件和相片，被學生邀請參
加婚禮和畢業禮，都給我帶來一份極大的喜悅。偶然在路上或研討會中，昔日
學生前來相認及談談近況，實在是人生樂事！
回想過去，我實在感謝神的帶領，使我能在銘基書院任教。趁此三十周年校慶
的好日子，我在此謹祝銘基書院在許俊炎校長的英明領導下，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

銘基是我家
岑伍淑貞（現居於紐西蘭）
銘基是我的家，一個甜密温馨的大家庭。我喜歡銘基的學生──我的子弟，
不，他們是我的朋友了。我喜歡銘基的老師──我的同事，兼且是我的「老友
記」。我們曾一起共艱苦，還記得在 Mr.
J. K. Walls 年代趕派成績表的日子嗎？上課完畢後，差不多所有老師都留下，排
隊輪寫所教班級的成績表，直至晚上八、九時才離去！我們也一起共歡樂，每
年陸運會必有師生接力賽，老師隊必定是負方，只當有生力軍時，老師隊才有
機會奪得冠軍。當然，在教員室裏的歡樂時光是更難忘懷的。我在銘基渡過二
十七年，它的每一角落我都常熟悉。我在一
九九六年七月移民到紐西蘭，一個美麗，寧
靜的島國。香港的熱鬧、繁榮與紐西蘭的優
閒、平淡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然而，我卻
享受這裏的居住環境及清新空氣，到處是綠
草如茵，樹木繁茂，鮮花怒放，就好像生活
在圖畫裏。不過，要是你想到華人餐館品
茗，吃晚飯，則非車子不行。起碼要二十分
鐘車程才可到達。因此我正努力學習駕駛，
打破地域的限制。九七是香港叵歸的大日子，也是銘基三十周年的大慶典，我
雖然身在異邦，卻心在香港，盼望在神的恩典祝福下，銘基師生們努力所結出
的纍纍果子，呈獻給帶領我們的天父，更願各位身心健康，愛主日深！

阿媽感言
馬其慧（前歷史科科主任，現任香港神學院講師）
在銘基的日子是一段很值得回味的日子，在當中，我渡過了人生最有活力的時
段，無論在教學待人處事和屬靈生命上，銘基都是我成長的搖籃。
銘基給我第一個好印象是當年開「仕大夫會」（Staff meeting）時老師的踴躍提
意見，問問題，正好表現出為學生著想的一群教育戰士，濟濟一堂為教好學生
的齊心努力。一片開明，民主的氣氛，開始了我在銘基的教學生涯。很多老師
的投入成為我的好榜樣。在教員室裏，因我的姓氏成了眾人的「阿 ma」，拉近
了我們同事的關係，還有很多的「叔」、「伯」、「阿嬸」等，這份親切感，
是只有在銘基才能得著。

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學生對我的支持，記得初期我還未能掌握教學時，同學靜
靜的對我說，她為我祈禱。每想起這些可愛、受教和活潑的面孔，每一個為我
舉手的禱告，只叫我感恩。
離開銘基，沒有令我從此就忘記或疏遠它，現在我的生活圈子還有很多跟銘基
有關聯的人，我的人壽保險經紀、買機票的 Agent、我的律師都是銘基的舊生，
只要撥撥電話，對方就會說聲「Miss
Ma」，並送來一個很親切的問候。銘基不單
造就了一代一代的英才，也造就了一班很有
人情味的人。銘基也增長了我對教育的熟
誠。
Teaching is exhausting but rewarding. In view of
the reward, Ming Kei deserves the credit.
Congratulations to Ming Kei for her year of maturity. May God bless you.

細說當年風雲人物
張梁詠詩（現居於温哥華）
三十年前的大角咀，地僻人少，環境惡劣，山寨式工廠林立，交通不便，上下
課步行至上海街才有巴士乘車回家，住在港島的要穿過泥濘的窄巷，到旺角碼
頭乘船過海，那時的大角咀治安很差，出入也要格外小心，在這樣惡劣複雜的
環境下，中華基督教會選擇在海旁建成一座宏的校舍，三十來造就了不少人
材，也播下福音的種籽。曾有教育人士用「沙漠中的綠洲」來形容這座建築物
──銘基書院。
銘基一向校風淳樸，不熱妻衷獲獎，著重參與，在校內大力推行各類課外活
動。觀乎校內學生人材濟濟，正是「臥虎藏龍」，在歷屆會考獲優良成績可見
一斑。
一間學校的成功，自有賴於一班同工的通力合作。歷任的校長居功至偉，為銘
基建立優良的傳統。由創校開始，我在銘基任教二十六年，正好與銘基成長，
其中要談的往事，實在太多，在有限的篇幅，不如略談我印象中的歷屆校。
開校之始由京力士任代校長，為銘基建立早期模式。他為人心直口快，不拘小
節，處事認真，全心全意把學校辦好。他凡事親力親為。曾有一次，他急於修
補課室門前的鐵片，竟急不及待的拿著鐵鎚在我課室外「彭彭」的打起釘來，
然後一聲不發的走了，我被他如此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

韋仲堅校長文質彬彬，有儒者之風，與同事相處，凡事有商有量。他禮賢下
士，多方徵求大家的意見。對學生如父執輩般，關懷備至，愛護有加。
陳和通校長熱愛工作，視學校為第一家庭。他精通理財，處事很有原則，又善
於盡用學校資源。早年不斷開闢課室，以備開設新科目之用，如電腦、打字
等，只要是學生用得著的新器材，他都會向教育署申請：陶藝室就在他任期內
添置了不少機器，如電動拉坯機、壓泥機等。每天當大部分員生享受午餐時，
也正是他另另一份工作的開始。他喜歡獨處一隅，靜觀學生的活動情況，所以
他雖然少與員生打成一片，但他對學生情況也瞭如指掌。

我和現任的許俊炎校長共事的時間較短，認識不太深，
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校不久，他便成立了「十家長教師
會」，對日後校務發展有很大的幫助。聞說最近還為家
長和教師開設了書法班和陶瓷班的興趣小組，把學校和
家長的關係拉近了。
學校的基徒團契辦得非常成功，全賴一群基督徒老師和
同學共同努力的成果，在北美也有好幾個早年的同學成
為牧者，為主證道。
我於三年前移民加拿大温哥華，享受了一年多的退休優悠生活，終於與先生重
執教鞭，在地庫設立美術室和陶瓷室，設班授徒，偶爾也創作自娛。温哥華有
不少銘基舊同事聚居，常見面的有區羅梓明、蕭永祥、蕭薛虹彩、黃簡麗湘、
關月玲、鄭景鴻和梁添明。每次舊同事聚會，都會暢談銘基往事，共話想當
年，流露出大家對銘基的眷戀情懷。
今年的三十週年校慶盛事，我未能回港參與，在此謹祝銘基各樣事工，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

