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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A 李賢慧 F. 4D 陳雅琪

    時光荏苒，不經覺間，思風到了第八十三期。我們今年肩負編委的使命，感

受尤深。過去一年多，因為疫情，我們在種種限制下一些平常的活動都取消了，

思風也停刊了。今年，在挑戰中，我們終於重回正常的校園生活！

    不止時代起迭變更，學校也迎來了新面孔。我們有幸邀請到新任的李揚真校

長分享學校發展的理念和他的成長故事，還有六位新老師專訪，希望藉此歡迎校

長和老師們加入鉻賢，並讓同學們認識到他們熱誠和親切的一面。

    新一年，在各位老師和同學群策群力下，一年一度各大組織領袖生的交職禮

終於順利舉行，讓我們見證同學在不同領域發展潛能，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的精神。

    聽到領袖生們在台上發表就職演辭，我們遙想到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振振有詞，說道：

「我有一個夢！」今天，我們銘賢同學有甚麼夢想嗎？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銘賢舊

生香港藝術家黃進曦校友和音樂人胡永正校友接受採訪，勉勵我們與夢想飛翔，

實現絢爛豐盛的人生。期盼我們在實踐理想的舞台上也能閃閃發亮！

    「代代復新，代代依舊」。思風創刊以來，一直秉承著重要的使命：聯繫銘

賢人、銘賢事、銘賢情；願今期也能薪火相傳，那麼思風的意義，大概於此矣。

    最後，衷心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和校友接受專訪，並所有以不同形式

參與其中的師生，以及攝影學會專業的拍攝團隊，成就了本期思風的誕生！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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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from the Principal
LOOKING BACK, LOOKING FOWARD

The first man to reach the North Pole was the 

American, Robert Peary. His expedition opened 

new paths for future explorers. Today, going to 

the North Pole is a common occurrence that 

bears no difficulty. Scientists live and work at the 

Antarctic because Mr. Peary proved that humans 

are able to survive there.

At Ming Yin College, we have many “Mr Peary”s. 

Our first graduates to be an educator, a doctor or 

an engineer, all set themselves as examples and 

proved that these aspirations are commonplace 

and achievable for Ming Yin students. 55 years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 boils down to each 

individual making life choices that positively 

impact following generations of Ming Yin College 

students. 

All these people from the past are inspirational 

but you are still a student. Do you have to seek 

your own “Antarctic”? What should you even do? 

Mr Peary may have packed up and left his warm 

bed to lead other men to success, but who led 

him when he was down and weary?

God does. God inspires, suggests and provides. 

He stands before you, even if you do not see 

Him. He suggests ideas even before you ask 

Him. He provides even before you seek Him. 

God led and gave ideas to our founding father to 

start a school in Shek Kip Mei. God’s grace has 

provided and kept Ming Yin College strong for 5 

and a half decades. Besides providing education, 

our founder’s plan was always to make MYC a 

beacon for Christ in the heart of Sham Shui Po 

and we continue to shine for Christ.

Acts 20:35 says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I have shared the story about my youth and spelt 

out the importance of perseverance in chasing 

for my faraway goal when I was young. My 

ordinary background did not prevent me from 

striving for my dreams. Today, I am able to give 

back to society as a principal but only because 

God has provided for me and I received kindness 

and support from people around me.

This year when we celebrate our emerald 

anniversary, let us turn to God for inspiration to 

seek new ground, to explore new challenges, to 

give more than to receive and to find our own 

“Antarctic”.

Principal with student leaders 5



Sze Fung was honoured to have a chance to cooperate with the English Society in 

the interview with Dr Lee Yeung Chun, our new Principal.

The well-suited gentleman arrived at the School History Museum with a broad smile.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interview for long!’ Dr Lee grinned. His greetings made every teacher and 

student in the Museum feel at ease. After a photoshoo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started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interview focusing on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this year.

Impression of Ming Yin
When asked about his first impression of 

Ming Yin College, Dr Lee replied without any 

hesitation, ‘Historical’. Of course, it only refers 

to the campus itself, but not the students. In 

fact, Dr Lee praised that Ming Yin students are 

impressive, approachable and polite as many 

of them greet him in the morning. As Ming Yin 

College has a long history, Dr Lee hopes to make 

use of the rich human resources, such as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s and parents. 

For now, he believes that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vaccinated. ‘I just 

want our students’ lives back to normal. ECA 

activities are fun,’ he added. ‘Of course, we will 

not force students.’ 

Dr Lee stated that good role models are 

important for students. He would like to treat 

every student as an adult in order to show his 

sincerity. ‘All schools talk about love. But how 

to love people, it’s art.’ His idea is to respect 

each other, show his lo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ut not give orders.

AN INTERVIEW WITH OUR NEW PRINCIPAL
—DR LEE

(From far left) 
F.5A Koo Cheuk Lam, F.5A Au Tsz Kit, F.3C Cheung Tsz Yuet, 
Dr Lee (Principal), Mr Tsang Chi Yuen (Head of English Department), Miss Yee Ka Lee (Deputy Head of English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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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Campus
In Dr Lee’s ideal healthy campus, he would be 

glad to see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strong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ear 

blessed smiles all the time. He hopes students 

can balance academic and after school life. 

Furthermore, he would like to promote the 

culture of ‘respect’, which touches on sensitivity. 

‘Once we observe this value, we should praise—

“With respect. With love”.’

Not all of our schoolmates are keen on sports, 

neither is our principal. Therefore, he is not 

expecting students to be experts in sports, but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them to try to see if they 

have the ability or not. ‘When you are young, just 

try once,’ he blinked. ‘Maybe it deserves it!’

Ming Yin students are often stressed about 

studies, especially the senior forms. Dr Lee 

suggested students set timely goals—long-term 

goals or short-term goals. Also, students should 

have some quiet time and do some simple 

exercise in order to release their stress.

