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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轉眼間《思風》已經是第八十一期，作為銘賢的校刊，她記錄了校園的

變遷，更承載了師生間、同學間美好的回憶。承蒙老師的信任，我們有幸成為總編，與

同學分享銘賢人、銘賢事。雖則「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但期冀銘賢情能長存你我心中，

多年後想起，仍然是心底裏珍貴的寶藏。

　　一年過去，新學年又開始。在就職禮上，各大學生組織的前領袖卸下重任，讓新一

任的學生領袖擔任各個崗位，負肩起建立銘賢的責任和使命。而在賴葉佩蓮老師榮休的

同時，學校亦有三位新老師加入。

　　雖然榮休的老師和畢業的師兄師姊離開了學校，但是作為銘賢人，這份銘賢情仍長

存我們心中。正如張思雅老師即使已榮休，仍然心繫銘賢，創立獎學金。而林美芳校友

畢業多年，仍不忘師恩，飲水思源，回饋母校，創立「劉孟蛟醫生伉儷獎學金」。師生

們的銘賢情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實在難能可貴。

　　在此，我們感謝各顧問老師和編輯的協助和努力，並鳴謝所有接受訪問及為《思

風》撰文的校友、老師和同學。願這份銘賢情能薪火永傳。

總編輯的話

薪火永傳
5A 陳量賢  5B 黃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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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ime flies. It was only a moment ago that we 
were celebrating and reminiscing about our history 
for the celebration of our Golden Jubilee. The 
time spent on the preparation and collection of 50 
years' worth of memories has passed us. I should 
hand over the writing of my votes of thanks to 
my accomplished panel of Sze Fung editors who 
will help me conduct interviews of our renowned 
alumni. Their work has helped MY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MY College has nurtured some of 
our own students to become outstanding and elite 
citizens in Hong Kong. 

Now that the celebrations has subsided and the 
school returns to the focus of education, many 
of m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are 
working hard to constantly fine tune and seek 
bes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For 
instance, under an initiative launched by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HKEDB),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have to revise thei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Since 2018, Ming 
Yin College aims to help prepare our teenagers 
face the challenges of an ever changing learning 
landscape, as future-learning places a high 
demand on students acquiring both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most rapid and drastic ways.

In order to help our students to learn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we have launched a 
new school timetable for the junior forms student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elf-directed Learning 
Time (SL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nage 
their studying time with 3 key focuses: being 
self-disciplined, setting self-goal and exercis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amongst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While the youngest and newest group of 
Form 1 students may not be use to the new form 
of lesson and study time, with good guidance from 
our teachers, they will learn. Even our teachers 
have to learn to deal with fresh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lesson delivery' and 'learning diversity'.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my students in Ming College 
have the capacity and willingness to change and 
learn. I trust that MY students have the potential to 
do better; and, we believe that God is leading our 
way.

No matter how the school curriculum is to change, 
READING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forefront of 
academic competency. Ming Ying Col leg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RaC). We will also refine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we employed so that we can 
stretch the students' learning potential. There 
will b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refinements, 
introduction of innovative pedagogies and new 
forms of assessments coming up.

MY Colleg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after our 
Golden Jubilee. The 50+1 year is also a year to 
celebrate. May God lead our way.

Dr. Anne Chan
December 2018 

Words from the Principal
MY College – Our 50+1 Goal

Visit of American Christian School

Australian University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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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 桃李滿門——專訪賴葉佩蓮老師

盡心竭力  作育英才
  賴葉佩蓮老師（下稱 Mrs. Lai）在銘賢多年，

吸引她一直留下來的是她對教學的熱誠和對學生的

熱愛。她是一位盡責用心的好老師，她任教英文

科，十分重視教學質素，每次都花大量時間備課。

經過她教導的學生都對所學習的概念更為清晰，更

能紮穩基礎。除了英文教學，她嚴謹的處事態度亦

為學生的模範。她堅持每天收到的作文和試卷都要

即日批改好，當中需要良好的時間管理，才能使批

改有高質素。她勉勵我們要做好計劃，做事不要拖

延，才能成功。

凡事認真  貢獻良多
  Mrs. Lai 在銘賢多年，貢獻良多。她是庶務委

員會的總負責老師，要處理學校各項繁複的大小

事務，絕不容易，但她在各項工作中都能一絲不

苟。在校內，她很用心安排看似細微但重要的事，

例如她為校工設計制服，準備當值備忘錄，確保

每位職工都各擅所長，學校每天都能暢順運作。

在運動會，她擔任終點排名的裁判，為了盡力完

成職責，即使有頒獎的機會，只要還有比賽，她

也不會離開崗位，可見她做事認真嚴謹，很有責

任感和承擔力。

F.6A 蔡雅桐  F.6A 歐敏怡

（2017-18《思風》總編輯）

委身銘賢四十載

她的「第二間母校」
  賴葉佩蓮老師 (Mrs. Lai)完成 2017-18年度的學年
便榮休，她在銘賢工作已有 40多年，她用心教導，桃
李滿門，而且勤奮力學，在這裏工作期間，持續進修，

共獲得 3個學位，更成為一位學識淵博的博士。她視銘
賢為「第二間母校」，可見她對銘賢有深厚的感情。時

光荏苒，Mrs. Lai回想四十年前初出茅廬，到今天已成
為一位成熟穩重，深受師生敬重的好老師。儘管她離開

銘賢，但她循循善誘、語重心長的教導，卻刻記在每一

位銘賢人的心中。

她是庶務委員會的總負責老師，處理大小事務一絲不苟。

學校壁報都是她負責安排的。

攝於校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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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次跟 Mrs. Lai 的訪談並不是一般的採訪，

