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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上許多人只顧著自己利益，妄顧別人的需要。在日常新
聞中，我們不難看到大多數人只會站在自己的立場，認為自己所做的事
是對的，而沒有為他人設想。這印證了霍布斯和佛洛伊德等思想家的看
法—人類本質上是自私與自我保護的生物，我們總是追求自己個人的
利益。現代人極度缺乏同理心，在日常生活中不懂得為他人著想、推己
及人，因而造成社會上各種紛爭和矛盾。

沒有了同理心，人與人之間就沒有了真誠的關心、理解、包容和
愛。同理心是最能夠改變社會上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因此，我們希望藉
著各樣的活動教導同學進行換位思考，學會擁抱同理心，並真真切切地
感受別人的痛，而不是活在高漲的自我意識中。
 

本年度，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視覺藝術科與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
會、通識科和英文科合作，通過從藝術中學習模式，並配合不同的活
動，如早會分享、展板設計、快閃裝置藝術和綜合藝術課程等，讓同學
明白什麼是真誠的付出和積極的分享，從而培養他們的同理心。

  序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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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照 片  師 生 分 享



當校長，很多人都以為很輕鬆，但箇中的滋味和所承受的壓力，未必人人
能感受得到。
 

壓力主要都是來自各人對我的高期望。
 

首先是來自學生的壓力。學生期望在學校裏學到知識和技能外，亦希望與
校內的老師關係良好，並會用心地教導他們。他們也期望學校能提供不同
的活動讓他們參與，既能培養他們的興趣，亦能發揮他們的潛能。壓力也
有來自家長的。家長把子女交給我，期望我能培養他們良好的品格，並協
助他們考上大學，升上大專。
 

老師對我也有很高的期望。近年學童人口減少，全香港不少的學校面臨縮
班殺校的威脅。若要縮班，學校便要裁減老師，有部分老師可能會失去工
作，失去收入。試想想，這樣對他們的家庭、對他們的父母及兒女有多大
影響！因此，他們非常希望校長能帶領學校，化解縮班殺校的危機。
 

還有來自社會的壓力。例如青年人濫
藥問題嚴重，政府希望學校能幫助學
生，因此推行「健康校園驗毒計劃」
。又例如香港回歸祖國後，國家感覺
到香港學生對國家的認識不足，以及
對國家的認同感低，便希望學校加強
國民教育。
 

你認為校長最大的壓力又來自誰呢？
其實是我自己。因為我認為中學時期
是人生中一個重要階段。個人經驗而
言，我認為中學是人生學習最多、得
著最多的階段，故我很希望能給予學
生最適切的教育，讓他們裝備自己，
以迎接未來的種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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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達明校長

「當校長，很多人都以為很輕  
  鬆，但箇中的滋味和所承受的

壓力，未必人人能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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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娟老師
古人說：「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到了自己
真的成為母親後，才能夠體會這句話是多麼的確
切！我有兩個孩子，一個讀中三，一個讀中一，
要掛心的事情有很多，我說說其中三項。
 

作為一位媽媽，首先我最擔心的是他們不
懂得照顧自己的身體。他們有沒有
吃飽，飲食是不是均衡，選擇的食
物是不是健康，都是我的牽掛。
在家裡還比較容易控制飲食，但
是當他們到外面吃飯時，就要視
乎他們的選擇。因此，當我看到
學生經常吃撈麵的時候，我都會
提醒他們：「你這樣會傷害自己
的身體，你的媽媽一定會很心痛
的。」除了飲食之外，我比較擔
心的就是他們會否容易生病。小
時候，他們常生病，特別容易發
燒。每一次發燒都像全家總動員打
仗一樣，要密切留意他們的身體狀況。
最辛苦的是夜半起來量體溫，對於喜歡睡覺的我
來說，真是一個挑戰呀！

作為一位媽媽，我也擔心他們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和能力，面對他們未來
的挑戰。他們的學習能力、學習態度和學習習慣都成為我牽掛的一部
分。例如有沒有專心上課或者投入有關的活動、認真完成功課、定時溫
習和練習。我很希望他們不單是知道怎麼做，更要知道怎樣才能做得更
好，甚至可以有突破。每一個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沒有人能夠代
替你去走你人生的路。作為一位媽媽，有時候看著孩子起起跌跌，但又
不能代替他們去做。我只能選擇放手，陪伴他們，為他們打氣，但是心
裡其實是非常緊張、著急的，好像著火一樣。

 最後一項我最掛心的事情，就是
他們和其他人的關係。他們跟師
長和同學們相處得怎樣？會不會
欺負別人或者被別人欺負？有沒
有好朋友？懂不懂得關心別人？
明不明白其他人的需要？能不能
在包容別人的同時，但又不會過
分 壓 抑 自 己 ， 明 白 要 持 守 真 善
美？作為一個基督徒媽媽，我非
常希望他們能夠跟上帝有美好的
關係，投入教會生活。這些都是
我所牽掛的事情！
 

作為一位媽媽，牽掛的事情多的
是。有時候看見他們有不好的行
為 ， 真 的 會 被 他 們 氣 得 七 竅 生
煙。我記得自己聽過一句話「所
有的建築地盤都是亂糟糟的，建
好之後才會讓人眼前一亮」，我
只好安慰自己‘The project is 
under construction, be still and 
patient!’ 