Gifted Education
Dr Lee revealed that he was very weak in 

mathematics. He studied geography at university, 

which is the study of rocks, and got a science 

degree. His story inspires us that the provision 

of gifted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Receiving 

proper training, students can become experts. It 

can help improve our society.

Our principal encourages us to explore in 

our own subject areas and learn to control 

our desires such as playing online games. He 

believes Ming Yin students can be creative with 

leadership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We all have talents. All talents are equally 

important,’ Dr Lee emphasised. ‘The focus is on 

how to use the talent to do something great. 

Ask yourself: what is your talent?’ Whether you 

are cheerful, clever, gentle, sporty…... every 

skill is important. Therefore, don’t look down on 

yourself!

•校長專訪•

The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is now available on our Campus 

TV channel. Come to the screens outside Staff Room 2 and enjoy the video! 

(From far left) 
F.5A Koo Cheuk Lam, F.5A Au Tsz Kit, F.3C Cheung Tsz Yuet, 
Dr Lee (Principal), Mr Tsang Chi Yuen (Head of English Department), Miss Yee Ka Lee (Deputy Head of English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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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可能」化為「可能」
—與李揚真校長對談

  猶記得今年開學禮中，我們懷著好

奇的心很想知道新到任的李校長會跟我

們分享甚麼。結果，他在台上跟我們訴

說著「2021年殘奧運動會」裡，運動

員如何奮力發揮潛能，勉勵我們要懷著

夢想展翅高飛，將「不可能」化為「可

能」，這次分享讓我們印象深刻。

  本期《思風》有幸採訪李校長，希

望藉著這次專訪，讓大家認識李校長的

成長小故事和生活趣聞。校長還跟我們

分享了他珍貴的舊照，盼望大家也樂在

其中！

成長小故事
Q：校長，請分享一些您的童年往事。

A：我的童年生活真的很豐富，我小時候就讀於

地區幼稚園，老師給我的評分也不甚突出，說

起來真的很有趣，可能同學沒想過，校長並不

是名校出身！我的爸爸是一名船長，我們一年

只能相見兩、三個月，於是媽媽扛起了照顧我

們兄弟的重任。正因我爸爸是船長，我小時候

曾與家人乘搭前往名古屋的「郵輪」。首三天

的食物還不錯，但在往後的日子裏，一日三餐

簡直一言難盡……全部都是難吃的急凍食品！

而且，在船上的娛樂不多，可見行船生活真的

非常苦悶。時至今日，每有不如意之時，我都

會以爸爸的經歷來安慰自己：啊！我絕對不會

比爸爸更為孤獨。想起來，我仍然很感謝童年

經歷過的這些歲月。

左起：F. 4D 陳雅琪、F. 4A 李賢慧、F. 5B 李思源、李揚真校長、
李思慧老師、余華姬老師 

和樂融融全家福 1982年12月於中華基督教
會灣仔堂受洗

小學時期與爸爸的貨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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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你在成長路上，有遇過什麼困難嗎？

A：當然有了。我當年沒有考上香港大學，連

教育學院也沒有錄取我，無疑，這對我有

很大的打擊，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後

來，我冒著零下40度的寒冬毅然到了加拿

大唸書，記得當時的氣溫低得連BBQ時也

不能把東西燒熟呢！但幸好我當時有很清

晰的目標，為夢想堅持下去。

Q：請問您得了甚麼啟發，令您當初想做老師？如果再有

機會，您會重新選擇嗎？

A：從中四開始，我便想做老師。在中學生涯裏，我遇到了

三位恩師，至今仍對我影響深遠。他們不但有責任感，

會為課堂提早準備，還熱愛與學生互動，令他們投入課

堂。我想，便是那些令我樂在其中的課堂，堅定了我教

學的決心。若給我多一次機會，我仍會堅守初衷，想繼

續做老師。我認為能夠透過設計不同的課堂和多樣化的

互動，讓學生逐步成長，這份喜悅是無可取代的。

校長與他的母親

當時校長在英國探望好友，拍完此照片

後，他手上的棍子便掉到河裏去了！

校長的中學時代

•校長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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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我們
Q：您有座右銘與我們分享嗎？

A：「堅毅力行」—這是我母校的校訓。我

們不只要說，還要做事。分享一個發生於

銘賢的小故事吧：原來銘賢有一個傳統，

就是會安排職工協助校長購買午餐。我為

了減低同事的負擔和工序，特意只點一家

最近的餐廳的飯菜，如今已連續吃了幾個

月同一間餐廳，而且都是吃雞，我已吃過

了所有不同烹調雞的方法的飯餐了！我希

望在我能力範圍之內，可令同工覺得被關

心。我想這就是「身體力行」吧！

Q：您有甚麽活動想與我們一起參與？

A：Cooking Mama！烹飪最開心了。這是最日

常、最容易把人連結的互動。以男人和校

長的身份下廚，聽起來都不太可靠；男校

長下廚之餘還「出得廳堂」，實在是誠心

誠意之舉！正如插花、編織等聽起來女性

化的行爲，爲甚麽男士不能做呢？只要有
心、有自信、有勇氣嘗試，就可以將「不

可能」化為「可能」。

Q：可否告訴我們，為何您每天返銘賢跟我們

見面都喜歡穿著西裝呢？

A：我認為因應場合，便應有適當的衣著打扮

和舉止，穿著端莊筆挺的西裝上班，我想

這是對校長一職的重視和基本尊重，亦希

望以身作則，感染學生。

左起：F. 4D 陳雅琪、F. 5B 李思源、F. 4A 李賢慧、李揚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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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二：快問快答