而更像是上了一堂由Mrs. Lai親身演繹的人生課，

十分寶貴，讓我們獲益良多。她的真誠、低調和

盡責，讓我們感受到「責任」的深意  不是要

盡責去得到名聲和敬仰，而是認真盡力地把自己

的職責做到最好。無論是團隊裏的領袖，還是微

不足道的角色，都要堅守崗位，做好自己的本分。

這是我們從 Mrs. Lai 身上所看到的一份承擔。

    Mrs. Lai：感謝您在銘賢多年的付出和教導，

我們衷心祝福您！

學無止境  從心出發 
  儘管作為老師的工作十分忙碌，但 Mrs. Lai
永不言倦，從來沒有停止進修。在銘賢工作的日

子裏，她獲得教育學士學位、英文碩士學位和教

育博士學位，所以她視銘賢為「第二間母校」，

另一個自己學習的地方。而這些學位的背後，正

好反映她熱愛學習和努力不懈的精神，這實在是

我們的楷模。Mrs. Lai 指出透過持續進修，讓她學

會如何管理和善用時間，同時，讓她認識到很多

朋友，拓展社交圈子，能跟不同人士交流，令眼

界和知識更為廣闊。Mrs. Lai 藉此勉勵我們要用心

努力學習。

金玉良言 
  Mrs. Lai 除了用心教學，還常常教導我們做人

的道理，相信曾被 Mrs. Lai 教導的同學一定聽過

她不少哲理名言。而你又記得哪一句？

  “Everything you do counts.＂誠然，人的一

生有許多事都是累積而成的。正如 Mrs. Lai 所言，

我們今天累積的知識是為了掌握更多的技能和學

識，為未來作最好的準備。

  “Nobody is somebody.＂ 沒有人是完美的，

我們不會永遠是最好的。所以，作為學生，我們

應該時刻虛心學習，細心聆聽他人的意見和教導，

以彌補自身的不足。

  想起 Mrs. Lai 的金石良言，你們有沒有很懷

念上她課堂的日子呢？希望 Mrs. Lai 的勉勵成為

我們人生的座右銘，努力實踐，不負老師所望。

1. 生日：7 月 14 日

2. 興趣：打羽毛球。她曾經是香港羽毛球青年軍，獲得香港乙組
女雙冠軍。

3. 退休後，她希望可以旅遊，好好休息，並清理書本和多做運動。

關於 Mrs. Lai : 你所不知道的……

賴太與工友們

分配學校儲物櫃都是賴太負責

的。（圖為舊時的學生儲物櫃，

現已轉為新式的彩色櫃）

攝於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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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have traversed my teenage life, I do not 
remember when, but I have come to embrace 
the mantra "Be the Best I Can Be." What 
causes me to embrace that? I sit back and 
reflect upon my life, and who I have become 
today, I must start with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Secondary school may mean a place solely 
for socializing or reverie for some students or 
may mean nothing at all to others. But for me, it 
is everything.

I was a stubborn and obstreperous student who 
did everything carelessly and my academic 
results were really horrible. When I was 
approaching the deadline of a project in Form 
One, I was still unperturbed and calm that 
time. But of course, the result of this project 
was definitely bad, and I realized that I could 
not be like that ever after, or else I could be in 
trouble. I created a focused environment taking 
steps to minimize distractions as this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me to focus on the projects. 
Nevertheless, things turned out contrary to 
the way I wished. I wanted to give up because 
of frustration that failure gave me. Everything 
suddenly changed since the day I met my 
English teacher Mrs. Lai, who has taught me 
for two years. As one of the most experienced 
teachers in our school, she always teaches 
students with h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gives them instructions on their study strictly. As 
I mentioned before, I always ignored my study 
and didn't even want to think about it at that 
time. Mrs. Lai talked to me privately about her 
past experiences after she knew my situation-
how she overcame her weaknesses and 
darkest hours in her life so far. Because of her 

touching speech, I could not forget what she 
told me that day "everything I do counts." She 
encouraged me and her influence on me not 
only existed on the day before but ever after. 
With her encouragement, I started being able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my strengths and be the 
best I can. From the telltale look in her eyes, I 
could see how passionate and enthusiastic she 
is when she is teaching students. Therefore, 
I tried to overcome my weaknesses with her 
encouragement and persistence. Whenever I 
want to relinquish, I will think twice and recall 
from my memory Mrs. Lai's encouragement. In 
fact, I have since been doing better and found 
my dreams.

My dream is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banker as I can earn a large sum 
of money in the future. Although it is not an 
easy job for me,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 I am sure without procrastination 
and with confidence at heart, I can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 Nothing can forestall my 
willing heart. If at first I don't succeed, I shall 
try, try again. My comfort zone has ended, and 
my life begins now. If my life had been without 
Mrs. Lai, I would not have been a young lady 
with dreams, and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overcome my weaknesses. How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dream? What do you want? How 
do you plan to get it? How much effort are you 
willing to make in face of more opportunities? 
Do remember: growing old is mandatory, but 
growing up is optional. With determination and 
optimism, we can all embrace a brighter future. 

An essay about Mrs. Lai  
Fong Ka Lam 3C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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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
  專 訪

  這個學年，銘賢有三位新加入的老師，分別是任教

英文的梁殷瑜老師、任教中文的李文彬老師和管理圖書

館的李曼琪圖書館館長。希望同學可以透過以下簡單的

訪談，加深對他們的認識 !

Q:選擇以圖書館館長作為職業的原因是甚麼 ?

A: 因為我喜歡與青少年交談，分享經驗。

Q:對銘賢學生的第一印象 ?

A: 普遍乖巧，但有點內斂。

Q:工作上有甚麼難忘事 ?

A: 在中一每班的首節圖書館課 , 我都做了一個小普查，發現差不多全

部同學都看過《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和《老鼠記者》(Geronimo 
Stilton) ，很驚訝也高興同學們都有閱讀的習慣。

Q: 對銘賢的學生有甚麼期望 ?