卡加里絮語
張何燕珍（現居於卡加里）
離開銘基書院──一間我實現教育理想的場所，一個工作了廿七年，一桌一
椅，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的地方。當中還有一群共事多年，共同渡過不少艱辛
和快樂時刻的同事，一班每天見面，帶著無限朝氣和天真的同學。一旦離開，
難捨之情，不可言喻。現在我已移民加拿大之卡加里，但過往學校融洽的生
活、上課時分秒必爭的情景（因上烹飪課，所有課堂工作必須完成，才能離
開），不時也浮現腦海中。

卡加里的五月初，陽光普照，市內積雪溶掉，屋前的水仙已開花，屋後之蘋果
樹已見新芽，四週的草地已呈現一片青綠，鳥鳴處處，不時也有松鼠四出覓
食，很難想像年初時，這裏氣温常徘徊於攝氏零下 20 至 30 度，而今年的冬
季，天氣亦算是近年來較為惡劣的，因為常見之暖流（Chinook）少來了。
我一向是畏冷之人，但也頗能接受，原因是室內温暖如春，比居港時更舒適，
只要不用往街外跑，那管氣温如何！不過卻辛苦了我另一半（他也曾是銘基老
師）。每次下雪後，他必須將車房前長二十多呎、闊十多尺的通道的積雪鏟
開，才能開動汽車，就是零下三十多度，也得把自己包得暖暖，只出一雙眼
睛，勞動數分鐘，又得跑回室內暖一會兒，才可繼續，據說這樣才不會對身體
有影響。
今年五月分，我們依計劃首次駕車往温哥華，沿途經
洛磯山脈，一天內，竟體會到四季的炎寒。出發時，
我們只穿著夏衣，但進入山中便得加上厚風衣。一路
上，夾著陽光、雨水、雪花、冰雹，經過十一小時的
車程，終抵達百花齊放的温哥華。在這裏除了參加一
個往亞拉斯加數天的旅程外，當然少不了和銘基舊同
事會面，我們在梁詠詩家作客數天，共後更往西雅圖
探望黃潔騮。
來去匆匆，六月初，我們又從「花城」返回陽光燦爛
的卡城。打算回程時於景色怡人的小鎮停留一晚，無奈歸心似箭，無懼整天車
程，一回氣趕回家。幸運地我們在途中遇上難得一見的大黑熊，及棋過公路的
小鹿，可是意外的收穫。離家數星期，再投身於全職庭主婦工作，令兩位女兒
不再為兩餐而煩惱，也不枉我們日夜兼程回家。
總括來説，在卡加里生活，確能找到香港所沒有的寧靜與閒適，對工作了廿七
年的我來說，可算暫時找到一個憩息的地方。
銘基書院三十週年校慶，適逢是回歸之年，我在此謹祝各位同工、同學與銘基
繼續成長，為香港──中國特別行政區，盡一分綿力。

Reaching Out For A New Life
Rita Shuk Yin Berry （English teacher 1980-94, now living in Exeter, U. K.）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I have been away from Hong Kong for almost three years when
the memories of my life in Hong Kong are still so fresh and vivid. I remember my mixed
feelings when I stepped on the plane for England. Disconsolate, as I was about to leave my
relatives and friends for who knew how many years, exhilarated, since there would be a
new life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 to explore.

The plane finally touched down. It was six o’clock in the morning. Cold and darkness
suddenly fell upon me. Feeling both weary and worried, the new land looked exceedingly
unfriendly. There was still a several hours’ journey to Exeter. I sighed! However, when
the day broke, the new soil suddenly became more welcom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were boundless green fields stretching across the land. Everything was so fresh, the new
shoots on the trees, the air and ME too!
Exeter was finally in sight. “Hello once again, my old friend. We seemed destined to
meet again. Our last encounter was brief, but I promise you at least a few years’ stay this
time for I am about on embark on a PhD.” I would have to start with an MPhil and
worked my way up to PhD registration. I understood that obtaining a PhD is a long, hard
and lonely business. “My friend, I foresee the hardship in front of me. With you, I hop I
am not alone.”
The new term started and my excitement was overwhelming. Thanks to somebody up there,
I had another chance for further education in the UK. This time was going to be
remarkably thrilling. With no courses to follow, I had to be very self-directed. Meeting up
reguairly with my supervisors would definitely give me immense insights. However, I
knew I needed to wean myself away from over-dependence on them.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being independent was the motto which I kept reminding myself of. The day for the
conversion meeting came. Nine months after undertaking my studies, I had applied for a
conversion from MPhil to PhD registration. Weighty preparations began as soon as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my two supervisors. Mammoth tasks such as writing up a
proposal had to be done. When the conversion meeting was at hand, I felt the fear. Facing
up to the challenge would be the only solution to combat my fear, I told myself. YES! I
got through my exam. On 20th July 1995, I became a PhD student. A big day for me to
remember!
An even bigger day to remember happened one day in my second year in England. Martin
and I had always been great friends and shared a lot of interests in common . On 25th May
1996, we decided ot tie the knot. We had our two-week honeymoon in Egypt. We cruised
along the River Nile and visited many charming sites along the river. It was interesting to
learn that the ancient Egyptians believed in the after life. For me, after life is too obscure a
thing to understand. My philosophy is very simple-making my present life worthwhile.
Life was back to normal after our trip to Egypt. The two-bedroom semi-detached house we
bought had started to take shape. From time to time, we put a few new things in it. We
have a small garden in the front and a reasonably sized garden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However we are keen gardeners, and will never be。 Our biggest achievement in the
garden is having a few rose trees down and a hanging basket up. For us, the biggest
pleasure is indulging ourselves with some nice food. How wonderful!
A contented life did not make me forget my studies. In order to broaden my horizons in
the academic world, I went to a number of conferences, which triggered my desire to
present some papers myself. The first challenge I give myself was to present a paper at the

university’s Postgraduate Conference. I remember very well how my legs trembled
before I started. Eventually, I overcame my fear and gave the talk. I DID it! It was
wonderful experience. Up to now, I have presented several paper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Since then, opportunities have come along, I have now started to give lectures
to some B. Phil. And M. Ed.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I hope luck will still come my way.
Not satisfied with remaining in England, I
organized a momentous trip to the U.S.A..
Primarily, it was to attend the annual conference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TESOL). As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Orlando, Martin and I seized the chance to
explore the delights of Disneyworld as well. We
had lots of memorable experiences. One of which
was swimming with the fishes in a 30 foot deep aquarium. I always feared swimming in
water out of my depth. Martin took my hand and helped me through it. It was brilliant!
The last few years in England have proved to be rewarding. I have seen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myself. The metamorphosis is still going on. The next hurdle in front of
me, which I hope will happen in half a year’s time, is the viva for my PhD. By then, I
know I will be shaking like a leaf again, However, it is what I have chosen to do and I am
determined to face up the challenge. Please keep your fingers crossed for me.