1. 用三個形容詞來形容銘賢同學

2. 對銘賢同學的一個期許

3. 閒暇時有什麼興趣

4. 生日日期

5. 最欣賞的人物

6. 最喜歡的顏色

7. 最喜歡吃的食物

1. 順服、有禮、文靜

2. 要有野心

3. 烹飪、看Netflix

4. 7月23日

5. 甘地

6. 藍色

7. 雞

小遊戲
除了以上對談，李校長還樂意接

受我們邀請，跟我們玩小遊戲，

我們都樂在其中！

遊戲一：二選一擂台

1. 豹紋西裝VS格仔西裝

當然是格仔！哈哈，豹紋太野性了，不

適合校長溫文爾雅的形象風格。

2. 榴槤VS西瓜

榴槤！在舊校，我每年都會跟同工一起

開「榴槤派對」，還會親自切開呢！

李校長快樂地跟我們分享童年照片

•校長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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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1年10月20日，《思風》編委F.5C陳曉均、F.5C王嘉勵和F.5C馬泳欣，有幸到校友

黃進曦先生的工作室採訪。黃進曦先生為2005年的畢業生，畢業後毅然進入香港中文大學修讀

藝術系。在訪問過程中，黃校友對藝術的喜愛和夢想的堅持，令我們感受甚深。

Q：請問您的成長經歷對您的創作有沒有什麼

影響？

A： 我自小對美術深感興趣，從幼兒園時期開始

便喜歡畫一些卡通人物，覺得在一張紙上畫

畫，充滿着無限的可能性，能在紙上實現一

些自己未必能做到的事，感到很快樂。暑假

期間，我也會跟隨教畫畫的親戚學習素描，

這位親戚很重要，既教曉我素描，亦幫助我

日後說服家人讓我走上藝術創作之路。在中

學時期，我選修美術科，也有助我成功入讀

香港中文大學美術系。

Q：在藝術發展的路上，有沒有遇上困難？有

沒有想過放棄呢？

A： 我由始至終都沒有想過放棄，即使遇上困

難，我覺得只要喜歡就會思考解決的方

法，尋找繼續發展的可行性，要了解自己

想過怎樣的生活，就會知道自己想怎樣

做，所以從沒有想過放棄。我認為在藝術

創作的路上，遇到困難而感到迷茫是必經

的，不可避免，也不必介懷。倘若要說困

難，那是大學畢業後不久，因為經濟緣故

而要在學校裏教美術科，以致佔據了畫畫

的時間，於是我選擇從事與畫畫相關的兼

職工作。

Q：靈感對作家來說很重要，請問您沒有靈感

的時候會做什麼？

A： 當沒有靈感的時候，遠足看風景便給予我

靈感。我認為遠足能讓身體多活動，使感

官放開的同時，腦袋也自然有靈感湧現。

遠足寫生的過程與我的創作有很大的聯

繫，我隨身帶備一本畫簿，把看到的風景

畫下來。

校友專訪
    為鼓勵同學在不同領域發揮所長、發展潛能，本期《思風》特地採訪了兩

位在不同領域獲得卓越成就的校友。以下就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分享吧。

香港風景畫家—黃進曦校友
（2005 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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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趙豪章老師、F. 5C王嘉勵、黃進曦校友、F. 5C馬泳欣、李思慧老師、F. 5C陳曉均

Q：在這個藝術商業化的時代，您有沒有想過

改變繪畫風格來迎合大眾？

A： 很多人對藝術家的概念是應該「做自己嘅

嘢」，然後就盡量不被其他因素影響自

己。但你會發現很多東西是難以追求至一

個絕對的程度，因此你要有一個傾向就是

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裏。

  至於會不會受他人影響方面，我認為不必

太刻意去迎合，真實地做自己喜歡的事很

重要。然而，創作本身也是一種計算。例

如我做一個展覽，我會計算究竟來觀賞的

是甚麼人，也要思考想傳遞甚麼訊息？這

與我私底下畫畫存有很大差別。在這個層

面上，可不可以說是一種計算或者因應受

眾而影響自己的判斷，是一件很值得深思

的事。

Q：您有甚麼建議給想從事藝術，但對前途感

到迷惘的師弟妹呢？

A：迷惘是必經之路，不要認為迷惘是可免

則免的階段，反而應該慶幸它的出現，

因為沒有進入過泥沼，便不能明白走平

路的好。

  經常也會有人問修讀藝術系能從事甚麼職

業，或者有甚麼前途。我認為不應這樣

想，反而應該換位思考。我的想法是—

應該要認清自己。到底自己想要甚麼？究

竟自己想過怎麼樣的生活？我是因為喜歡

創作而修讀藝術系，因此從藝術系畢業後

唯一思考過的問題便是怎樣可以令自己繼

續創作，而不是去想藝術能讓自己選擇甚

麼工作。

•校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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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C陳曉均：

  專訪中，小編對黃校友實踐理想時，面對困難的態度印象深刻。採

訪時，他表示困難必然存在，無可避免，他堅持理想，從不放棄，對困

難也只是輕描淡寫。有時候，我們總不自覺地把困難放大而看不到追尋

理想的前路 ，他這種處之泰然的心態，讓我有很深刻的體會。

F. 5C馬泳欣：

  黃校友在分享時提到不少銘賢的老師，例如謝裕富副校長、黃冬曙

老師、黃志忠老師、麥偉培老師等，其中劉馮潤貞老師、趙豪章老師和

他的小故事令我印象深刻。趙豪章老師得知他想畫畫的夢想後，鼓勵他

勇敢去追夢。而劉馮潤貞老師則在午膳時間開放美術室讓他盡情畫畫。

聽後，我為到他們的師生情而感動，因為我正身處於這個充滿人情味的

校園，同樣有不同的老師照顧和鼓勵我，我很珍惜這份銘賢情。

  在此再次衷心感謝黃校友接受銘賢《思風》的訪問，亦希望銘賢的每位師弟師妹

能有所得着。祝福每位畢業生能在不同領域發展潛能、發揮所長，繼續在通往夢想的

道路上發光發亮。

後
記

採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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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作品是黃校友一年間在工作室窗前進行「雲」的速寫練習。他創作這份作