各位同學，在蛻變中的你們，並
不是每一個都那麼可愛的。但請
記得善待在你身邊陪伴你成長的
家人，特別是媽媽呀！

「 每 一 個 人 的
路 都 是 自 己 走 出
來的，沒有人能代
替你去走你人生的
路。」



陳香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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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你們好！我是陳香梅老師，本學年主要任教視覺藝術科。

本人於大學主修繪畫及陶藝，喜歡由平面走向立體，探究美的可能性。
我喜歡以畫筆和顏色繪我心，跳出文字的規限，畫出心中感想。

本年度再次回到林百欣中學，任教視藝科，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第
一，我可以再次看到一張張既熟悉又可愛的同學臉孔。第二，在教學
上，同學們都很乖巧，願意嘗試新事物和接受挑戰，這是值得欣慰的。

我明白未必每個同學都喜歡視藝科，常聽同學說：「我沒有繪畫天份！
」「我不喜歡繪畫！」「我不懂繪畫！」。其實，世上沒多少人真是天
生懂得繪畫和設計的，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全都是靠努力鑽研出來的。正
如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米開朗基羅，說起他的
雕塑作品，如「大衛像」和「哀悼耶穌」，無
人不驚嘆，人人讚不絕口。但他卻說：「人們
只看到我的作品，卻不知道我在背後付出多
少。若他們知道我傾盡一生去投入和付出，
他們就不會再驚嘆了！」這個道理，我想大
家都會明白。

不論藝術還是其他科目，我相信只要大
家用心和努力，漸漸積累經驗和技
巧，必有所成。正如燈泡一樣，為
我們帶來光明，點燃生命之光和開
啟智慧之門。我們心中也需要一
盞永不熄滅的燈，努力去開拓點
燃，就能發揮自己生命中的能
量，照亮自己，也照耀他人。
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帶
領大家感受藝術的獨特性和領
會它的價值觀，與同學們一起
捉緊藝術的羽翼，翱翔在藝術
碧空下，展示屬於我們的藝術
世界。

「世上沒多少人真是天生懂得繪畫和設計的，
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全都是靠努力鑽研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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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雯雯老師
大家好！我是蔡雯雯老師。我是一位英文科老師，同時我也是輔導組的
老師。記得入職前，校長問我想加入什麼委員會，我毫不猶豫地選擇輔
導組。偷偷告訴大家一個秘密，其實在大學選科時，除了想選修英文系
外，我也想選修社工系。因為我喜歡一些對人的工作，而教師和社工也
是面向人群，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最後，我選擇了當一位老師，
而輔導老師的角色也滿足了我想做社工的心願，所以我很喜歡現時的工
作。
 

顧名思義，輔導老師就是對學生進行輔導，有些人會覺得輔導就是「聊
天」，但我會說輔導是「有技巧地聊天」。對於一些我沒有任教的同
學，我需要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關係建立了，才容易協助他們進一步
處理或解決問題。
 

看見學生成長，我都會感到欣慰。當學生回望過去，說：「我也不明白
那時的我為何會這樣」我總會會心一笑。作為輔導老師，我很開心可以
與學生同行，陪伴他們的成長。但，我也有感到無能為力的時候。作為
輔導老師，我可以為學生提供建議
和方法，但最終的決定權在學生自
己。他們掌握自己人生，做每一個
決定的也是為他們自己，同時也需
要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
 

這幾年，我持續進修輔導的課程，
希望能夠應用在工作上。每次報讀
課程，我也有掙扎。星期六、日上
課還是休息較好？因為我覺得自己
有所不足，所以想裝備自己，期望
能學以致用，幫助更多同學。

作為輔導老師，
我很開心可以與學生同行，
陪伴他們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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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訓導組的Ms Lee，主要職責是負責訓育的工作。「訓」是
訓導，而「育」就是教育。我需要維持學校秩序，執行紀律和處罰違規
的學生。
 

時代不斷改變，現時年青人反應能力非常強，加上偏差的價值觀，令到
行為出現問題。每一天總會有學生被罰到訓導室：留午膳、停課或留
堂。有時在午膳時間，我想出外放鬆一下也不行，就像與學生困獸鬥。
我經常要面對頑劣的學生，處理他們時感到愈來愈棘手，難免會影響情
緒。有時我會很生氣，有時我會忍不住哭，真的少一些EQ和IQ也應付不
來。

曾經有學生跟我說：「Ms Lee，看到你剛才訓示學生的時候，嚴厲無
情，但你一轉身就對其他同學溫柔友善。你是否有人格分裂症？」我細
想一下，似乎是的。在職責上，我很多時候要扮演不同的角色。除了訓
育工作之外，我還需要處理個案，需要重組案情，幫學生落口供，感覺
自己像一位警察；如果要處理有
情緒問題學生的時候，我就會立
刻變成輔導員；遇到學生需要到
醫院或者到警署的時候，我又會
化身成為護衛員。在我陪伴學生
成長的過程中，大家自然建立了
一份感情，在不知不覺間把他們
的事記在心上，就像一位母親擔
心自己的子女一樣。
 