A: 多到圖書館借閱圖書，與我分享他們喜歡的書籍。

李曼琪館長

1. 最喜愛的作家及作品是珍 •奧斯汀 (Jane Austen) 及其名作《傲慢與偏見》
(Pride and Prejudice)。

2. 閱讀以外，最大的興趣是秋天去郊遊，行山和露營。

3. 座右銘是「寬以待人，嚴以律己」。

關於李館長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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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李老師的二三事……

Q:選擇以老師作為職業的原因是甚麼 ?

A: 銘賢老師的言傳身教令我覺得老師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

作，能夠灌輸一些正確的思想給學生，而教育可以培養

有品質的人，同時讓我可以和學生交流，保持年青的心

境，這促使我成為老師。

Q:作為舊生，以另一身份回到銘賢，有甚麼感受 ?

A: 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可以回到母校教書，與以前任

教過我的老師成為同事，向他們學習，即使彼此身份改

變，仍然可以維持良好的關係。緊張的是母校超過一半

的老師都曾教導我，讓我謹記要謹言慎行。

Q:若要學好中文，有甚麼方法 ?

A: 我認為沒有捷徑，必須多閱讀、多觀察。閱讀方面，可閱讀一些涉及文化和

品德情意的書，若對該書有興趣則更好。即使未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書籍，廣

泛地閱讀亦可增廣見聞，並找到自己所好的書。觀察方面，某些學生的文章

易落入俗套，皆因閒時沒有發掘題材，多觀察可給你新的想法，能令文章給

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觀察時，凡事不能先入為主，以既定角度看事物，否則

只是瞎子摸象，不能了解大局。

Q:對銘賢的學生有甚麼期望 ?

A: 能保持謙卑和尊重，切忌自視過高，要懂得從他人身上學習。即使認為前人

的意見不合時宜，仍然要尊重他們的意見，因為現時的知識是由前人努力的

成果。若認為自己已了解一切，只會故步自封。相反，謙虛能令人不恥下問，

從而學得更多。

1. 中學時期的啟蒙老師是劉謝慧雯老師、梁黃可嘉老師和江李思慧老師（她們是李文彬
老師初中連續三年的中英數科老師）

2. 我最喜愛的古代作家是詞人辛棄疾。

3. 我的興趣是聽 K-pop 音樂、打籃球、閱讀。

李文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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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選擇以老師成為職業的原因是甚麼 ?

A: 還記得在中學時期，我一直欠缺自信，不懂得如何

欣賞自己，幸好當時得到老師的愛護和鼓勵。我知

道現今作為一個中學生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因

此，我希望成為老師，與學生同學同行，以自身經

驗幫助學生 。

Q:若要學好英文，有甚麼方法 ?

A: 這要從興趣喜好入手，將英文融入自己的興趣當中。

如果以考好 DSE 為學習動機，未必有太大的動力

讓自己進步。

Q工作上有甚麼難忘事 ?

A: 最難忘的事莫過於是開學。在開學的前一晚，我緊張得難以入睡。直到我

走進課室，腦海一片空白，不知該說甚麼好，只好隨心說：「大家好，很

高興認識大家。」當時那份緊張的感覺，實在是十分難忘。

Q:對銘賢的學生有甚麼期望 ?

A: 我以前是一位缺乏自信的人，因此我希望銘賢學生能多欣賞和肯定自己，

並對自己抱有信心。此外，我亦期望他們能夠好好享受中學的時光，並找

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關於梁老師的二三事……
1. 我最喜愛的英文作家及作品是……

我並沒有特別留意不同的英文作家，但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Margaret 
Atwood 所寫的 Oryx and Crake 。 

2. 除了閱讀以外，最大興趣是……

我十分喜歡大自然，所以有空的時候會遠足和旅遊。

3.我的座右銘是……

「成為別人的祝福」。

梁殷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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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蛟醫生伉儷獎學金
—校友專訪：林美芳校友

  在 2018 年 11 月 6 日，《思風》總編 5A 陳

量賢、5B 黃美茵和編輯委員 4A 司徒健超，在蕭

惠蓮副校長和江李思慧老師陪同下，於銘賢校史

室訪問校友林美芳女士。林美芳校友是銘賢七十

年代的畢業生，畢業後她成為護士，於 1986 年

她和她丈夫劉孟蛟醫生開辦兒科診所，其後成立

醫療集團，並在醫療界取得卓越的成就。儘管林

校友畢業已數十載，但她仍心繫銘賢，先後和丈

夫劉孟蛟醫生於銘賢五十週年校慶時捐款籌建校

史館，並於本年度創立「劉孟蛟醫生伉儷獎學

金」，鼓勵有志投身醫護界的同學，希望他們在

「從醫之路」上給予支持，以傳承醫護行業濟世

為懷的職志。她亦於 2016 年成立一項醫療慈善

基金，推廣預防健康教育及協助有經濟困難之病

人，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優惠。她不忘根本、飲

水思源，致力回饋社會的心懷，實在值得我們欣

賞和學習。從林美芳校友的言談中，我們更得悉

銘賢今昔的變遷，和感受到上一代人拼搏的獅子

山下精神，實在是令我們獲益良多。

心繫銘賢 熱心公益

  林校友一直心繫銘賢，為了感謝在求學時期

銘賢一眾老師的悉心教導，她與丈夫劉孟蛟醫生

成立了「劉孟蛟醫生伉儷獎學金」。促使她成立

獎學金的原因是源於對師弟妹的支持，並鼓勵同

學傳承醫護的行業，讓他們能夠一展抱負，為香

港市民的健康出一分力。至於被問到成為醫生應

具備的條件，她認為最重要的是堅持：「醫科起

碼需要讀五年，又要有一年的實習，這段路說長

不長，說短不短。讀醫的初期，須學習大量的醫

學知識，加上科技日新月異，除了要懂得醫療專

業知識，還要熟習各種醫療儀器的運作，因此要

十分用功，也要對病人有愛心及耐心。」而我們

從林校友的分享中正好體會到她對醫療工作的那

份堅持。

  林校友除了回饋母校，又成立了醫療慈善基

金和不同團體及機構，舉辦健康講座，又推廣健

康篩查，讓更多基層市民關注健康的重要，推行

「及早預防，及早治療」的理念，還到非華裔學

生的學校，為貧窮學生提供免費驗眼和配眼鏡的

服務，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林美芳校友（圖左三）與陳綺雯校長、蕭惠蓮副校長與我們在校史館合照