品的初衷，一來是他想對仰慕已久的英國風景畫畫家John Constable致敬，二來是

想觀察更多香港四季的風景。黃校友認為本來天空與風景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像

是畫中上下色調的陪襯都因天空有所影響。

  黃校友曾特意到訪John Constable的故居。為了閱讀他的足跡，在他所有畫作的地方寫

生。（左：黃校友， England Loch Ness, 2015，右：John Constable, Clapham cattlefarm）

Willy Lott's House（John Constable的故居）

  黃校友把近似色調的畫作放在同一個欄目，突顯氣氛的對比。在他不同輕重的筆觸的運用下，

真實地展現出雲層百變的形態。這教人在生活忙碌的節奏下停下來，細看那些香港人已經習以為常

的風景。

配圖：雲作品

雲
F.5C王嘉勵：
    對於修讀視覺藝術科的我來說，這次專訪實在大開眼界，
以下是我就黃師兄的作品的一些介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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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校友在疫情下利用Google Earth 繪下世界各地的風
景，帶觀眾環遊世界。   2021《 孤高的旅程》展出多幅大型香港山景及365幅小畫系列

《眈天》  2018《眈天望地》

  繼而在2019年，香港藝術館「自在風
景」展覽中，展出黃校友創作的《凝聚天

空》。黃校友帶領18區中小學生和一些現場
嘉賓分別用塑膠彩畫在鏡片上紀錄當下的天

空，根據時序擺放了一共2000多幅作品。
  配圖：香港藝術館 凝聚天空

在三月，黃校友將再次舉辦個人展覽。雖然暫時未能透露地點，但這次將展示他所畫的麥理浩徑，各位

敬請期待。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黃校友的資訊，歡迎瀏覽黃校友的網站 www.wongchunhei.com
16



音樂路上的成長故事

Q：請問您是怎樣發現自己對音樂的興趣和

天份？

A：坦白說，我小時候不覺得自己很有音樂

天份。我自小學習小提琴，但因為沒有

勤加練習，所以成功感很低，也感到很

挫敗。到中學時，仍不認為自己特別喜

歡音樂。直至我中六的時候，教會裏的

導師鼓勵我去學敲擊樂，我便跟隨堂姐

（香港管弦樂團的敲擊樂手）學習， 自

此我對音樂有更多的信心和打下了穩固

的基礎。

Q：您是如何踏上音樂的旅途？

A：我讀大學時參加了基督徒詩班，讓我深

深體會到音樂不只是用以娛樂，而是可

以傳達信仰的一種力量，歌聲也可以觸

碰別人的生命，給予他們幫助，甚至改

變他們。我認為全能的上帝透過我去成

就他人生命的旨意，這種滿足感和快樂

是前所未有的，我因此萌生出想以音樂

為事業的念頭。

音樂夢：「以音樂影響生命」  胡永正校友
（2000 年畢業生）

左起：F.4C 李家浩、F.5C 王嘉勵、F.5C 馬泳欣、胡永正校友、F.4C 李曉珊、吳天鈴老師、李思慧老師

  在2021年11月3日，承蒙校友胡永正先生撥冗回到母校校史室接受《思風》專訪。胡先生

為2000年畢業生，後於香港浸會大學修讀音樂系，是一位出色的音樂家。他的音樂夢和他對

實踐基督教信仰的熱忱，都讓我們獲益良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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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夢的心路歷程

Q：在音樂路上，曾有困難令您感到挫敗，甚

而想放棄嗎？您又有什麼感受呢？

A：有一次，我被選中到意大利修讀歌唱課

程，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卻在過程中

很想家，這場思鄉病，甚至令我精神萎

靡，連飯也吃不下，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

的困難，我很辛苦才「捱」到回香港。因

為這次出國的經驗，後來即使我被美國的

大學錄取了，我也只能拒絕這個很好的出

國進修機會。但正因為放棄了這次機會，

我有時間去進修基督教研究，擴闊了我對

神學論述的認知，而且現在我已經克服了

到外地會太想家的困難。

另一個困難是在我的兒子出生後，為了照

顧他，我的作息時間變得紊亂，身體亦漸漸

變差，哮喘再次復發，失聲令我錯過了一些

表演，這對一個音樂人來說無疑是很大的打

擊，也令我產生一些自我懷疑。幸而，基督

教信仰的力量幫助我克服生命中的困難。

銘賢情

Q：您對銘賢的印象是怎樣的？有沒有哪些老

師令您感到印象深刻？

A：銘賢是一個美好的地方，帶給我很多溫暖

的回憶。我最喜歡的老師是吳天鈴老師和

劉榮泰老師，他們的課堂都充滿樂趣。最

深刻的事情是中一的時候，劉老師帶領我

們到赤徑行山，路途十分困難，令我想放

棄。可是劉老師拉着我的手鼓勵我，最後

我成功完成整個路程。

給銘賢人的話

Q：您認為師弟師妹該如何訂立人生目標並加

以奮鬥？

A：我認為應在中學時期尋找自己的志向，學

習更多的技能，並像「偵探破案」一樣整

合人生的經歷，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向和目

標是很重要的。而在追尋人生目標的經歷

中，我們不應該批判或否定自我，而要勇

於接受各種挑戰。

胡師兄正在分享他的故事18



F. 4C 李家浩：

  感謝胡師兄大方分享他的小故事，他積極正面的人生

態度，讓我們獲益良多。胡師兄說話風趣幽默，使得採訪

的過程變得愉快。我們也祝願他生活愉快！主恩滿溢！

F. 4C 李曉珊：

  師兄在訪問中分享了他在銘

賢的故事，令我感到很親切。我

亦從師兄的話裡有所啟發，在人

生的路上，不要急着否定自己，

每一件曾經歷過的事，最後都會

如拼圖般拼出最美麗的圖畫。再

次感謝師兄抽空回來接受我們的

訪問。

胡師兄的個人主頁

http://www.calebwoo.com

胡師兄的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user/woowingching/videos

後
記

採
訪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胡校友的資訊，歡迎繼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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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專訪