聽完之後，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這
麼多不同的角色，有人格分裂也
不奇怪呀！雖然這份工作需要付
出非常大的心力，但我仍然很喜
歡這份工作。最後，希望各位同
學，能朝着自己的目標，尋找自
己喜歡的工作，擁有一個精彩的
人生。

李淑芬老師

在職責上，我很多時候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人格分裂也不奇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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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潔嫻老師

各位同學好，我是Ms Lee。你們是否
知道，我是從林百欣開校第一天便任教
至今的老師？這麼多年來，我教過很多
學生的。現在，舊生的下一代已經出現
了，他們跟爸爸媽媽一樣，就讀林百欣
中學。問問大家，你們知道曹達明校長
是第幾任的校長嗎？是第七任。為什麼
我會這樣問？因為我想跟你們分享一個
小秘密。
 

學期初，很多同學問我：「Ms Lee，
你今年是否又留班，又任教中一級？我
們都升班了，你為什麼沒有升級？」為
什麼Ms Lee經常任教中一英文和當中
一班主任呢？原因是我接受了第四任校
長鄭偉光的任命。鄭校長對我說：「Ms 
Lee，你負責中一的事務也不少，例如中
一自行分配學位、中一叩門、中一新生
註冊及中一入學前測驗。你接觸不少小
六學生和家長，而且你有耐性、有愛心
又細心，我認為你適合照顧中一的學生。

我願意留守中一級，

助他們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你願意留守中一級，任教中一同學英文，並當他們的班主任嗎？」當時，
我欣然接受，並一直任教至今。

為什麼？因為我很喜歡小孩子，自然很喜歡照顧中一的學生。當中一級的
班主任，比當其他級別的班主任都要辛苦。因為中一學生來自不同的小
學，而不同小學的規則和做法也不一樣，同學往往把小學的模式帶到林百
欣中學。我的任務就是要重新建立他們的習慣，他們在林百欣中學是從零
開始，而我則把每一個規則，每一個做法都解釋得很詳細。但是，同學一
定會有不習慣的時候，而我就會協助他們盡快適應中學生活。當中一級班
主任，是要有所犧牲的。例如午膳時間，我沒辦法準時吃飯。因為我需要
到課室協助學生派飯，確保他們秩序良好，一切井然有序。實際上，我沒
有出外用膳的習慣，我會帶簡便的午餐，大約十至十五分鐘就會完成。之
後，我會幫英文能力較弱的學生補習，教他們朗讀及幫他們溫習默書等。
 
既當班主任又教導他們英文，工作雖然辛苦，但每當看到同學英文成績有
進步，或者聽到家長說同學很快就適應林百欣中學的生活，且過得很愉
快，我就會很開心，很有滿足感。我希望林百欣中學的校園生活，能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滿載知識和喜樂地離開林百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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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性格比較內向又安靜的人，這可能與我家庭環境有關。我在
家中排行最小，從小有很多姊姊照顧，很多事情都不用自己做。自小我
經常被他人評價為女性化，像「裙腳仔」。長大後，我竟然成為一位老
師，真是既弔詭又諷刺。

一個非常安靜且習慣被人照顧，現在竟然帶領和教導別人。更想不到的
是，二十年前我已開始當學生會顧問老師，約八年前開始擔任長者學苑
的負責老師。上述兩個角色，對我而言是一個挑戰，與我的性格有少許
落差。

當學生會顧問老師，要嚴肅，並與學生領袖共同籌劃活動。現時的年輕
人，非常活潑，思想馳騁縱橫，有時會提出超現實、天馬行空的想法。
作為一位老師，實際上不容許你與他們一起狂想，而是必須帶領他們重
回現實層面，這確實有一定的難度。作為長者學苑的負責老師，一方面
要與長者相處，另一方面要帶領我們的學生與長者相處共融，對我也有
一 定 的 難 度 。 現 時 的 年 輕 人 比 較 活
潑，不太懂得去體諒別人。要令兩個
截然不同的團體，互動和合作有一定
的難度。正如你叫一位三歲的小朋友
看著糖果，卻不允許他吃一樣困難。

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不同，也會影響性
格，可說是一個包袱。但隨著年紀
增長，加上社會經歷增多，要求每
個人肩負起不同的角色和身份。無
論如何，這就是生命，是生活。不
管是什麼角色，是否與個人的性格
協調，我們都要做好本份。這令我
想起周星馳在《喜劇之王》中的一
句台詞，「如果你在一部作品中
跑龍套，你也要做好這個角色。
」這就是我的體會。

李惠源老師 不管是什麼角色，

是否與個人的性格協調，

我們都要做好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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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程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曉程老師。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位英文科老師。在一
間中文中學教英文實在不太容易的，容我與大家分享一下吧！

要學好英文必定要多聽、多看、多說。簡單來說，就是要每天接觸和運
用。但我們的同學只能在英文課才運用英語，在其他的科目根本用不
上。在課餘時間，他們也只會用廣東話跟同學和老師交談，回家時也未
必會用上英語。在這種環境下教導英文，真有點「逆水行舟」、「事倍
功半」的感覺。