金山亞伯
李世和（現居於三藩市）
我九三年中抵達三藩市。接過了長輩的上埠利是，從此便是「金山亞伯」了。
那時，「金山亞伯」只會教書，其他的甚麼都不懂。只因缺乏一技之長，無法
找尋生活，只好回到學校，重新學習。
在香港的「亞伯」，喜歡在課堂上對學生指指點點。家課、堂課、測驗等、使
學生疲於奔命，大家都說讀數學很辛苦。而「亞伯」又急於求成，更使各人怨
聲載道。今日金山亞伯回到學校，角色轉變了：乖乖的坐在座位上聽講，又有
做不完的習作、測驗等，才猛然醒覺，當日是如何的奴役我的學生，真是「你
都有今日了」。有所不同的，是花旗國的學制與大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完全不
同，所有的學生都是按自己的進度而學習的。學習能力較高的，可多修一些學
分。反之，就少讀一些，那便有足夠的時間温習了。這好處是各人按自己的能
力學習，且永遠都有機會讀書。這樣的安排，是要有很多資源的，而且時常都
有浪費。以「亞伯」所見，學期初課室內有五六十人。及至學期中，「賓虛」
似的場面自然會消失，只剩下二三十人。相比之下，香港的學生便沒有這樣幸
運了。學得好的，學得「半桶水」，甚至是「矇查查」的，都一樣升班。明年
又要「啃」更艱深、更難懂的新課題了。「金山亞伯」仔細分析兩制，不禁對

自己昔日粗暴的「填」那些小朋友而感到難過。幸好銘基的小朋友聰明伶俐，
大不用「亞伯」操心。可愛的小朋友的學習精神，正是「亞伯」學習的對象
呢！
返回學校來逃避生活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金山亞伯」又要面對找尋工作的
困難。幸好畢業時大氣候轉晴，「亞伯」總算找到一分工作，從此在一所電腦
公司當學徒。「金山亞伯」的師傅，是一位快退休的白人工程師，為人和藹可
親。他已在這行業工作了四十多年，經驗豐富，單是欣賞他應付新問題的方
法，已是大開眼界了。「亞伯」雖然己是一把年紀，但東方人在他們眼中，都
是很年青的。而且我剛從大學出來工作，他更把我當是年青人。哈哈「亞伯」
就「扮」年青，每天牛仔褲球鞋上班，享受這自由自在的工作環境。在花旗國
最可愛的地方，就是永遠都有機會。求職時，不用報年齡、性別、宗教、種族
等資料，更不可以以這些為理由而拒絶任何申請人。連詣問一些個人的資料，
若與工作無關的，都是不合法的。相比之下，「東方之珠」的香港，則還未有
這觀念。當「亞伯」讀報得知香港的工人三十多歲而轉工有困難時，真替他們
不值。亞伯的三十多歲早已成為歷史了，還可以以「學師仔」的身分入行，算
是幸運得多了。
花旗雖好，但卻缺了一分香港特有的親切感。昔日「亞伯」在銘基，除了在課
堂上「作威作福」外，亦可於球場上與小朋友切磋「武藝」，或與同事們「飲
茶」、行山。現今多了一層語言及文化的障礙，與其他種族的人交往時較難有
共鳴。我到底還是懷念在大洋彼岸的「老友」。但願「亞伯」返港時，能與
「老友」共敘，以解「亞伯」「單思之苦」。

舊老師素描
舊老師素描 ────

一、 馮肇博老師
（於六八至九一年間任教）
常架一副太陽眼鏡，身材高大威猛，說話中常夾哈哈大笑聲的馮老師，驟眼看
來有點像香港某大導演，而且散發著一股活力，與傳統中文人的文弱形象一點
也不相符。然而馮老師學富五車，國學深厚，相信曾被馮老師教授中文、中史
或普通話的同學必會同意這一點。
自一九九一年移居美國三藩市後，馮老師不僅沒有脫離他的老本行，在中文學
校當教師，且也沒有忘記銘基的友好，除不時有海外來鴻外，亦專程從美來港
參加銘基三十周年慶典並請各友好吃「嫁女餅」。

在銘基書院三十周年校慶之際，馮老師祝：
銘基書院暨經過銘基的每一位，
智慧與神和人的喜愛天天增長。
敬神敬業
立己立人

二、 梁蔡拱璧老師
（於七零至八零年間任教）
梁蔡拱璧老師常掛著一張笑臉，對升學就業的資料瞭如指
掌。自八零年離開她的英文教學崗位後，移居加拿大，而現
在的職業是分類營業代表。
離開本校十多載，梁蔡拱璧老師並沒有忘記銘基書院三十周
年校慶的大日子，從彼邦送來遙遠的祝賀語。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rincipal, Staff and Students on the School’s 30th Anniversary!
Ming Kei is a very special school and I am delighted to have been a part of it. May the
spirit of Ming Kei continue to grow and flourish, and guide Ming Kei into the 21st century.