1. 您對銘賢的第一印象是甚麼？

答： 我覺得銘賢書院的學生都

十分樂於助人、主動、積

極學習和好學。由於我是

新老師，對銘賢書院不太

熟悉，例如不太知道課室

的位置、走哪一條樓梯比

較快，同學都很主動和熱

心去幫助我。另外，很多

同學都會在課後主動發

問，十分好學。

2. 您是怎樣進入老師這一行，並選擇任教中文和中國文學這兩個科目？

答： 主要因為我大學本科修讀中文。另外，我在大學期間也有施教的經驗，覺得有

能力應付，而且在看見學生進步時也能感到滿足，所以便選擇做老師。

3. 您對學生有什麼期望？

答：認真，盡力做好每一件事。

4. 如果同學想學好中文卻無從入手，您有什麼建議給他

們呢？

答：多寫，多閱讀，從寫作和閱讀中歸納和組織一個令

自己學習更有效率的方法，訓練思維能力，從而令

學習事半功倍。

中國語文及文學：施永年老師

施老師於旅行日在長洲碼頭跟4D班留影

施老師小時候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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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施老師的小秘密
1. 吸引老師開始閱讀的作家：金庸

2. 最喜歡的節日：農曆新年

3. 最喜歡的食物類型：燒烤

4. 最喜歡的音樂：本地流行曲

5. 興趣：閱讀、踢足球

5. 您有什麼座右銘嗎？

答： 其實沒有什麼座右銘，但在做每一件事情時都要以認真，盡力的態

度去完成。

施老師與吳志輝副校長到場支持4D班參加閃避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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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次回到銘賢，對於身分上的轉換，您有甚麼感受？

答： 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於可以再次遇見昔日曾

經教導我的師長，陌生在於轉換了新的身分。

當我再次回到母校，以一個老師的身分，可以

去一些以前學生時代沒有機會進入的地方，例

如教員室，令我感到十分新奇有趣。

2. 為甚麼您會選擇做老師？

答： 因為一直謹記着母校的校訓：「學以明道，榮

神益人」。這句話，為我帶來很大的啟發。

3. 跟學生相處時，有甚麼事令您特別深刻？

答： 換季時分，天氣開始轉涼，我經常身穿大衣，學生便會對此十分好

奇，問道：「今天天氣未算寒冷，為甚麼你會身穿大衣呢？」這是因

為我的身體緣故，由於體質比較弱，需要一件保護性較強的外套。

4. 您對銘賢學生有甚麼期望？

答： 「先做人，後做事，多動腦，少空談」――要確立自己品格，品格好

自然做事好。我認為銘賢學生十分活潑踴躍，有很多新奇想法，但

在實際功課上卻無法運用。期望同學不要流於紙上談兵，而是加以努

力，將想法實踐。另外，盼同學將來能為香港社會出一分力，做一個

有貢獻的人。

中史：郭森源老師

郭老師的生活照
（左：郭森源老師、右：黃冬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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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郭老師的小秘密
1. 興趣／喜好：電影、音樂

2. 喜歡的食物和飲品：除菠蘿外都喜歡；小時候──可樂，長大後──水

3. 生日：8月21日

4. 紓壓活動：睡覺、休息

5. 中學時期的啟蒙老師：中史科的黃冬曙老師以及文學科的黃志忠老師

5. 您對師弟妹有甚麼勉勵的話嗎？

答： 我希望同學能多留意時事新聞。昔日教導我中史科的黃冬曙老師曾說

過：「我們活在這個年代，假如連最基本的時事都未能掌握，那便是我

們的過錯。」趁我們現在還有機會了解時事，便應多加留意。此外，男

同學平日有機會可多接觸音樂和運動，我也支持高年級同學嘗試健身，

不但有益身心，同時對於人際關係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熱烈慶賀黃志忠老師新車落地留影（攝於2014年）
郭老師中學畢業照

（左：黃冬曙老師、右：郭森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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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ou were once a student and now a teacher 

here.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change of 

your role?

When I was young, I thought that I would 

work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I didn’t see myself 

as a teacher to start with. It is even more 

unexpected to be a teacher in my alma mater. On one hand, it feels amazing to 

be back because of the sense of familiarity ‒ the campus is the same and a lot 

of teachers who used to teach me are still here. I also see my old self in each 

Ming Yin student, wearing the same uniform. That is really pleasant and warm. 

On the other hand, I do realise that I am working with my former teachers now 

and I am now a teacher myself. This new identity comes with a uniqu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s I want to approach teaching not only as a teacher but also an 

MYCer.

2. As a teacher, what are your biggest challenges? How could you encourage 

yourself to stick with it?

One thing that does frustrate me sometimes is the lack of learning initiatives 

among students. I always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diligent and more active in 

class like asking questions. Yet, they might still not be that responsive in class 

and they tend to leave their questions unasked. What really keeps me going 

is the rewarding feeling after see students showing improvemen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the strong bond with students are other key factors that make me 

want to stay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英文：王悅珈老師

Travelling in Cambridge

English Language: 
Ms Wong Yuet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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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o far, what are the proudest moments in your life?

There are proud moments for me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moments that stand out to 

me the most are the time when I won a university debate competition, my graduation 

from university and the time when I delivered a speech on Speech Day as one of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4. If there was an extra day in a week, how would you use it?

I think I would spend the whole day with my family. Since being a teacher often 

means sitting in the staff room most of the time, I want to be more active and go 

somewhere outdoors, like hiking with my parents.

1. The teachers who have enlightened me the most: Mr Tsang, who sparked my 

interests in English throughout my senior years at Ming Yin; Mr Chiu and Miss 

Wong Wing Shan, as bot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y language development when 

I was a junior form student. I also want to extend special thanks to Miss Yeung 

Yim Mui, my then-class teacher in F.1 and F.2. She really shaped my values and 

attitude as a learner. I also want to thank all other teachers who taught me before 

as all their teaching has made me become who I am 

today. 