我慢慢發現，有不少的同學自初小已經很討厭或很害怕英文科。我要改
變他們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也實非易事。記得有一年，我負責批改中
二級英文寫作卷，有一位英語水平不佳，平日上課也不用心的同學，在
試卷上草草寫了幾行便留白了試卷。當我翻到試卷背頁，我竟發現他用
很工整的字體，寫了這樣的一句中文句子「我自小就最討厭外星文，請
你不要再迫我學了！」看了他寫的這句話，我很難過。我為自己難過，
因為無論我多麼努力的教導他，仍然不能改變他對英文科的看法。我更
為他難過，因為若學不好英語，我深怕影響他將來的學業和工作。

任教英文科，有時候也令人非常氣餒的。我請同學熟記某種英文句式，例
句做過了，練習也做過了，但到作文的時候，他們一樣錯用句式。例
如同學們會寫‘I very like swimming.’我不斷告訴他們正確的

要學好英文必定要多聽、多看、多說。

句子是‘I like swimming very much’，但他們也未必記得。每當他們
犯同一樣的錯誤，我就會非常生氣。

別人誤會當老師真好，因為有很多假期。但他們不知道，我們的週末是
怎樣度過的。當一位英文科教師，我的週末都是用來批改作文，批改測
驗卷和備課。批改英文作文需要的時間很長，因為既要保持同學的文章
原意，又要顧及文法和全文的銜接。批改一篇作文，跟我重新寫一篇文
章有時分別不大， 你說這會不耗時嗎？不止一次，我的
家人埋怨我不 能在週末陪伴他們，只顧在書
桌上批改作 文。因此，各位同學，當老
師 給 你 功課時，不要只是埋怨，
其 實 老師也需花上很多時間
幫 你們批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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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很小的時候，媽媽經常叮囑我：「爸爸一會兒放工
回來，記得給他換上拖鞋，讓他舒服一點。」我爸爸在茶樓工作，早出
晚歸，通常在我上學時，他已經出門上班了，直到我差不多上床睡覺時
他才下班，見面的機會很少。

他通常利用早市與晚市間的空檔，回來見我們。他回來時，總會拿著很
多餸菜，媽媽會接過爸爸手上的餸菜，放到廚房，而我就會拿著拖鞋，
讓爸爸換上。我每次拿著他那殘舊的上班鞋，就很不喜歡，爸爸卻笑著
說：「乖孩子，這雙鞋經常陪伴我到處走，又要到街市，又要到廚房，
又要到後巷，所以當然又舊又殘。但不要緊，這雙鞋仍未破損，為什麼
要換呢？而且，如果我看起來寒酸，賊人也不會打劫我。」

我有時想，爸爸為什麼要穿上拖鞋，我在他跟前放拖鞋時，他已經在床
上睡著了。爸爸呼呼大睡的時候，媽媽就會說：「你們不要那麼吵，妨
礙爸爸睡覺。他上班是很辛苦的。」過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爸爸便會起
床，與媽媽閒話家常。他最多穿上拖鞋到洗手間。我猜想，家裏到底有
多大，他走過哪些地方，他也不清楚。匆匆忙忙間，他又再次穿上那雙
鞋上班去。我看見這雙拖鞋，幾年過去，依然簇新。我期望爸爸丟棄那
殘舊的上班鞋，穿上這雙又新又舒適的拖鞋，像我一樣「剔剔噠噠」在
家中走來走去，開開心心地生活。
這雙拖鞋，成為一個我值得懷念
的記憶。

盧祥錦老師

這雙拖鞋，

成為一個值得懷念的記憶。

是我與爸爸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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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瓊瑋老師

童軍就是這樣，晴天時就被曬，下雨時就被淋濕。今天，我要帶他
們到地圖閱讀訓練班。作為導師，我要提早到集合點。現在，一個人
在這裏等待學員到來。雖然我們已經遲到了，不過，我還是要在這裏
守候。

問我為什麼喜歡當童軍？我也不知道。中學時有朋友提議一起參加童
軍，那就跟着去了。過程中，我經歷過不少開心的事。不管是否晴
天，每一次的經歷都很特別，我很喜歡這種特別的環境。我希望你也
喜歡這個特別的環境。有時候，人需要離開舒適圈，到外面看一看。
留在一個熟悉和舒適的環境，是不會有進步的。童軍給予我很多挑
戰，亦成就了我很多的夢想，希望可以啟發你。

童軍給予我很多挑戰，

亦成就了我很多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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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敏老師
大家好！我是Miss Pang，彭慧敏老師。我是學校裏其中一位訓導主
任，為甚麼我會成為訓導主任呢？

很多年前，當時的校長找我當訓導老師。那時，我覺得很驚訝，又感到
很愕然，我認為自己一向不是很嚴厲，又不是那種很兇狠的老師，為何
偏偏選中我？而且訓導老師的角色並不討好，甚至可以說是討人厭的，
而我與學生的關係那麼好，真的不想因「訓導老師」一職而被破壞。我
不願意。最後，我終於鼓起勇氣，向校長說「不」。當時的校長沒有生
氣，反而心平氣和地跟我說：「當訓導老師就一定要很兇惡？為甚麼學
生會認為只有訓導老師才會要求學生守紀律？其實，每位老師都有責任
教導學生恪守紀律，辨明好與壞，做個自律守規的人。只不過訓導老師
再特別注重這方面而已。作為訓導老師，最重要是要學生知錯，知道自
己錯在哪裏，從而認真、決心改過，以後不再犯上同樣的錯誤。因此，
訓導老師也可以是一位受學生歡迎的好老師。」就是這一番話，我接受
了挑戰，成為一位訓導老師，後來更成為一位訓導主任。