三、 黃潔騮老師
（於六八至九一年間任教）

黃潔騮老師一出現，相信不少昔日「作惡多端」的校友都本能地提高警覺，立
即正襟危坐起來。原因很簡單，任教綜合科學科的黃老師原來同時擔當正氣凜
然、嫉惡如仇的訓導主任。
黃老師於一九六八年加入銘基的大家庭，在此執教鞭二十三載後，在一九九一
年移居美國華盛頓州的西雅圖，現職為房地產代理。
為慶賀銘基書院三十周年校慶，黃老師從雅圖的天空寄來以下的說話，他與銘
基的緣份和深厚感情亦於此可見一斑：
敬賀銘基書院卅周年紀念。在這喜慶的日子裏，觸發了我腦海中許多美麗的回
憶，同時要數算一下神給我們的恩典。
從銘基創校第二年開始，直至我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足有二十三年，可謂與
銘基一起成長。在這段歲月中，我吸收了寶貴的人生經驗；結識了最知心的朋
友，其中有同事，也有學生，現在雖然各散東西，但仍然不斷保持聯繫。
回顧生活在銘基這個大家庭裏，同事們都像兄弟姊妹，如今仍有同事的兒子稱
呼我為舅父，此外，一些同事的的子女被認作契仔，契女；年長的同事被認作
叔父、伯父，所以在銘基也有不少姪仔，姪女呢！同事們能有這樣密切的關係
是神給予我們特別的恩賜。
最後，我謹祝銘基校務蒸蒸日上，同事們友誼永固，主恩常在。

語重心長 ── 九七年結業典禮贈言 葉錦泉老師
語重心長 ── 九七年結業典禮贈言
葉錦泉老師（前中國歷史科科主任）
每年驪歌高唱的日子，我都會在這裏送別銘基中五同學，而我已經在此禮堂送
走了 25 屆畢業生了。今天和往年不同，我成為被歡送離開銘基的一份子，難免
另有一番感受。

今年是銘基三十周年紀念，我在銘基教學 28 年，在這段頗長的教書生涯裏，最
感到安慰的，是看到一群早期畢業的銘基校友，他們很懷念母校，經常返回母
校探望老師。他們之中有些在社會頗有成就和地位，令老師感到安慰；也有一
些在讀書時成績不太好的校友，經常回校探望老師，並告訴老師他們已成熟
了，並當了警員或推銷員，走上人生的正確道路，服務社會，帶給老師最大的
安慰。
今年又是最有意義的一年，就是因為碰上香港九七回歸這件大事，我們能親自
見證這一歷史時刻，感到無比的興奮和鼓舞，真是不枉此生。由鴉片戰爭開
始，以後的一百多年，就是史家所稱的「苦難中華」的日子。現在香港回歸，
標誌殖民結束，作為中國人都感到光榮和驕傲。
當香港回歸之後，有人憂慮中國不會落實一國兩制，這是出於對中國不了解。
今日的中國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國，不會再走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的回頭路。
提出一國兩制，不單為了香港而實行，也是為了中國、為了台灣而實行。如果
我沒有看錯，五十年後香港制度仍然不會變化，而中國會逐漸轉變，最終會達
致全國一制。從這方面去看，確實令人興奮和鼓舞，憑我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
的了解，我對一國兩制充滿信心。
目前有些香港人，認為回歸之後便沒有民主、沒有人權、沒有自由，因此便走
上街頭，遊行示威，高舉民主的標語。我個人對這些自稱民主人士的行為有所
保留。盲目地發展民主，不是一件好事，發展民主過了頭，會削弱政府管治能
力，阻礙行政效率，減低工商競爭能力，對公眾秩序和社會道德造成衝擊，不
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香港長大和受教育。我
在學生時期，亦曾嚮往民主，追求自由，敬佩五四
運動的人物，但當我踏入中年以後，思想漸趨成
熟，對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了解加深，才開始發覺
要振興中華，不可單憑高唱民主可以達致。又由於
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文化、經濟條件不同，所行
民主政制亦有不同。歷史告訴我們，將別個國家的
一套制度生硬搬過來實行是不會成功的。要實行一
種新的制度，是要循序漸進的，香港民主政策按基
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是合符歷史規律的，這樣做不
是遏制民主。現時西方國家所行的民主，已出現自
由被濫用，人權成為犯罪者的護身符，導致經濟日
壞，治安道德日差。反觀亞洲四小龍並沒有奉行西方式民主，而經濟起飛，治
安道德都比西方國家為好，就是最佳的歷史例證。
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化，而西方的民主政制由法國大革命到現在不足三百年。
在香港或中國想要推行西方式民主而又不顧及或抗拒中國文化是行不通的。儒
家學者所說，先修身、齊家、而後能治國平天下，正如一個沒有秩序的課室，
就不能收學習效果；一個動亂的社會不會繁榮進步。我認為最明智的方法，就
是結合中西文化優點，互取所長，才能創造美好的明天。

最後我祝銘基老師，各位畢業同學及在座同學共同邁向香港歷史新里程，相信
明天會更好，謹祝大家身體健康，暑期快樂。

Miss Lai 的話 ── 知禮守禮
Miss Lai 的話 ──── 知禮守禮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時間過得很快，不覺間已過了二十五年，當我第
一次接觸銘基的同學是二十五年前的散學禮，當時的校長 Mr. Walls 邀請我參加
散學禮，順道介紹我給銘基的同學認識，如今當我離開銘基，與同學們告別也
是在散學禮上。
二十五年前，當我預備到銘基任教時，有些朋友告訴我，銘基的學生很乖和有
禮貌。開課後，銘基的同學沒有令我失望，否則我也不會在此任教這麼久。中
國自古以來稱為禮義之邦，其文化對鄰近國家有深遠影響，1976 年世界海洋博
覽會在沖繩舉行時，我曾到當地參觀，在其首府那霸市一中國廟宇前有一石牌
坊，上書四個很大的中文字「守禮之邦」，那是當地重要的古蹟和旅遊點之一
「守禮之門」。沖繩古稱琉球，本為中國的屬國，清朝時仍向中國住貢，自古
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守禮之門」之設，目的是提醒在其下出入的人必需守
禮，一個中國以往的藩屬，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對「禮」如此重視，我們身為
中國人，為禮義之邦的國民，更應守禮。
二十多年前的銘基同學相當知禮和守禮，現在的銘基同學又怎樣？剛才頒獎禮
上，有部份同學對領獎的同學發出噓聲，被副校長蘇太提醒他們保持安靜，在
頒獎禮和學校集會上，對同學喝倒采的行為是否合乎禮呢？相信每一位同學皆
知答案。在座的老師有數位是銘基的校友，當他們如你們一般是銘基學生時，
坐在禮堂內參加早會或集會時，當時台下不但沒有噓聲，而且還相當安靜，你
們的師兄師姊能做到守禮之事，你們也應做得到，我相信現今銘基的同學絕對
有能力可以做得到，時代是進步的，你們應做得較你們的師兄師姊更佳才是。
銘基的校門雖無「守禮之邦」四字寫在其上，我希望在其下出入的同學在心中
視之為「守禮之門」，時刻皆知守禮的重要，使社會人士知道銘基的同學為識
禮及守禮之人，中國自古來對讀書人相當尊重，稱他們為知書識禮的人，同學
皆為讀書人，當然知書識禮，豈能不識禮和不守禮。守禮並不是單要你們對人
有禮貌（那是最起碼的禮）而是要彼此尊重，在日常的生活、言語、行為上皆
要合乎禮，不作不合乎禮之事；如孔子所說的「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那才算守禮。
最後我借用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時的名將，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為其兒子的禱
文送給銘基的同學，那禱文也很適合老師為學生的禱文和希望，我把原文中的
父親改為老師，兒子改為銘基的同學：