  校友林美芳女士
為鼓勵有志從事醫護

行業的同學，今年增

設一項獎學金頒予大

學修讀醫護的銘賢畢

業生，以鼓勵同學追

尋夢想，造福社群。

12



校園軼事 刻苦求學

  談起昔日在銘賢的日子，林校友滔滔不絕。

儘管數十年光陰悄然逝去，但回想求學時的生活

點滴，在她腦海中仍歷歷在目。林校友昔日家住

橫頭磡，由於當年交通不便，加上家境不算太充

裕，於是她每天要花半小時從現時樂富，經過九

龍塘（現今又一城的位置）繞道返回校園，路途

遙遠，而當時若遲到的話更需要負責在禮堂「搬

櫈」，林校友道：「當年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是這樣，

有些同學更住在彩虹或更遠的地方，他們都堅持

每天徒步回學校。但這不減他們在銘賢求學的熱

忱。在銘賢，最印象深刻的是當年任教的老師，

雖然他們年紀比我們年長約幾歲，很多都是剛從

師範學校畢業，但在上課時都很莊重嚴肅和教學

認真，同學們都十分尊敬老師、專心上課，老師

的英文水平更使我極為佩服，畢生受用。」

  談起她最擅長的科目，她的答案是令人出乎

意料：體育！她自豪地把當年於運動會和學界的

獎項如數家珍：「我每天都要從樂富花半小時跑

回學校，加上我的父親是經營士多，每天我都要

負責抬一盤盤的汽水，鍛鍊出強健的體魄，所以

在中四、中五的運動會獲得了標槍、跑步、拔河

的冠軍。」林校友認為昔日家庭的生活對她是很

好的磨練。

投身醫療 體會無常

  當天返校遙遠的路程，在路上步步的足印，

培養出她堅毅不屈的性格。她和丈夫成立醫療集

團，直到今天有能力回饋社會，報答師恩，實在

值得我們莘莘學子欣賞和仿效，但原來她的從醫

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於銘賢畢業後，她原本打算

升讀大學，卻遭到家人反對，因為她身為長女，

父母希望她早日工作。林校友看着其他同學相繼

升讀心儀的學校，不但沒有埋怨自身的遭遇，反

而奮發向上，入讀護士學校，她堅定地說：「雖

然沒有入讀大學，但我深信當護士也能出人頭

地！」她這種不甘平庸和面對逆境時不屈不撓的

君子風範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而在伊利沙伯醫院實習的日子更令她體會到

生命無常：「當我在病房工作的時候，曾有一間

病房住了一百二十多個病人，非常擁擠，有一夜

相繼有四位病人離世。當時固然是十分害怕和難

過！」生命的無常令林校友更決心以博施濟眾為

己任，希望盡自己之力保障市民的健康，實踐醫

者懸壼濟世的胸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金玉良言 

  我們又跟林校友談上「成功」的話題。林校

友認為「成功」是運用自己的學識和才能，去做

一些令自己一生無悔無愧的事，而這

些事也要對社會和對他人有所貢獻。

她又表示，每個人對社會都有大大小

小的貢獻，我們不能夠憑着職業的高

低，而決定一個人對社會是否有貢獻。

她跟我們分享，自己曾經在每晚工作

後，經過屯門公路時，看見有一班默

默工作的修路工人，她認為他們也是

十分偉大的，因為在其他人都酣睡和

休息時，他們仍然謹守崗位，為社會

貢獻。假如沒有他們，道路能暢通地

供汽車駕駛嗎？那些修路工人，不就

像港鐵站的職員，通宵達旦般付出嗎？
林美芳校友（圖右三）與蕭惠蓮副校長、江李思慧老師與

我們合照 13



本年度有七位畢業生取得獎學金：

冷浩瀚 (2017-18，F.6A) 香港大學 中醫全科學士學位課程

李麗敏 (2017-18，F.6A)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葉康宏 (2017-18，F.6A) 香港中文大學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丁龍毅 (2017-18，F.6B) 香港中文大學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

郭梓謙 (2017-18，F.6B)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

何俊達 (2017-18，F.6B)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

陳皓琳 (2017-18，F.6B) 香港大學 牙醫學士課程

林美芳校友（圖中）和丈夫劉孟蛟醫生

（右三）與獎學金的得獎者合照

我們不是應該向他們表達感謝嗎？可見，「成功」

不是單靠地位來定義的。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修

路工人，不一定是失敗。另外，林校友表示一個

「成功人士」要有責任感，對社會要有付出，對

家庭要有承擔。她又道出「成功人士」要對別人

有尊敬的心，有包容的心，不要太過衝動，要思

前顧後；若我們太過衝動，就很容易闖禍。所以，

當我們生氣時，不如冷靜一下，說不定有更好的

方法解決問題呢！

  最後，林校友以「勤奮好學，勇往直前，三

思而行，凡事感恩」十六字的良言，勸勉諸位

銘賢的學弟妹，努力裝備自己，向「成功」踏前

一步，在未來貢獻社會，成為一個出色的「銘賢

人」！

編者的話

  在此再次衷心感激林校友接受銘賢《思風》

的訪問，相信這能令每位銘賢的學弟妹獲益良多，

亦祝福得到這獎學金的畢業生勿忘初心，繼續在

通往夢想的道路上奮力前行。期望我們都能謹記

這位賢者的胸襟和她的金玉良言，把「銘賢精神」

薪火相傳，再創傳奇。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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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Ms. Cheung at the School History Museum

Education is the kindling of a flame, not 
the filling of a vessel. Ms. Sally Cheung 
always sticks to this principle. A learner 
should learn to explore, then the motivation 
comes. We have learned this spirit from 
the amiable teacher as she recalled her 
career at the School History Museum on
1st November, 2018.