2. My favourite festival: Christmas because it is close to 
my birthday.

3. My favourite food: nachos, which is a type of Mexican 
food.

4. My favourite music band: The Arctic Monkeys, which 
is a rock band. I also love watching musicals such as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5. My hobbies: reading and watching Youtube, Netflix 
and movies.

The gradu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at you may not know about Mis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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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銘賢舊生轉變成老師，您在心態上有甚麼變化？

答：做學生的時候，我覺得銘賢的校園除了特別

小，便沒有甚麼其他特徵，銘賢是一間很正常

的學校，我對校內的一切也視爲理所當然。現
在才發現，銘賢其實有許多優點和特質，而且

所有事物背後都存在着許多堅持和付出。

2. 選擇回母校任教的原因是什麼？

答：我是一名基督徒，一直都希望在學校內建立團契與傳福音，但在之前任教的學

校裏卻因種種原因而難以做到。後來知道銘賢有職位空缺，便回想起讀書時在

銘賢團契的美好時光，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相關懷和勉勵，因為憧憬着為傳承

銘賢團契而出一分力，便毅然回來任教。

3. 為何選擇教書和任教數學科？

答：初中的時候，有幾位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的老師，分別啟蒙了我在數學上的天賦，

幫助了我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另外，我本身挺喜歡與人相處，和同學建立那種彼

此影響、互相幫助的關係，於是我就抱著薪火相傳的信念朝數學教育邁進。

4. 對於銘賢學生的印象是什麼？

答：銘賢學生都很善良、有禮貌、有想學習和進步的心。

5. 平日有甚麼興趣愛好？

答：我平日喜歡參與樂隊演奏、遠足和跑步，也很喜歡

打排球。

數學：蘇美琪老師

關於蘇老師的小秘密
1. 興趣／喜好：參與樂隊演奏、遠足、跑步、打排球

2. 喜歡的劇集／電影：《男排女將》、《鬼滅之刃》

及《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3. 喜歡的食物：巧克力和甜品

4. 生日：1月7日

5. 中學時期喜歡的歌：容祖兒和Twins的歌

蘇老師的生活照

蘇老師的兒時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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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對銘賢的第一印象是甚麼？

答：我覺得銘賢校風很純樸，同事和學生都很樂

意提供幫助，大家互相幫助，非常友好且相

處融洽。

2. 為甚麼您會選擇做老師？

答：我熱愛跟學生交流和互動。相比成年人，與年輕人共處讓我的心境及心態都變

得年輕。我覺得跟年青人相處既愉快又有趣，令我有機會了解他們有甚麼興趣

和喜好，使我與他們更容易溝通及相處。

3. 在教學上，您有甚麼特別的經歷嗎？

答：我跟學生之間維繫着一種良好的師生關係，以往部分相熟的學生會主動跟我傾

訴，向我尋求協助。這讓我感受到被信任、被需要，同時我也非常享受與學生

聊天的過程。

4. 您對銘賢學生有甚麼期望呢？

答：希望同學能找到自己的目標和興趣：首先要有自

信，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同時也要持之以恆，堅

持逐步達成理想。時間不等人，學會時間管理，定

立目標，好好體會每個人生階段的快樂。

家政：梁小娟老師

關於梁老師的小秘密
1. 喜好／興趣：跑馬拉松、沖煮咖啡

2. 喜歡的食物和飲品：素食、咖啡

3. 生日：八月份

4. 紓壓活動：跑步梁老師的旅行照   

 梁老師的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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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對銘賢書院第一印象是甚麼？

答：銘賢的學生都十分乖巧。

2. 你會向同學推薦哪一本圖書？

答：我推薦《獅子．女巫．魔衣櫥》（C·S·路易斯），故事情節

豐富，人物描寫仔細。

3. 你有甚麼座右銘嗎？

答：施比受更為有福。

4. 除讀書外，有甚麼其他的興趣？

答：我喜歡遠足和跑步。

5. 你認為閱讀有甚麼魅力？

答：閱讀能令我們接觸不同事物，更加認識世界。

圖書館：饒倩宜館長

關於饒館長的小秘密
1. 喜歡的食物：水果（蘋果和橙），

以及蛋糕。

2. 喜歡的飲品：檸檬茶

3. 紓壓活動：做運動，如遠足、跑步

饒館長的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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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的學生會