主啊！教導銘基的同學

在軟弱時，能夠堅強不屈；
在懼怕時，能勇敢自持；
在誠實的失敗中，毫不氣餒；
在光明的勝利中，仍保持謙遜溫和。
教導我們的同學，篤實力行，而不從事空想；
使他認識你，同時也認識他自己；
這才是一切知識的開端。
我祈求你，不要將他引上逸樂之途，
而將他置於困難及挑戰的磨練與刺激之下；
使他學著在風暴中站起來，
而又由此學著同情那些跌倒的人。
求你讓他有一顆純潔的心、一個高尚的目標；
在學習指揮別人之前，先學會自制；
在邁向未來之時，而不遺忘過去。
主！在同學有了這些美德之後，
我還要祈求你：
賜給他們充份的幽默感，以免過於嚴肅；
賜給他們謙虛，使他們永遠記著真正的偉大是單純，
真正的智慧是坦率，
真的力量是溫和。
然後作為老師的我，才輕聲的說：
「我總算沒有白活這輩子」。阿們！

校友心聲
校友心聲 ────

我眼中的銘基
施婉萍（現就讀中文大學英文系語言學科碩士課程）
銘基的確是個污煙瘴氣的地方。
先談談學校附近的環境吧。自從填海、基建工程開展以來，我校便開始了漫天
灰塵、永無寧日的生涯。現在的學弟學妹比我們幸運得多了。他們可以安坐在
設有冷氣的課室中聽老師講授，難為我們當年的老師，每天都要聲嘶力竭與五
金鋪聲或附近地盤的打樁聲拼過你死我活……
空氣質素亦因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工程而每況愈下。泥頭車、大貨櫃車、混凝土
車不停地在附近的馬路穿插，過馬路時學生都要不時用手或紙巾掩鼻，雪白的
新校服不消兩三個月便變成了淡灰色。我記得情況最壞的時候，每天早上回到
學校，檯面上都鋪著一層清晰可見的沙塵，非要早午兩次清洗不可。
下雨天空氣好轉，可惜代之而起的是水浸問題，這更加令人頭痛。真不明白渠
務署怎麼搞的，明知大角咀和旺角經常水浸，幹嗎不多派些工人來疏導去水
渠？每逢雨季，旺角街市一段路面經常滿佈積水，有時就連半點可落腳的地方
也沒有，你叫穿著白襪黑皮的學生怎辦？更可怕的是大角咀每隔不久便爆食水
渠、咸水渠、甚至是……大家都應該明白了，總之是慘不忍睹。
母校一帶的治安亦是一大問題。初中時其中一項娛樂，就是在小息或午飯後伏
在窗口看公園裡的叔伯們賭魚蝦蟹，他們忘形地你一注、我一注，連警察步步
迫近也懵然不知。我想大概所有銘基的女生都非常討厭這些在公園流連的叔叔
伯伯。這樣說是一點也沒錯的，因為當女同學往足球場上體育課時，那些無業
游民定必放下手中的樸克、象棋、報紙等，老遠跑來看熱鬧，當中更不乏些不
懷好意的人，以不禮貌的目光在我們身上打量。初中時未懂如何招架，總是怕
得縮在一旁。後來年紀大了，便報以凌厲的眼神，狠狠地盯著他們，膽子大些
的同學，更會出口驅趕他們離開。我不時亦會聽到女同學投訴經過公園時被人
以不雅的動作或髒話騷擾。
不過話說回頭，縱然銘基周圍的環境如此惡劣，我仍覺得銘基是我的家──一
個我離開數年後仍十分眷戀的家。
銘基算不上是有名氣的中學，亦沒有驕人的校園設施，但這裡是我長大的地
方，到處均留下了我的足印、回憶；熟悉的同學、老師、甚至是工友，都給我

親切的感覺。偶爾聽到舊同學說銘基沒有任何值得留戀的地方，心裡總不免有
點難過。能夠在母校的屋簷下與老師、同學們相處數載，經歷開心、艱難的日
子，不就已經是難能可貴的緣份嗎？直到現在，中學時期所發生的事仍不斷在
我腦海中浮現。我記得我們一大班女孩子如有什麼頭暈身熱，第一時間便會想
到找校工清姐幫忙，平時她會主動跟我們聊天，遇上不開心的事，她定會好言
安慰。我又記得有一次教文學的老師因為擔心愛子哮喘病發而急得在我們面前
哭了起來。中六那一年，一位同學的雙親在短時間內先後身故，留下她與兄長
相依為命，當老師在班上說出她的情況，半班女孩子為她傷心得哭作一團。在
銘基生活了六年，我感受到這裡是個「有情」的地方，如果再有機會我仍會選
擇成為銘基的一份子。

雜感
蘇美荷（現就讀香港大學醫學院二年級）
在來沙宣道的醫學院，我現在多是乘搭新近增設的隧巴九七零，它會在銘基外
面新填海的地方駛過，在車上可以遙望到銘基，就像積木般大少。有時我會著
意的望銘基一眼，就當是跟老師們打個招呼吧！
七年的中學生活很是珍貴，因為在這段短時期，個人性格可以有很大的改變，
價值觀和取向也被建立起來。尤其珍貴的是，我曾經幼嫩過、天真過、感情暴
露過、陷進過無底的深淵……中學記憶，是「憶」之不厭的。
想起銘基，我會想起校園內的木榆樹，就是那株一樹白花，很像椰菜花的大
樹。我愛她的豪俠氣派，花開、花落總像是捷捷領先其他的樹。花開、花落，
像是一瞬間的事，來得迅速、憤怒、乾淨俐落。每逢上預科生物課，我常常趁
小休時走出走廊看她，困頓的心便寧靜舒暢多了。
在銘基渡過的歲月，整體印象是一個憂鬱的少年時代，多愁多感，我卻頗為陶
醉。上大學了，每天見到的都是一大張一大張的笑臉，越接近
專業試的便越是愛笑。他們的解釋是「而家唔笑等幾時」，背
後可藏著多少的淚？經過了一年的大學生活，我覺得自己是堅
強了，獨立了，會去開導自己，不去閒愁，多是獨自的處理情
緒。披著堅強的外殼，有時我也會懷緬起中學時伏在朋友肩膀
上流淚的情景。大學了，哭是怕人笑話，只有把自己關進廁格
裏。成長不是不好，只是會有所失。
中學生活，除了是建立知識、培養性格外，學校生活還有一個重大意義，就是
去讓一個年輕人愉快地、燦爛地渡過這段美好的年月。我的中學生活是豐富多
姿采的，有著多種的感受和經驗，你的呢？