WHO IS MS. CHEUNG?
Ms. Sally Cheung was brought up in a 
school with a strong learning atmosphere. 
She was once our English teacher, who 
had worked for 24 years at Ming Yin and 
retired in 2014. Though her teaching 
career has ended, the lifelong learner is 
still in love of knowledge. Enthusing ove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works, she takes 
course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attends 
painting classes. Last year, she set up the 
Ms. Cheung Sze Nga English Language 
Scholarship for our students.

SCHOLARSHIP AND ENGLISH
When the scholarship came up to our 
conversation, Ms. Cheung genuinely told 
us there was no special reason behind and 
that she just wants to give students some 
support. 

Q:  Why d id  you dec ide  to  se t  up  th i s 

scholarship?

A: I wouldn't say I did so for any particular 
reasons. I just want to do my best to 
support Ming Yin students. I had been 

DEDICATION COMES 
BEFORE MOTIVATION

— INTERVIEW WITH 

MS. SALLY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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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n Ming Yi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I always believe that Ming Yin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well. So, I hope this can act as a booster 
to motivate students in learning English. 

Q: Do you have any tips for learning English? 

How should students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learning English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

A: Learning English is undoubtedly a long 
journey. No one can succeed in a short 
time. But fortunately, the more you sow, 
the more you reap. Appreciate and 
explore the language and you will be 
motivated . In my teaching career, very 
often I asked my students to do more 
extensive reading. A lot of news articles 
and English stories are more interesting 
than textbooks. And you see, the Internet 
has made things easier. You can read an 
article instantly. I myself do not buy a lot 
of books. I read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Besides, you can make use of videos and 
films as learning tools. Watch English 
programmes from TV channels such 
as HBO and Fox Movies as you will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ople living 
in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English and 
ours.

Finally, find a way to immerse yourselves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I 
once asked my students to walk around 
Stanley. Don't consider this as a silly 
thought. I treated this as an assignment. 
There are English-speaking tourists 
in Stanley. In fact, interviewing foreign 
visitors and chatting with them can help 
to improve your questioning techniques 
efficiently. It's fun, it's costless and it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way for you to improve 
quickly. Perhaps what you nee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Music trip in summ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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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oup photo of Ms. Cheung (3 rd Left) ,  Ms. Wong  (2 nd left)  and the reporters.

SWEET MEMORIES 
When asked about the strengths of Ming Yin 
students, she answered that our students 
have a strong motivation to learn. This 
results in a high level of competency in both 
languages. 'If they want to do it, they can.' 
Besides,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has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Everyone is supportive here at Ming Yin. 
She exclaimed that she could hardly forget 
Sports Day, when the spectator stand was 
packed with students and how loud the chant 
was from all classes. It is unity that holds 
everyone together.

KEEP MOVING
Do not be limited by the veiled boundary 
because there is no such boundary in 
the world of knowledge. Not only has Ms. 
Cheung demonstrated to us how a good 
English learner should be, but has also 
inspired us what really matters – a humble 
attitude.

Ms. Cheung attended a summer course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t Palo Alt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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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生」專訪及文章分享

  我校 6B 陳滋蕎、5B 黃耀亨、3D 施千予獲學校推薦參與「香港傑出學生選舉」，獲選為「深水
埗區傑出學生」，並在「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中獲選為「優秀學生」，他們從中獲益良多，並為
中學生涯增添精彩的一頁。以下，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一些關於學習的小分享吧！

Q：你有沒有甚麼讀書的小竅門可以分享？
A：其實這也不算是小竅門，我個人的方法是寓娛

樂於學習。因為有的時候，我所修讀的科目未

必是自己最感興趣和喜歡的，而教學的內容也

許會很難很複雜，所以我嘗試將自己感興趣的

東西融合在學習中。例如語文類的科目，對於

大家而言都相對靜態的，比較傳統的自學方法

可能是多看書看報紙，但是這些方式大家未必

都感興趣。而我則喜歡追星，因此我會主動去

看一些有關自己喜歡的明星的中英文文章，這

樣不但能提高我對學習的興趣，也可以同步進

行我喜歡的事，一舉兩得。

Q：對於中三升中四選科，你有沒有小建議給學
弟妹們？

A：我認為選科很重要，因為這決定了未來進修、

就業的大方向。我覺得在做決定之前可以請

教一下老師，或者學長，深入了解該科目的

內容、教學方式是否和自己預期的相符。如

果對選科沒有方向，大家可以花更長時間考

慮，但千萬不要人云亦云，因為這樣是沒有

意義的。每個人的目標可能都不一樣，一旦

做錯決定就無法回頭。另外，選科的時候，

大家都說應以興趣為首要考慮；可是於我而

言，興趣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還

須考慮到將來大學選科的收生要求，所以建

議大家慎重考慮。

  很 久 之

前， 我 就 已

經在學校聽

說過有師兄

師姐們是傑

出學生，但那時對此並不太瞭解，只會認為他們

是非常厲害的大人物，所以現在能以這麼一個身

分講話，我實在感到榮幸。

  可能一聽到傑出學生選舉，人們都會覺得這

是一個嚴肅的比賽，只會看重學生的學業成就；

但事實並非如此，當然，學業成績佔比賽的一部

分，但學生各方面的才華也不會忽略，而更看重

的還有學生與人溝通和相處的技巧。另外，傑出

學生選舉除了有嚴肅的面試環節外，還有輕鬆有

趣的考察和交流團，志在讓同學跳出自己的安舒

區，從另一角度看世界。

  當我成功在深水埗區的傑出學生選舉中突圍

而出，成為傑出學生後，就獲邀參加九龍區域的

6B 陳滋蕎

陳滋蕎同學分享

陳滋蕎同學（圖前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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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九龍區的有別於深水埗區的，那裏匯聚了