Pegasus的主席F.5B李可恩，現正修讀經

濟、化學和生物。今年我還擔任英文學會

和化學學會的副主席等職位。我的興趣是

瑜伽、攝影和旅遊。

  我是本年度學生會副主席F.5B陳錦

怡，現正修讀經濟、化學和生物。今年我

擔任中文辯論隊隊長和負責中文學會宣傳

等職位。我的興趣是辯論和唱歌。

  我也是本年度學生會副主席F.5B林芷

瑤，現正修讀經濟、生物和中史。今年我

擔任英文學會、生物學會、通識學會的委

員。我的興趣是做運動和看電影。

2.  作為六大組織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什麼

呢？你們期望可以帶領團隊達到什麼目標？

  我們的工作是以學生代表的身份爲同

學服務和發聲，亦會擔任師生的橋樑，為

同學爭取最大的利益和拉近雙方關係，

用愛去燃亮銘賢在疫情下的沉寂無聲。

我們明白由於上年學生會流會、加上疫

學生會

    新的學年，新的開始，我們也迎來新的六大組織領袖班底。六大組織為

本校的核心之一，任何一個組織都是缺一不可的，他們互相合作，與一眾同

學攜手共渡銘賢事，培養銘賢人，建立銘賢情。一如既往，我們訪問了各大

組織的學生領袖，一起看看他們的工作目標和感想，從而認識銘賢的六大組

織，同學亦可藉此了解校內各事務。

六大組織領袖生專訪

左起：F.5B林芷瑤、F.5B李可恩、F.5B陳錦怡

29

•領袖生專訪•



情的陰霾，上年我們並沒有舉辦任何的

大型活動，為同學於學習上做出調劑，

舒緩身心疲倦。但風雨過後，總會雨過

天晴。我們喜見疫情開始受控，我們亦

正努力地與老師共同籌劃本年度如何籌

辦更多活動，努力譜出同學青蔥歲月的

餘音繞樑。我們Pegasus亦會加強與不

同組織和學會的溝通，爲銘賢人的青春

年華提供更佳的服務與活動。我們會將

以往學生會服務同學的精神得以薪火相

傳，不遺餘力地服務銘賢人，展望我們

學生會可以帶領同學衝出陰霾，跨越重

重障礙，為同學帶來更多姿多彩的校園

生活。

3.  作為組織領袖，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們想向所有的銘賢人講一聲感

謝！感謝你們將手上珍貴的選票交給我

們，我們必不會辜負你們一直以來的支

持和鼓勵，為所有的銘賢人留下一個永

不磨滅，並五彩斑斕的回憶。無論何時

想起，都能夠令你們會心一笑。縱使風

雨或許飄搖，天氣或者不似預期，但我

們亦會莫忘初心，聆聽同學的聲音，只

以同學們的福祉作計劃的最大考量！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我

們承諾Pegasus每一刻都會安於自己的本

職工作，心無旁騖，做自己應做的事，

承擔重任，鞠躬盡瘁地為大家服務。

4.  你們有什麼話想對有興趣加入該組織的

同學說？

  作為過來人，我們都明白，參選學

生會需要非常大的勇氣和願意為同學服務

承擔的心，當中的艱辛或許不為人知，但

是總會令人獲益良多，以後想起都是美事

一則。希望你們可以踴躍參與，不要令你

們想為同學服務的意志消沉。最後，希望

你們可以勿忘初心，保持自己想參選的決

心，為銘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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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介紹

  我是本年度的男領袖生長F.5A龔志

豪，現正修讀化學、歷史、生物和數學

（延伸單元一）。在校內，今年我除了擔

任領袖生長，還身兼班長、學生會總務以

及歷史學會和家政學會主席等公職；在校

外，我曾擔任深水埗區傑出學生執行委員

會宣傳及出版秘書。平時，我愛看書，特

別喜歡閱讀流行小說和武俠小說。

  我是本年度的女領袖生長F.5A袁梓

榕，現正修讀化學和視覺藝術科，以及漫畫

設計的應用學習課程。今年我除了擔任領袖

生長，還身兼美術學會主席、英文學會副主

席和家政學會副主席等職位。我的興趣是畫

畫。希望大家對我們有更深的了解。

2.  作為六大組織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什麼

呢？你們期望可以帶領團隊達到什麼目標？

  領袖生長的工作是維持學校秩序，擔

任老師與領袖生們之間的溝通橋樑。此

外，我們還負責協調各組的工作事宜，以

及定期檢查執行情況。我們希望每位領袖

生都能堅守崗位，擔起重任，成爲銘賢同
學的榜樣。同時，我們也希望每位領袖生

以擔當此職責為榮，組內能團結一致，維

持銘賢純樸校風。

3.  作為組織領袖，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們得悉獲選為領袖生長之際，喜

憂參半。一方面為自己擔任領袖生團隊之首

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能否勝任這

個職位，因為以往的領袖生長都有出色的表

現。可是，一群領袖生的熱誠感動了我們，

也讓我們下定決心，要做得更好。我們明白

權力愈大，責任愈大。要擔當好領袖生長一

職，非靠一己之力就可以成就的，更需要是

所有的領袖生互相團結，同舟共濟，甘心樂

意為學校及同學作出貢獻。

4.  你們有什麼話想對有興趣加入該組織的同

學說？

  想加入領袖生團隊的同學，必要條件

一定要能吃苦耐勞，因為領袖生是需要犧

牲小息的時間當值的。今年，領袖生團隊

也將會舉辦許多不同的活動，例如：銘賢

奧斯卡和校規問答比賽。如疫情許可，我

們也會嘗試舉辦領袖生訓練營。在此，希

望有更多的學弟學妹勇於擔當校內不同組

織的職務，為銘賢作出貢獻，也為自己的

中學生活增添更多燦爛的色彩。

領袖生

左起：F.5A 袁梓榕、F.5A 龔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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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們是本年度公民及生命教

育委員會學生領袖。我是義工組組長F.5D

徐影怡，現正修讀中國文學和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今年，我除了擔任公民及生

命教育委員會學生領袖外，還是團契的職

員，我的興趣是看書和唱歌。

  我是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組長F.5A黃

敏儀，現正修讀化學、生物、經濟和數學

（延伸單元一）。今年，我除了擔任公民

及生命教育委員會學生領袖外，還身兼生

物學會主席、中文學會財政和歷史學會宣

傳等公職，我的興趣是閱讀。

  我是道德教育組組長F.5A顧卓藍，現

正修讀化學、生物和歷史。今年，我除了

擔任公民及生命教育委員會學生領袖外，

還身兼領袖生、學生會成員、生物學會副

主席和歷史學會副主席等公職。平日，我

喜歡看電影。

2.  作為六大組織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什麼

呢？你們期望可以帶領團隊達到什麼目標？

  我們三個組別所負責的範疇都不盡相

同，但主要的目的都是服務老師和同學。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旨在透過舉辦不同的活