追憶
朱慶年（九三年畢業生，就讀於加拿大 McGill University 理學院）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我已離開銘基書院三年多了。在這三年裏，我亦不時想起
銘基的一些人與事。
現時我在加拿大滿地可 McGill University 理學院攻讀化學及電腦系，自開課後，
生活便被一份又一份的功課，停不了的測驗充塞著，可說是「節目」日日豐
富。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在銘基曾受過這嚴謹的訓練，可能我一早便熬不了過
來。
在外國大學裏讀書，雖然是這般辛苦，但大學自發式的教學，同學間互相研
討，是推動我努力學習的力量。而且在大學裏有極完善的教學設備，令學生很
容易明白及掌握新的理念。在化學科內微觀這世界；而在電腦科內學習到科技
的進步，令我眼界大開，窺探到這世界的創造奇工，人類智慧的發達，更令我
感到自己的微小，需不斷汲取新知。幸運的是我這資質平庸的學生，也取得不
俗的成績，這全都因為是銘基的老師六年的用心教導的結果，令我有穩固的基
礎，學習上事半功倍！
在大學裏我亦有參與華人基督徒的工作，將美好訊息傳揚開去。說起來，我也
是在銘基裏，由一群基督徒讓我認識了神的恩典，這正是我在銘基裏最大的收
穫。
這幾年外國的生活，勾起我不少在銘基裏的回憶。銘基書院已經歷三十載了，
雖然期間有不少的人事變遷，但它始終未變的是依然嚴謹地作育英才，為社會
的未來作好預備，神的恩典依然常顯為大。

陌生的名校
陳永堅（七九年中六畢業）
九五年春天，我被任命為一遴選小組的成員，負責招聘政府地政主任的工作。
在接見一位畢業於九龍塘某名女校的申請人時，為了測試她的常識，便著她指
出大角咀的位置。她頓了一會兒，然後在地圖上指向屯門海邊的爛角咀。我向
她更正，道出大角咀是在她母校以西一公里，步行十五分鐘可達。她無奈地
答：「真的沒甚在意。」這也可算是一個辯解，正如我們做丈夫的，對於太太
的新衣，也永遠沒留意。但這樣，當然已付出代價。

廿四年前當我踏入中學階段的第一天，就是因為對大角咀的陌生，在區內東轉
西闖，待回到銘基禮堂時，已遲了半句鐘。那時，韋仲堅校長正提及一些深奧
的植物名稱，還以為在介紹銘基校花。在後排的高班男同學卻正在討論誰是銘
基的校花，這課題我倒更感興趣。
那些植物名字，乃是當時四社的稱號。正因這個脈絡交錯的社系組識，使我認
識了不少其他級別的同窗。記得在九二年的一個工作會議中，遇上了一位似曾
相識的朋友。會後，我藉詞懂看掌相為名，卜算他少年時應住在九龍半島西
南，還道出他的母校是在大角咀。這位給我弄得糊塗的學長，正是銘基第一屆
的畢業生，他讀中七時，我還是中一生。
我向來都不願與多年沒見的朋友直接相認，因曾有一難忘的經驗。八一年夏
季，我在北京遇上了一位女士，便直認她是我多年沒見的蘇恩立老師，即現任
的培道中學校長。然而，那女士卻自我介紹，她的名字叫蘇恩佩──後來才知
道她是蘇老師的胞姊。我慘被朋友當場取笑，因為蘇恩佩女士是著名年青人刋
物「突破」的創辦人之一，那個年代，能會把她錯認為別人的大專學生，也真
罕見。
蘇恩立老師是我中六時的班主任，並深得學生敬重。她曾領我們探索那神祕而
陡峭的大東山，並特意安排在山頂的空置修道所內，向我們分享神的訊息。回
程時，我察覺她疲倦的步伐，便更體會到她對學生的苦心。我在完成中六課程
後，便決意進入現時的理工大學攻讀測量系。蘇老師曾經反對並加以勸阻，最
後還提出即使未有完成中七課程而離校他去，校方還肯保送我在來年投考香港
大學。當時務實的我並沒有接受她這份好意，但她對我的鼓勵和支持，直到現
在，我還銘記於心。
另一位深受同學愛戴的，便是現時還在銘基任教的黃衍慶老師。他的教學方法
有系統而富啟發性。為了能觸發學生的思維，他在解答我們的物理或數學題
時，好採用間接的引導方式，因此能夠即時明白他解說的學生也真不多。不
過，只要你能循著他的指導而多加努力，在公開試中便必能取得好成績。
自當上了公務員後，便越欣賞黃老師的「啟示解答法」是何等的精妙。每當被
議員追問一些敏感課題時，便不期然的道出間接的答案來。這樣，自以為明白
者不再追問。不明白者先想想，再猜猜也可以，只是本人不會從旁指導。總
之，結果是對是錯，可不是我闖來的禍。反諷的是，近來就因為慣於這種答問
方式，每當提及我的每校時，便總愛婉轉地答，我的母校在大角咀。可喜的，
還不領會的人，也真越來越少，因為，銘基書院已不再是一間陌生的名校了。