更多的精英，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也是有點擔心

的；可是，在完成了整個選舉之後，我就改觀了，

覺得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可怕，最重要的還是我

們勇於踏出第一步去挑戰自己。

  因為要參加學校交流團的關係，我無法參與

第一次的初賽遴選，幸好，大會給予了我補選的機

會。在補選中，我和另一位他校的高中組同學一起

面試，而面試分為三個部分，考核參賽者在各方面

的能力，其中包括寫作文章，二人對辯和與評委的

對答環節。與評委對答的環節是我感覺最大壓力但

又最輕鬆的環節。可能你會覺得很矛盾，但當時我

的感受確實是如此。當我一踏進面試房看見四個評

審坐着的時候，你就能想象為什麼我會感到壓力很

大了；但在回答他們的提問時，我又慢慢地放鬆了

下來，可能是因為評審們都很友善，他們提問的都

是比較緊貼個人和生活的問題，所以就營造了一種

聊天的氣氛，令人感覺良好。

  初賽除了面試環節外，還有

一個境外交流的活動。今年，我

們一同前往佛山南海，與當地的

學生交流，並參觀了不少當地的

創新科技企業。俗語有云：「讀

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如果我

說內地科技的發展比香港的還先

進，相信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應

該是一個難以置信的事實，然而

事實就是事實，現時內地致力推

動科技發展，比如有香港試行了

一陣子的焚燒垃圾，又或者更貼

近生活的電子付款。沒有騙你的，

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我也不敢想像，現在就連到

市場買一條蔥也能用上電子付款了，所以說，在

這個交流團裏，我的確獲益不少。

  我非常幸運的成功晉級，進入決賽。高中組

的決賽是一輪五人的小組討論，我們討論的題目

大多都是近年的社會議題。通過討論，我們有機

會去聆聽不同同學對於議題的意見，從而擴大自

己的知識面，有時你會發現同學提出來的看法是

你從沒有想過的。

  對於這一連串的選舉活動，我實在是百感交

集，有難忘開心的，也有緊張不安的，但我還是

很確實的覺得：這絕對是一個不可割捨的回憶。

能夠在這樣的平台上與優秀的同輩們接觸，成為

好友，互相鼓勵；又能在活動中學習不同於課本

上的知識，實屬難得。如果你對於傑出學生選舉

也很有興趣的話，我在這裏鼓勵你把握機會，勇

敢一試！

施千予同學（圖左二）及陳滋蕎同學（圖右二）與評判（右一）和

深水埗傑出學生聯會主席（左一）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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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傑出學生選舉，確實讓我對自己有更

深入的了解，我亦明白雖然我們經常都不能把事

情做到盡善盡美，但卻要在過程中不斷檢討，繼

而尋找錯誤，最後改正錯誤。

  傑出學生，給予你甚麼印象呢？經過這次的

選舉，我發現其實很多得獎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

本領，有些口齒伶俐，有些充滿運動細胞，更有

些是十項全能。我們每個人都是與別不同的，只

要你能發掘自己擅長的興趣，再加以磨鍊，假以

時日，每位銘賢的學生其實也是各位老師和家長

心中的傑出學生及傑出子女。

  回到正題，從這次選舉的初選面試開始，我

便已感受到身旁同學都是能言善辯的，而我的口

才卻是特別平庸，很容易便會被比下去。不過，

我抱著輕鬆的心情，反正又不是許勝不許敗的。

可能就因為抱著這個心態，我在兩次的面試皆突

圍而出，獲選為深水埗區傑出學生。

  其後，我們在暑假時，亦有一連串的活動，

例如是社區服務及街頭表演等，亦有一個三日兩

夜的宿營。那些活動不但令我交了許多新朋友，

亦令我的暑假生活過得更充實。其中我最印象深

刻的，是宿營期間大家在晚上都不願睡覺，聊天

到早上的情景，現在想起來，我也回味無窮。

  而這次選舉給予我最大的啟示是要更加謙卑，

我深深感受到即使在自己學校表現不錯，但其實

外面的世界仍然是廣闊無垠。我們視野要更加廣

闊一些，才能夠不斷進步。

Q：你有甚麼興趣？一般課餘時間會做甚麼？
A：我平常喜愛唱歌，因為唱歌可紓解壓力，亦

可盡訴心中情。而我十分鍾情粵語歌，因為

聽起來更易產生共鳴。在課餘時間，我亦會

看看足球比賽，從中獲取樂趣。

Q：每當有挫折或壓力時，你會如何克服？
A：先回家小睡片刻，讓整日煩惱消除。盡量找

人傾訴，以免鬱藏心底。踏入高中，壓力其

實不斷遞增，只有良好的心理質素，以及不

要對自己要求過高，才可令自己過得開心又

有魄力。

Q：你覺得自己身上有甚麼優點和缺點？
A：身上優點不多，可能是自己比較擅於解讀別

人的身體語言，能夠容易了解不同人的性格。

而缺點則是較內向，不能好好表達自己的心

底話。

黃同學在繁忙的學業中

亦不忘適時放鬆自己，

享受生活。

黃同學（右四）在選舉中認識

了一眾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

黃耀亨同學分享

5B 黃耀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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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認為校園中的氣氛如何？
A：氣氛和洽，同學之間相處也舒服自在。大家