成為訓導老師之後，起初我真的不太習慣。因為每當學生見到我，不是
立即調頭走，就是視而不見。那一刻，我心裏真的很難受。不過，當我
一想到如果一間學校，學生不守規則，出現各種行為問題，而老師又視
而不見，不加理會，最後會變成怎樣呢？我不希望林百欣中學的學生，
每天上學會害怕被人欺負，在 課室內沒有安
靜的學習環境，更不想聽到小 學老師及家長
對小學生這樣說：「你要用心 讀書，否則升
上林百欣中學就可真慘了。」 於 是 ， 我 決
心堅持下去。我堅持林百欣中 學的學生在校
內、校外的表現都要良好。我 更堅持每一位
林百欣中學的學生都能夠在一 個安全又愉快
的環境下學習。我很希望同學 們明白，訓導
老師、訓導主任不是惡魔，不 是生人勿近，
不是那麼可怕，我們只是一班 比普通老師更
堅持要學生守規矩的最後一道防線而已。

最後，真正認識我的同學，你應該明白我。而未認識我的同學，希望透
過今次活動，你們能對「訓導主任」這個角色有一個全新的理解。下次
在校園內碰見我時，記得跟我打個招呼，說一聲早晨。

訓導老師也可以是

一位受學生歡迎的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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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寶儀老師

大家好！我是謝寶儀老師。今年我是第二年在林百欣中學任教了，相
信初中的學生對我會比較熟悉，因為我主要任教初中通識科。剛入職
時，很多學生都很踴躍問我住在哪裡？甚至有很多學生會告訴我，今天
在巴士站看到我乘的士回校，然後問我是不是很富有，為什麼可以經常
乘搭的士。
 

其實大家都錯了。我住在東涌，一個說遠又不遠，但又說近又不近的離
島。我每天的手機都會調校三個鬧鐘，每一個鬧鐘都提醒我要趕快做不
同的事。例如要換衣服、取早餐、將午膳飯盒放在袋中。最後一個鬧
鐘，是在早上6時半時響起，提醒我要出門了。
 

因為我的家與地鐵站有一段距離，所以我必須乘搭巴士到東涌地鐵站。
很多時候，我都要拔腿狂奔地追巴士。因為東涌的地鐵要相隔7分鐘才
有一班列車，而在荔景轉車亦需要等3分鐘才有一班，所以每天在交通

我每天回校的過程

就如一名士兵，要

快狠準地一連串整

裝自己。

上時間，我都必須分秒必爭，努力地追車，包括追巴士
和地鐵。因為一旦錯過了，就會連環錯過所有車。第一
年的時候，每當我回校時都是汗如雨下，弄濕了不少紙
巾。
 

到達荃灣時，因為有太多學生等待巴士，巴士站總是大
排長龍，令我望而生畏。幸好，有一群老師邀請我共乘
的士，以節省時間。因此，我在最後一程車才能避免與
人擠逼於狹窄的巴士車廂中。我每天回校的過程就如一
名士兵，要快狠準地一連串整裝自己，然後充當運動員
的角色不停奔跑，最後回到學校才變回一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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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想分享一個我在外地旅遊的意外。

那次電單車自駕遊的經歷。當天，我是電單車上的乘客。電單車在行駛
途中，我們左方突然有一輛客貨車欲轉出右線 (可能客貨車司機看不見我
們)，而我們的電單車仍是繼續向前，我的左腳正與客貨車不幸碰上，因
而拉傷了腳背和膝蓋，非常疼痛。當時，我內心充滿強烈的埋怨。為什
麼我那位駕駛電單車的朋友，如此靠近貨車呢？如果彼此不那麼靠近，
就可以避免意外的發生。

晚上，我躺在床上，痛楚不斷，負面情緒湧現，整個晚上也非常難過。
翌日清早，我和朋
友商量，尋求私家
醫生的協助。醫生
的診斷以及給予的
藥物，對我有很大
的幫助。除了減輕
痛楚，心理亦得到
舒緩。這段時間，
我 回 想 意 外 發 生
後，我不應該埋怨
朋友，我想他也不
願見到這種情況。
我想他當時也不知
道發生什麼事，更
不 會 刻 意 製 造 意
外，所以我鼓起勇
氣，向他道歉，並
繼續旅程。

這次事件，我體會
到若在外地遇上意
外，尋求第三方的
協 助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謝志文老師 這段時間，我回想意外發生後，

我不應該埋怨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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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任教高中旅遊與款待科的黃家儀老師。如果大家問我這科目
有什麼特色，我可以告訴大家，就是一年一度的遊學團。修讀旅遊與款待
科的同學，在這三年至少有一次境外交流的機會。曾參加遊學團的同學通
常都會覺得這四日三夜過得很快，學習很快樂。不過，大家又是否知道老
師在背後付出了多少？不如讓我分享一下。
 