矛盾
魏龍傑（九七年中大經濟系畢業生）

如果不是要為三十周年校慶特刊寫文章，我也不會花這麼多時間回想自己在銘
基六年的生活；如果不是努力在腦海中「打撈」這些少年的片段，我也不會發
現自己對銘基有如此矛盾的感覺。
每當在操場玩籃球時，總是覺得操場實在不敷應用。你也試過在「走籃」途
中，被別人的「扣殺」擊中吧！不過，每當我想起學校禮堂的設計曾經得過獎
項，想起學校有自己的窰燒製同學親手搓出來的陶藝品，我便不禁自豪起來。
考試的日子是令人討厭的。為了要應付一個兩小時、試題只有五至六頁的考
試，我就要花上十多小時溫習一本本厚厚的教科書，數以十計的補充筆記，這
不是折磨麼？幸而，銘基的學習環境也有令我感到興奮的地方。最令我難忘的
就是家政課裡，一班男孩子要「雞手鴨腳」的去弄杏仁豆腐；要用九牛二虎之
力去駕馭那不聽話的腳踏衣車。
未當上學生會幹事以前，我對銘基的課外活動總是提不起興趣。歌唱比賽、簡
樸午餐、綜合表演都是每年的例牌節目，談不上什麼驚喜，情況就像中文科課
必定包括《出師表》、《岳陽樓記》和《背影》一樣。難道課外活動也有課程
的嗎？當我成為學生會幹事後，這些活動仍然成為必然的課程選擇。我到那個
時候才明白什麼叫知易行難，舉辦課外活動其實一點也不容易。
我不知道銘基的校規是否繁多，但反叛的年輕人總希望可以不被任何規矩束
縛。為什麼不可在走廊跑？我趕著上圖書館借書啊！為什麼不可在教室內吃我
的三明治？我餓得連走到飯堂的氣力也沒有了！為什麼……？自成為領袖生
後，這些問題便得到圓滿的解答。你為什麼在走廊奔跑？差點把某同學撞倒
了！你為什麼在教室內吃朱古力？看你又把地方弄髒了！你為什麼又……。現
在，我已記不起收到的「黃紙」數量，是否比較我向違規同學發出的更多。
銘基的老師在課堂上都是一本正經的教學，希望用最少的時間將最多的知識傳
授給我們。很難想像在課餘時間，他們是如此和藹可親的，你有解決不了的問
題，他們必會幫忙。這種關懷是令人懷念的。畢竟在離開銘基後，已沒有什麼
人會對你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的勸導了。
這是我所「打撈」得到片段。我不知道這些矛盾感情是不是正常的，我只知道
我銘基的生活絶對不能單以「開心」，或是「苦痛」來概括。我相信如果沒有
那些矛盾感受，我不會深切的懷念銘基。我也相信就是因為這些矛盾，就算銘
基到了四十、五十周年校慶，我也不會忘記自己曾在銘基度過六年難忘的日
子。

妳的名字，
妳的名字，我的驕傲
─賀母校三十周年誌慶─
賀母校三十周年誌慶─
關可（現就讀香港大學工商管理系會計及財務課程）

一九九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我收到李彩琼老師的來電，令我有機會在這麼具紀
念價值的銘基三十周年校刊內「佔一席位」，銘基書院：謝謝妳想起我！
不經不覺，畢業至今已經兩年多了，雖然我很少回母校，但由於弟弟也是銘基
的學生，所以，我對母校發生的大小事情亦無不知曉，亦因此，我從來不覺得
自己已經離開了銘基。
大學的生活是自由自在、多姿多采的，但假如沒有母校在學業及課外活動上七
年來的悉心教導，令我培養了獨立思考、開朗合群的性格，今天的我也絕不會
有這麼多機會去學習及成長。
回顧在銘基的七年歲月裏，實在有太多太多的人和事令我眷戀，而我亦是在這
些歲月的童話中成長的……
一九九三年的九月底，我作了一個「影響深遠」（就個人而言）的決定：參加
第十二屆學生會主席選舉。因為它，我的校園生活頓然豐富起來：亦因為它，
我的眼界擴闊了不少，尤其是籌辦聯校活動的時候。雖然短短的一年任期內沒
幹過什麼豐功偉績，然而，最令我們一群學生會委員欣慰的是得到同學對活動
的支持及參與。因此，我衷心希望師弟妹們能善用餘暇，透過參與各項課外活
動以發掘潛能及增強自信。無論你擔任著籌劃還是參與的角色，當中所獲的裨
益都是受用無窮的。
當然，你亦要作某程度的付出，例如獻上一些私人時間、承受一些工作壓力或
失敗的教訓等等。然而，得與失或許根本不太重要，因為在我們全情投入的過
程中，那些親身的體驗已是最寶貴的回報。人生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當中經歷
的每一件事、汲取的每一個教訓，都在豐富著我們的閱歷。
除了課外活動外，銘基在學業成績方面亦有很不俗的表現，雖然我們並不是
「盛產狀元」的名校，但校內瀰漫的讀書氣氛卻是十分鼓舞的。單看近幾年公
開考試的成績及大學入學率，已足夠證明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誨是絕無白費
的。我們必須慶幸能在如此理想的環境裏受教育，即使你現在仍未趕上，但卻
千萬別輕易放過任何機會，只要有開始的一天，成功只是遲早的事。可別辜負
母校對你的期望啊！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職員：謝謝你們為
銘基付出的努力，令我們能在如此設備完
善、師資優良、校風純樸的學習環境裏渡
過人生最寶貴的光華。
祝福銘基在未來的日子裏，培育更多社會
棟樑，締造更多動人的神話。

印象
譚偉豪（現任權智有限公司主席）
中大畢業至今，已在商業社會打滾了十個年頭，也算是有點成績，不但成功地
將權智國際上市，更把快譯通英漢電子辭典打入世界市場。雖然每天工作都十
分繁忙，但我對中學階段的生活仍念念不忘，有時回味一下，仿如沙漠中的一
道清泉，令人有舒適及清新的感受。
何出此言？因為中學階段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正是全無壓力，每天就帶著一份享
受的心情返回銘基書院。猶記得初中階段的我，成績只是一般，但中四以後成
績突飛猛進，當中的動力多少來自剛執教鞭的麥 Sir（現已榮升副校長），因為
我最喜歡物理及數學，而這兩科都是他的拿手好戲，在他帶領下，我這兩科的
成績都是全班之冠，會考也奪得 A 級成績，在此我說聲：「麥 Sir，多謝！」
（你還記得我這個劣徒嗎？）
銘基為我帶來的第二個深刻印象是，學校舉辦許多課外
活動，如劍擊、越野賽、陶瓷班都是我所喜愛的，當
然，更不會忘記的是，每星期總有三天跑到銘基校址側
的球場踢球，這些活動不但強身健體，提高我對各種各
類事物的興趣，更豐富了我的生活體驗，甚至推動我後
期籌辦快譯通球隊，所以青少年時期的體驗，直接影響
一個人成長後的做人做事態度，這可算是其中的一個鮮
明例子。
另一個塑造我成長的。可算是校內的團契生活。我中三
時信耶穌，並參與基道堂的聚會一直至今，期間就與一
群愛主的弟兄姊妹一同成長，彼此間帶著一顆單純的愛
心看待，在神的話語引導下，逐漸建立了一種對人對事的忠誠性格。
今天雖然在商場中面對著許多的引誘和挑戰，但正正是中學階段建立的穩固基
礎，至今我仍能看準自己人生的目標，也因著聖靈不時的提醒，如今仍能持守
信仰原則，對僱員以至客戶都持之以誠，不存詭詐。