在不同事情上或許會出現意見分歧，但最後

都願意尊重雙方意見，聆聽彼此立場，合力

完成工作或職務。而老師、同學、工友、小

賣部姨姨等不同身分的人，在碰面時亦會互

相打招呼和問候，令我對校園產生一種親切

感和歸屬感。即使我並不認識全校所有同學

老師，但身處這環境中也感覺到一種強烈的

連繫感。現時中三的我，對這個校園的印象

就如一個大家庭，在這裏的每一位都願意互

相磨合、共同進步。

Q：你有甚麼興趣？一般課餘時間會做甚麼？
A：我並沒有特別的興趣，但喜歡課餘時彈彈琴、

聽聽音樂，也會閑時看看電影。而且我平日

亦十分喜歡大笑，因 這樣能讓我暫時忘卻煩

惱。我很感恩自己能有大笑放鬆的機會，使

生活不會過分

沉悶和壓抑。

三位傑出學生與老師們合影（左起為馮可安老

師、鄭亦殷老師、林李文蕙老師，右一為駱文淑

賢老師）。

  對於獲推薦參加傑出學生選舉，並且獲得傑

出學生這個殊榮，我感到非常榮幸。這不單是對

我所付出的努力給予的一個認同和肯定，更是證

明了師長和家人對我的悉心栽培和教導，讓我能

夠一展所長。

  還記得當初報名時戰戰兢兢的自己，多虧老

師和家人的鼓勵，我才有了踏出第一步的那份勇

氣和信心。而參加這次選舉亦改變了我對傑出學

生的定義：一個真正傑出的學生，最重要的並不

是好成績，而是你有沒有那種很想突破自己的決

心，以及面對困難時仍然能保持笑容的態度。    

  驀然回首，選舉活動的一點一滴歷歷在目，

無論是令人膽戰心驚的面試，抑或是輕鬆愉快的

交流體驗活動，都令我獲益良多，畢生受用。另

外印象中最為深刻的就是佛山之旅和清潔海岸線

體驗活動。

  在佛山之旅中，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更拓

闊了我的視野。內地的創新科技發展十分發達，

例如焚燒處理固體廢物的科技，都叫人大開眼界。

此外，在這旅程中我亦有幸能夠參觀舞獅訓練基

地，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而在準

備專題研習的過程中，我不但與組員有了更多的

默契和認識，更能與來自南海的朋友交流。雖然

只是我們要匯報，但是他們仍然不辭勞苦地陪我

們「捱通宵」，給予我們各種的意見和鼓勵，這

些都令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好客，並為這

份友誼而感動。

  之後的體驗活動中，我有機會到石澳沙灘去

進行清潔活動。在短短的兩個多小時裏，我們已

清理了十多袋垃圾，以及一些無法裝進垃圾袋的

大型垃圾。而當中最多的就是發泡膠，它們在風

吹雨打中變得支離破碎，垃圾中亦有不少魚網、

木板、鋁罐等等。可能你會覺得，只有數十人的

力量並不能做到什麼，但所謂「愚公移山」，我

相信，將會有更多人受這些行動感染，喚起他們

的環保意識，共同保護美麗的地球村。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給了我很多，在這裏，

我不單獲得了一個榮譽，更獲得了畢生受用的經

驗。通過整場選舉，我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處，

我會更好地去裝備自己，繼續關心身邊的世界。

在此，我再次感謝一路陪伴、支持和鼓勵我的家

人以及老師。

施千予同學分享

3D 施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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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組織學生領袖專訪
歲月更迭，薪火相傳，今年五大組織重組成為六大組織，當中新設的組織為生涯規劃委員會。一如
既往，思風將會帶大家認識各大組織的學生領袖，同學可藉此了解校內各事務。寄望各學生領袖可
互相合作，攜手共渡銘賢事，培養銘賢人，建立銘賢情。

1. 自我介紹

2. 作為六大組織的領袖，你們期望可帶領團隊達到什
麼目標？

3. 成為組織領袖，你們有什麼感想？ 

4. 你們有什麼話對讀者說？

1. 大家好，我們是今年的男領袖生長 5B 梁俊熙（圖右）和女領袖生長 5B 梁雅琪

（圖左）。

2. 我們的工作是領導整個領袖生團隊，與一眾資深領袖生的合作，推動訓導活動，

使同學認知到遵從紀律的重要。此外，領袖生團隊會定期開會，檢討工作表現，

以確保領袖生以身作則，維持銘賢純樸校風。我們希望每位銘賢同學都可以做到

「自律守規 ˙ 勇於負責」的訓導目標，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年青人，日後為社會

大眾作出貢獻。

3. 領袖生長對於我們是一件莊嚴的任務，我們十分慶幸可以擔任這個職位。雖然我

們的能力有限，閱歷尚淺，但我們都會盡全力做好本分，多與老師及同學溝通，

領導各位領袖生執行職務，萬望銘賢同學都能夠成為自律守規的學生，且能為同

學和學校服務。

4. 能夠得到同學的支持，而成為領袖生長，是我們意料之外的事。但我們願

意作出嘗試，跳出自己的框框，無論成功與否，都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去

積累經驗和成長。寄望各位都能積極參與學校的職務，為學校盡一點綿力，

將來定會成為社會的棟樑！

領袖生

領袖生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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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家好，我們是本年度生涯規劃委員會的生涯規劃輔導生長 5A 唐文健（圖右）