學期初，九至十月期間，我們需要訂定遊學團的主題及行程，然後物色旅
行社承辦。一月，我們要安排面試，挑選合適的同學去參加。二至三月，
我們會舉辦遊學團出發前的工作坊。工作坊為三次，每次一小時，讓同學
有足夠的訓練和心理準備去參加我們的活動。與此同時，老師會設計遊學
團手冊，讓學生身處外地時都會有相關的學習材料。出發前兩星期，我們
會邀請旅行社到學校，為家長和學生講解旅行須知。出發當日，老師會一
早到機場與領隊及學生會合。由機場集合那一刻開始，老師已經開始工
作，因為我們要為學生所見所聞作出講解，亦要留意學生的安全，更要安
排飛機座位。到達目的地後，我們 亦要因應情況而作出合適的調配，例

如天氣。旅途中，老師要設計不同的
題目，讓學生在不同的景點有不同的
學習。回酒店前，我們會和領隊一起
編排酒店的房間，之後協助同學辦理
入住手續。當同學回到房間後，老師
便會巡查房間有否問題。待同學安頓
好，老師才可以回房間稍作休息。但
過了一會兒，老師便要同學集合，
進行一個半小時的匯報，整理當日
的學習成果。匯報結束後，大家才
能夠真真正正地休息。不過，同學
可以休息，老師的工作卻未完結。
因為我們仍要巡房，留意同學是否
留在房間休息，而且我們要確保所
有學生的安全。這樣，我們才完成

黃家儀老師 我們可以見證學生的成長。

這就是推動我繼續辦遊學團的原因。

當天的工作。但是，完結的時間已經
是晚上十一時過後了。然而，這個
工作需要在這四日三夜重覆地發
生。即使到旅行的最後一日，
老師亦要待同學回家後，以
短訊通知我們到家，我們
才安心。返抵香港 之
後，我們還有一
次大型匯報。
待這個匯報
結 束 後 ，
遊 學 團 才
真正結束。
 
曾經有同事問
我：「你要利
用 自 己 放 假 的
時候帶隊，沒法
休息，值得嗎？
」我回答：「值
得的。」因為這科
的特色就是要放眼
世界，讓同學在遊學
團中學習上課未能學
習到的理論，並加以
應用。其次，我們可
以見證學生的成長。
這就是推動我繼續
辦遊學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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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Henry。你可以叫我黃生或者HenrySir。我在林百欣中學
校務處擔任行政助理已有十年，主要職責是跟進學校工程和處理行政工
作。

大家可能會有疑問，學校有什麼工程和行政工作，需要每天跟進呢？其
實小至你們用的家課冊，大至學校的改善環境工程，例如有蓋操場的翻
新，門口百欣閣的建立，還有同學在校內使用的每一項設施，都需要別
人去管理和維護。這樣，學校才可正常運作，學生才能有一個好的學習
環境。

但要保持良好的學習環境，不能只靠
我一人之力，還需有賴各位同學共同
維持。大部分同學都很愛惜我們的
校園，但有少部分同學卻不懂得
珍惜，甚至破壞校園設施。例如
學校回應同學訴求，在洗手間
內提供廁紙，但失望的是，同
學沒有好好珍惜，濫用紙巾
致廁所淤塞，令其他同學
無法使用，這令我感到失
望和氣餒。其實，當你
們破壞校園設施後，需
要很多人力和物力作
善後的。而同學們的態
度和行為，都會改變學
校的環境。林百欣大家
庭需要大家的守護，那
麼，學校才能提供更好的
學習環境。只要大家以同
理心去對待每一件事，甚
至每一個人，並將這個心
態成為我們的常態，相信校
園的氣氛都會不一樣。而你
們未來的學弟學妹，都會為
你們的行為而感到驕傲。

黃嘉義先生

林百欣大家庭需要大家的守護，

學校才能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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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上屆總領袖生黃麗愉。總領袖生一直給人很惡、很嚴肅的
感覺。但其實自中一開始，我予人的感覺一直是又乖巧又文靜的。目前
為止，我也沒想過自己可以擔任如此嚴肅和重要的崗位。

很幸運地，老師欣賞我的領導才能，挑選我擔任總領袖生的工作。起
初，我只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一開始時，我真的很害怕，擔心自己不
能勝任，特別是面對熟悉的朋友時，更不知如何處理。我又擔心自己不
懂得管理整個領袖生團隊，更害怕處理一些突發事件。

當然老師和我的拍檔都給予我很大的支持和幫助。在學習與摸索的過程
中，我習慣了這個角色，處理事件時也愈來愈得心應手，總算對得起老
師、我的拍檔和自己。

擔任領袖生，最困難的不是 協助老師管理同學，而是管理
自己。有句話「待人以寬， 律己以嚴」但我相信真的很
難做到。當你看到他人犯 錯，你會去說；但自己做
錯就置之不理。但總領 袖 生 應 為 全 校 同 學 的 模
範，更應以身作則，所 以管束自己是非常重要
的。另外，我亦要管 理自己的個人時間。
擔任總領袖生的同 時，又要把自己的事
情辦好。這一年的 經歷，令我成長不
少 ， 學 習 了 很 多。