校友心聲(
校友心聲(續)
校友心聲(
友心聲(續) ────
一日銘基人，終身為銘基人。

為祝賀銘基書院三十周年校慶，不少昔日在校的銘基人都應邀投稿，他們的踴
躍投稿、熱烈支持，實令編委深深體會到他們對母校的歸屬感。然而礙於有限
的篇幅，只好在此節錄稿件中的精警句語，以表達他們對母校的祝福、師弟師
妹的勉勵和個人的心聲，對於未能盡錄大家那「嘔心瀝血」之作，編委會深表
歉意，敬希各銘基人見諒。

郭燕薇
（七八年中七畢業，現任基新中學校長）
中四時，在一次生物課中，我們把白老鼠的皮脫了下來，帶回班房「貼」在玻
璃窗上，下一課的方老師嚇得花容失色，不敢也不肯踏進課室了……我勉勵在
校師弟妹儘量投入及享受校園生活。

蘇永亮
（九四年中七畢業生）
我深信，一位銘基畢業的同學，對母校的感情是千
載不變的。就算變，也只是變得更濃。仍記得校長
曾訓勉同學們要自強不息、努力向前，希望銘基有一日能夠「衝出大角咀」。

余景騰
（一九九六年中七畢業生）
踏入九七年，適逢母校三十周年校慶，我相信對同學來說也有著雙重的意義，
一方面我們需要面對政制上的轉變，適應一個完全由中國人領導的政府，另一
方面，同學們也應努力裝備自己，在求學的階段裡，繼續尋找我自己需要的東
西，應付將來接踵而來的挑戰。

邵仁傑
（現就讀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二年級）
以前老是抱怨老師們上課時教得不夠詳細，聽過一位老師說：「老師只是你們
的額外津貼。」當時覺得不甚了了。現在上了大學，才知道要教授們把課文逐
字逐句來解說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要學習的實在太多，一切也只有靠自己。到
了那時候方明白到老師不單止是我們的津貼，簡直是「多寶獎」啦！

鄧廣進
（現經營酒樓食肆生意）
希望母校或舊生會能設計一個電腦網頁，好讓
我們透過這個網頁去留言及尋找失去聯絡的舊
同窗，更方便已經移民的一群。
圖中其中一位是我（鄧廣進），
考考你們的眼光，猜猜誰是我？

蘇永耀
（現任職電訊業）
每一次返回學校，總會遇上不同的新面孔，在緬懷著過去
在校園熱鬧的日子時，卻又感到時間的巨輪不停地轉動，
沒有不變的環境，也沒有不變的人和事，過去的情懷，每
一片回憶，每段情景，卻仍在腦海。

黃至生
（現於中文大學醫學院攻讀內外全科醫學士）

當學生會主席的日子
一年的主席任期本來不長，可是能學習到的
卻是意料以外的豐富。心智上迅速的成長，
相比起減少與同班同學的玩樂時間，後者微
不足道。
反而，接觸的人面廣了，與他人的溝通深入
了，服務別人的機會也增多了。
而最重要的，是對人對事都培養了一顆更積極的心。

陳時彥
（現職國泰航空公司機師）
中學校園生活對我現時工作幫助最大的，
相信是培養我對責任的看法。那並不是有
些甚麼具體的教材或課程，而是學校裏的
一種風氣，這一天你和我可能是班長，也可能是班裏球隊的成員；明天你或我
會做文員，警察或各行各業，但在各自應負的責任前，我們要勇敢的面對，並
盡力做到最好。

陳允詩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體育系）
即使銘基沒有助我名成利就，即使銘基沒使我平步青雲，即使銘基不是令人羨
慕不已的名校，但我能夠成為其中一份子，我深感自豪；在七年中學生涯中，
我學懂五育齊進的重要，也從參與服務和活動中學懂尊重別人，也使我珍惜和
緬懷銘基的歲月和朋友。

李瑞霞
（現任中學教師）

七年的中學生活，就在讀書和玩樂中度過，現在剩餘的只是點滴的回憶，盼望
銘基的師弟、師妹能好好珍惜中學生活，努力學習，盡情玩樂，享受美好的中
學生涯！

談葦妮
（現任教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下午校）
作為教師的我，深深體會到為人師表確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既要說教，更要身教。幸好，銘
基的老師給我做了一個好榜樣，當我面對頑劣
的學生而感到氣餒時，想起昔日老師耐心教導，便會再次振作起來，因為我深
信老師所付出努力，學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利秀慧
（九二年中七畢業生）
茫茫人海，能與昔日的良師益友碰上，在美好的校
園環境中，彼此擦出生命的火花，我覺得很幸運。
多年以後，老師們的叮嚀和同學友好們的笑臉也許已經變得依稀模糊了，但每
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撫心自問，今日的我也是由無數過去片段的經歷所組合而
成。

馮炳富
（一九九二年中六畢業生）
小馮，會考可不是兒戲吧？沒有那麼容易輕描淡
寫地說句什麼成敗得失便抹掉吧！且慢，會考考
得好有什麼成功？背誦技術一流乎？又或是天資
聰敏？謝過師長教導用心、出色？幸好身體健
康？自己也許努力過，但不足為成吧！考得不如
意又如何？從此在世上無用？我是失敗者？社會

的錯？自己也許已努力過，但不至於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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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校慶活動一覽表
日期

項目

九六年十月至九七年十二月

攝影比賽（校園剪影）

九六年十一月

標誌設計比賽
標誌設計比賽

九六年十二月
書法比賽
書簽設計比賽
九七年二月至三月
校慶特刋封面設計比賽
九七年二月至五月

中、英文作文比賽

九七年三月至四月

戲劇比賽

九七年四月

親子烹飪比賽

九七年六月

選舉「銘基之最」
女子羽毛球邀請賽

九七年十月
歌唱比賽
九七年十月至十一月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校慶感恩崇拜
學生美術、陶藝及家政作品展覽

九七年十一月
校慶聚餐
綜合晚會
九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男子排球邀請賽

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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