動提升同學對時事的關心丶對中國和社會

的了解，讓同學能成為更好的公民。道德

教育組的工作是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向同

學推廣正確的價值觀，讓同學能發展良好

的品格。義工組希望可以為同學和老師提

供更多的服務，亦希望同學多參與社會服

務，令校園生活變得更多姿多彩、學習範

疇變得更廣，令銘賢繼續進步。

3.  作為組織領袖，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們感到很榮幸能成為六大組織學

生領袖之一。作為組長，需要負責的工

作多了，責任亦大了。我們的擔子比以

往更重，要顧及的事情、面對的困難和壓

力都增加了。即使如此，如果能幫助到

同學，看見同學從不同的活動中有所得

著，我們感到很開心，我們亦會盡全力以

赴，不會辜負大家對我們的期望。

4.  你們有什麼話想對有興趣加入該組織的同

學說？

  「施比受更有福」，加入六大組織為

大家服務比別人為你服務更有意義。你可

以從中學習到課本以外的事物，例如：

組織活動、與人溝通等，使自己獲益良

多。因此，我們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有興

趣加入的同學可以先考慮自己最適合哪一

個範疇，再決定加入哪一個組別。公民及

生命教育委員會隨時歡迎你的加入！

公民及生命教育委員會
左起：F.5A 顧卓藍、F.5D 徐影怡、F.5A 黃敏儀32



1.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的女輔導生長

F.5B的趙嘉琳，選修科目有經濟、歷史及

地理。我的興趣是聽音樂和彈鋼琴。

  我是男輔導生長F.5C的趙國棟，選

修科目有視覺藝術及地理。我的興趣是

看書。

2.  作為六大組織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什麼

呢？你們期望可以帶領團隊達到什麼目標？

  我們的工作是輔導中一同學適應中

學生活，減輕中一同學的學業壓力，並

在不同年級舉辦活動，例如：走廊送暖

行動。小息時，輔導生會在各樓層和同

學進行互動，透過與同學之間近距離的

交流，了解他們近期的煩惱，並給予鼓

勵及支持。而我們本年度的目標是使中

一同學融入銘賢大家庭，我們期望成為

同學在學校裡的傾訴對象，令他們面對

困難時不再感到孤單。同時，在活動中

與同學一同建立和諧校園，使同學留下

與別不同的校園回憶。

3.  作為組織領袖，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們十分榮幸成為今年的輔導生長，

感謝老師的信任和推薦，我們會在今年做

好輔導生長的角色。

4.  你們有什麼話想對有興趣加入該組織的同

學說？

  輔導生是校園內重要的角色，需要關

心師弟妹，要有耐心和愛心，亦要有心理

準備面對不同類型的人。因為中一同學未

必會主動和我們交流，輔導生要細心關心

他們，了解他們的需要。下年想以「大哥

哥大姐姐」身份幫助中一同學的話，就記

緊加入我們輔導生啦！

輔導生

左起：F.5C趙國棟、F.5B趙嘉琳

33

•領袖生專訪•



1.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們是本年度的生涯規劃

輔導生長。我是F.5A的林俊傑，我的所

修科目是物理、化學和生物，我的興趣

是打籃球和桌球，在校的其他職務是資

深領袖生和羽毛球學會的委員。

  我是F.4A的黃佩瑩，所修科目是化

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和生物。我

的興趣是製作甜品和唱歌，在校的其他

職務是領袖生，音樂學會的委員和家政

學會的委員。

2.  作為六大組織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什

麼呢？你們期望可以帶領團隊達到什麼

目標？

  我們的工作就是協助同學做好生涯

規劃。我們會為大家搜尋不同院校的升

學資訊，把它們上載到不同平台供同學

參考，又會舉辦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活

動，讓同學可以為未來升學及就業做好

準備。例如：我們會聯同社工舉辦桌上

遊戲，希望藉此加深同學對不同職業的

認識和了解。此外，我們也會帶領同學

參觀校外機構，或參加不同機構所舉辦

的活動和比賽，以增廣見聞。

3.  作為組織領袖，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們非常榮幸及感恩能成為組織領

袖，我們會做好本分，竭盡所能為同學

服務。希望同學對生涯規劃會有更深入

的了解。

4.  你們有什麼話想對有興趣加入該組織的同

學說？

  我們非常歡迎任何中三至中五的

同學來年加入我們的組織，為服務同

學之餘，亦能夠加深自己對生涯規劃

的了解。

生涯規劃

左起：F.5A林俊傑、F.4A黃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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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團契的團長F.5C

王棣嗣，現修讀中史和地理。本年度我除

了擔任團契團長，還身兼生命大使、輔導

生等公職。平時，我喜愛看電影和散步。

  我是本年度副團長F.4B關雅茵，現修

讀生物、經濟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今年我除了擔任團契副團長，還身兼班會

主席和領袖生等公職。平時，我喜愛唱歌

和跳舞。

  我是本年度另一位副團長F.4C關雅

琳，現修讀生物、經濟和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今年我除了擔任團契副團長，還

身兼班長和領袖生等公職。平時，我也喜

愛唱歌和追劇呢！

2.  作為六大組織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什麼

呢？你們期望可以帶領團隊達到什麼目標？

  我們的工作是與一眾團職帶領學校的

福音活動，以小牧人的使命盡所能在銘賢

傳福音，讓更多人認識和了解上帝。今年

團契主題是神必供應，活出豐盛，無論我

們面對任何困難，都能靠着主的恩典，活

出豐盛，把福音傳到整個校園。而今年團

歌則是《總有你我》，我們期望通過一群

有共同信仰的同學，連結大家，建立基督

化校園。由於我們團職都是來自不同級別

的同學，我們亦期望可以透過一眾團職，

可以將祝福帶給大家，達到「祝福遍銘

賢」的目標。我們期望能成為同學的同行

者，給予關心和溫暖，讓銘賢得享豐盛的

恩惠。

3.  作為組織領袖，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們很開心可以成為學生領袖，為同

學服務，我們會抱着虔誠侍奉上帝的心，

用我們微小的力量帶領各團職舉辦各種福

音活動。作為耶穌的小門徒，我們希望能

秉承「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使命，侍

奉上帝，傳揚福音。希望日後有更多同學

加入團契，分享基督的愛。

4.  你們有什麼話想對有興趣加入該組織的同

學說？

  團契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服侍同學

亦是我們的使命，希望能為神作鹽作光。

團契並不在乎成績的優劣，只要有志便歡

迎各位加入。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一顆敬

愛主的心去彰顯主的大能。團契歡迎你！

團契
左起：F.4B關雅茵、F.5C王棣嗣、F.4C關雅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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