在 這 裡 ， 我 很希望讓大家知
道 ， 不 要 覺 得 自 己 沒 有 才
能，不能辦 事 。 其 實 你 的
才 能 比 你 想 象 中 大 得
多 ， 又 或 者 只 是 你 未
發 掘 出 來 。 只 要 你
肯 去 嘗 試 ， 只 要 你
自 己 真 的 盡心盡力去
做 ， 對 得 起自己就可
以。

黃麗愉同學

不要覺得自己

沒有才能，

不能辦事。

其實你的才能

比你想象中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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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呀！我是楊曉慧老師。在這所學校，我未必教過每一位學生，但
有很多學生認識我。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很多同學都知道我是一個惡
人。我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鐵面無私，令人很畏懼。如果你有被我任
教過，我猜想你對這樣的評價一點也不陌生！

可能你會很好奇，楊老師平時在家是怎樣的呢？她的家人是否很可憐？
如果她有子女，她的子女一定「沒命」，一定經常被她責罰。⋯

其實我來自一個大家庭，我有三個弟妹。兩個是妹妹，一個是弟弟。自
小爸爸媽媽已經訓練我成為一位小大人，要當弟弟妹妹的榜樣，做爸爸
媽媽的替身。可能因為這樣，我自小已經習慣應付別人的高期望，亦明
白自己一旦行差踏錯，弟弟妹妹就會「有樣學樣」。如果我明知某件事
情是錯，又或者一定會失敗，我就很希望阻止別人去做，我很希望將經
驗與他們分享。但很可惜，有時就因為這樣，我給人的感覺就好像經常
喜歡教訓他人。

因為我很想把弟妹教好，想他們少走一些冤枉路，反而令他們對我感到
煩厭。他們覺得我什麼都管，什麼都理，明明不是媽媽，但就比媽媽更
煩、比媽媽更兇。但另一方面，有時爸爸媽媽又想我和弟弟妹妹多分
享，減少他們「撞板」的機會，日後待人處世也可以舒服些。如果我不
跟他們說，爸媽又會覺得我沒有盡大家姐的責任，什麼也不理。你們
說，我這個大家姐像不像在課室裡的班長，課室裡的領袖生呢？有時真
是左右做人難！

其實我和班長、領袖生一 樣，都希望做好自
己的角色，盡好自己的本 份。如果你和我
一樣，是當哥哥姐姐的，我 希望你珍惜自己
這個身份，並堅持自己這 份責任。如果你
是當弟弟妹妹，我就希望 你們多體諒哥
哥姐姐的處境。因為他們 的「煩」和「
兇」都是出於善意，而 不是想控制你
們。請多站在他們的位 置想想，你
就會明白他們是用心良 苦的！

楊曉慧老師

自小爸爸媽媽已經訓練我成為一位

小大人，要當弟弟妹妹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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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今屆校友會會長楊欣榮。
 

中學時候的我，不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我無心向學，經常不交功
課，總是被老師罰站和留堂。我不喜歡那些懲罰我的老師。完成中四
後，我離開了林百欣中學，做過倒垃圾和搬運的工作。之後，我又重返
校園，到IVE唸了三年電子工程課程。

後來到社會工作，我開始後悔。我看不明白一份很簡單的英文求職申請
表，也不敢和外籍人士交談。當時，我就明白老師當日為什麼要懲罰
我—老師希望我們改變惡習。如果我當時接受老師的教導，路可能走
得容易一些。長大後，我
會站在老師的角度思考和
看待事物，盡量向同學解
釋 老 師 這 樣 做 的 原 因 。
其實，老師也是人，他們
也有家庭，有子女。學生
等同他們的子女，老師真
的為你們好，絕對不是與
你們對立，更不會故意懲
罰。他們真心希望子女和
同學都學好本領，有美好
的明天。大家可以想想自
己做人的態度，不要總說
是他人不好，而是問自己
究竟有沒有做得不好的地
方呢？如果當你們想事情
時開闊一些，站在對方的
角度想想，你會慢慢明白
事情並不如你所想像的一
樣。

楊欣榮先生

不要總說是他人不好，

而是問自己究竟有沒有做得

不好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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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學會的東西

愈多，能教給你們的

知識也就愈多，大家

日後對社會的貢獻也

可能越大。」

正在收聽這段錄音的同學你好，我是
楊永豪老師。
 

在大家放學後，同學覺得楊老師會做
什麼呢？留在學校批改功課？思考明
日上課教什麼？回家休息？還是跟大
家一樣會去打球，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呢？

我的答案是「以上皆是」，不過還要
多加一項，就是回大學讀書。楊老師
現在於香港大學修讀學位教師教育文
憑課程。如果你打算將來成為一位老
師，你與我一樣，需要完成這個課
程。透過不斷的進修，我可以令自己
成為一位更稱職的老師。楊老師每星
期有兩晚都要到香港大學上課，每晚
大約要上三小時課。在學校完成一天
的工作後，拖著疲倦的身軀，長途跋
涉地回大學，不知同學能否感受到當
中的辛酸呢？