和 5C 張巧瑩（圖左）。

2.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同學對自己的升學和就業出路有更好的了解和準

備。例如我們會為同學搜羅各地升學的資訊，亦會提供一些職業培訓課程的資

料，給同學作參考，讓同學對未來有更清晰的方向及更加明瞭自己在不同範疇

的能力和興趣，為未來做好生涯規劃。

3. 我們很榮幸能成為學生領袖，擔任此角色意味着多了一份責任，我們會盡力達致

目標，竭盡所能為同學服務。

4. 升學和規劃自己的人生需要未雨綢繆，我們作為組織領袖，有責任帶領同學去豐

富和規劃自己的未來。我們會力求盡善盡美，努力改進不足之處，希望同學踴

躍參與我們的活動，多多支持。

生涯規劃委員會

中六面試技巧工作坊

中五師友計劃： 參觀 Now TV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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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家好，我們是本年度學生會主席團 5B 黃貝珈（圖中）、5C 董家騫（圖左）、

5C 伍嘉慧（圖右）。

2.  作為學生會的領袖，我們期望能帶領閣員豐富銘賢學生的校園生活。於校內，

能為同學帶來歡樂，藉此減輕學生繁重的學習壓力 ; 於校外，提供機會和平

台，讓同學參與不同的交流活動，擴闊視野，認識社會，盡展潛能。同時，

我們亦希望能改善學生會的服務，進一步完善學習環境，便利學生。

3. 我們十分榮幸成為六大組織領袖之一。縱使我閣二十位成員各有所長，但仍

有不足之處。不過我們相信靠著我們一顆服務同學的心，定能取長補短。我

們將全力以赴，力臻完美，不會辜負各位同學的

信任，為同學創造一段難忘的中學回憶。

4. 成立學生會並非易事，究竟是什麼驅使我們如此

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心思？誠然，我們認為這是有

別於刻板的學習體驗。在組織活動的過程中，我

們學習如何籌劃活動，怎樣帶領團隊完成各項工作

等，藉此訓練自己成為盡責和有承擔的人。最後，

希望各位同學能突破自己，多參與一些領導的工

作，裝備自己，成 一個更有承擔的人。 

學生會

歌唱比賽大合照學生會培訓大合照

宣傳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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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家好，我們是生命教育委員會學生領袖。分別是義

工組組長 5A 張泳茵（圖左）、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組長

5D 李潔婷（圖右）、道德教育組組長 5C 馮海瞳（圖

中）。

2. 我們的宗旨是在校內推廣正能量和正向的價值觀，培養

同學尊師重道、主動關心同學和養成環保的習慣，從而

提高學生的道德品格修養。公民及國民教育組旨在提升同學對時事的觸覺和社會

的關心。義工組希望鼓勵同學多參與社會服務和了解香港各階層人士的生活現況。

3. 從以往的小小跟隨者，到成為六大組織學生領袖之一，對我們而言，這是老師對

我們的一種肯定，亦代表著我們的成長。在獲知將要接任時，除了喜悅和期待外，

更多的是夾雜了一絲緊張，擔心自己能否勝任。但作為領袖，勇於承擔才是大家

的榜樣。希望我們能夠努力完成這項使命，帶領一眾成員在校推動生命教育。

4. 希望大家都可以更關心身邊的人與事。這聽起來或許知易行難，但只要每個人都

作出微小的改變  關心身邊的人，了解身邊的事，和愛護身邊的環境。看來可

能微不足道，但當每個人都這樣做，正能量和正向的價值觀就能在銘賢的每一個

角落出現。

生命教育委員會

老人院探訪

老人院探訪大合照中六打打氣 25



1. 大家好，我們是本年度輔導組的輔導生長，5B 陳建君（圖左）和 5C 伍家琪（圖

右）。

2. 作為輔導組的領袖，我們希望通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把同學與校園融為一

體，令銘賢再不局限於是一個學習的地方，更是同學們的另一個家。在接下來

的一年裏，我們期望能帶領整個輔導生團隊，繼續秉持著輔導組一如往常「立

己立人，助己助人」的精神，與同學們共同維繫一個溫馨和諧的銘賢大家庭。

3. 身為我校其中一個重要組織的領袖，我們任重道遠，感謝老師們和同學們的支持

和信賴，使我們從不斷的經驗和活動中鍛鍊自己，如此意義深遠的使命真是難

能可貴的。接下來的一年，我們將好好把握機會，致力服務校內的同學和區內

有需要的人，把愛與關懷傳遞至每個銘賢人身上，以及締造和互愛的社區。

4. 輔導組在來年將會繼續舉辦不同的活動凝聚所有銘賢的學生。作為銘賢大家庭的

一份子，當然少不了你身體力行的支持。同時，我們鼓勵同學建立友好的校園

氛圍，多關心身邊的同學，失意時給予他們支持與陪伴，再大的困阻也能突破。

輔導組

導盲犬採訪大合照 調解員課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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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家好，我們是本年度團契團長 5C 翁彩嵐（圖左）和 5A 鍾倩盈（圖右）。

2. 感恩主賜予這份職分，讓我們能夠擔任團契的領袖。加入團契已有數年，無論

人和事都在短短的時間內不斷地更新，唯一不變的就是虔誠事奉神的心。作為

團長，盼望能帶領成員傳播福音，見證榮耀神。今年新增「MY FAMILY」，我

們希望凝聚銘賢同學共膳，互相分享，彼此代禱，讓祝福遍銘賢。

3. 今年亦有新的同學、新的老師以及新的組織加入在團契當中，希望日後大家相

處得更加融洽，攜手帶領着銘賢的每一隻小羊到神的面前，領受從神而來的祝

福。今年，更有校外組織「小火子」的加入，期盼我們一起宣揚基督的大愛，

彰顯神的榮耀。

4.「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

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

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 你。」 以 賽 亞 書

41:10 。希望各位同學一起

領受神的祝福，靠著神給

你的力量，跨過前面的種

種難關。

團契

福音周獻詩 福音周大合照

 祝福遍銘賢

周四愛筵：My Family Time

聖誕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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