楊老師每次都會由荃灣地鐵站坐地鐵
到香港大學站，同學平常坐地鐵的時
候會做什麼？看facebook？insta-
gram？還是玩拼圖與接龍？我每次
坐地鐵，一坐下，就能夠立刻入睡。
因為我要好好把握坐地鐵期間的休息
時間，之後又要聚精會神地上課。有
時回到大學，如果還有一段時間才上
課，楊老師會在大學的餐廳吃晚餐，
那就不會餓著肚子上課。有時在放

學後，我需要處理同學的
不同問題，可能是同學不
懂得做功課，可能是想楊
老師跟他們溫習，而我也
會先幫助同學解決疑難，
然後才起程上學。若離校
晚了，到大學時已接近上
課的時間，楊老師就沒有
機會吃飯，要空著肚子上
課，到差不多要晚上9點
才可以吃晚飯。雖然要那
麼晚才可以吃飯，有時還
會餓得肚痛，但能夠回到
大學前盡量解決同學的問
題，我會比較安心。因為
我不希望看到同學不斷累
積自己的問題，這樣會影
響一天的學習。在大學上
課，並不是上完課就代表
完結的，差不多每星期我
也要交功課。那麼，我是
怎樣可以平衡教書和讀書

兩方面呢？那就是盡量使用自己可以用到的時間。平日不用返回大學的
日子，我間中會留在學校批改作業、擬小測卷、備課，直至晚上8時甚
至9時。若未能完成，星期六時我亦會回到學校教員室繼續工作。完成
學校的工作後，我會利用星期六、星期日的時間來處理大學的功課，整
個星期的時間就被教書、返大學以及做功課三項事情佔據了。能夠安心
休息的時間固然會減少，陪伴家人、約朋友外出亦少了很多。
 

同學聽完楊老師的經歷，或者會問，下班後又要上學、又要做功課、又
要捱餓、又沒有時間休息，值得嗎？我的答案是「值得的」。楊老師這
麼辛苦，也是為了你們這群莘莘學子，當我學會的東西愈多，能夠教給
你們的知識也就愈多，大家日後對社會的貢獻也可能越大。楊老師即使
多麼辛苦，每當看見同學在我的教導下有所成長，我都覺得非常值得。
楊老師尚有一年就完成教育文憑的課程，之後我計劃繼續進修碩士課
程。我們林百欣中學的同學，每天都那麼努力學習，楊老師又怎可以停
滯不前，落後於大家呢？我會跟大家一起，做個A+百欣人！

楊永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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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你好呀! 我是楊志成老師，楊sir。今日想與你分享一個故事，
關於追尋目標。從小楊sir就一直希望成為一名老師，幫助有需要的同
學，陪伴大家成長。於追尋夢想的過程中，楊sir試過不同的起起跌跌。
例如，在成績方面，楊sir絕對不是考頭幾名的人。但楊sir沒有放棄自己
的夢想，亦不停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經過這麼多跌跌碰碰後，最後能
夠入讀中文大學，之後更完成MPhil學位。

所以我今日希望帶出一個訊息，可能你現在有些夢想希望去實現，但你
知道以現時自己的能力未必能夠做到。但是我都希望跟你說一句，不要
輕易放棄。雖然追夢或者達成自己的目標是很辛苦，因為我自己亦經歷
過。辛苦過後，可能最後未必達到目標，或者達到你預期的效果，但你
都曾經為之而努力，已經可以問心無愧。縱使你最後可能未能達到夢想
或者目標，但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會與努力前的自己完全不同，是有所
成長的。

每一個平常人的IQ其實是相若的，只有很少很少部份的人IQ特別高。當
然，阿sir都是平常人的IQ。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輕易放棄。為了目標
要不斷努力，刻苦，最後不論是否
成功，都會是一個好的結果。

雖然阿sir在這一刻，不知道你是哪
位同學，但希望阿sir的經歷與分
享能夠幫助你。最後，如果你想聊
天，想了解更多，你可以到教員室
找我。我很願意與你聊天，或者交
流。希望日後有機會可以見到你，
再見。

楊志成老師

於 追 尋 夢 想 的 過 程

中，楊sir試過不同的

起起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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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 
1. 影響精神健康的因素
2. 探討改善精神健康的方法
3. 體驗不同舒緩情緒壓力的活動

給厚榮的信

啟弘上

你好嗎？希望你可以多點陪我聊天。

     謝謝你，你從小就照顧我，在我成績

不好的時候，你也不會拋棄我，反而鼓勵

我下次繼續努力。

親愛的媽媽：
你很好人，多謝你的照顧。

延伸活動一
給別人的信
目標 : 
了解 <同理心> 對改善精神健康及舒緩個人情緒壓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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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陳敏琪老師：

老師你好。我是S，今天寫這封信給你，是想跟你說：

「我的英文成績非常不好，也正因為如此，我每次上英

文都非常忐忑不安，所以在課堂上都不敢說話。我希望

您可以幫助我提升英文成績，加強我在學習英語的信

心。」
S致上

學生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你好嗎？希望你可以多學一點有關

飛機的知識。當我們18歲時就可以

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做喜歡的事！

給啟弘的信

厚榮上

延伸活動一
給別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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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米雷：

 

Hello! Myself. I want to say so
rry to 

myself. If I could go b
ack to five, I 

would not spend so muc
h time watching 

TV. I am really sorry to
 myself. And I 

am sorry to eat so muc
h because I am 

really fat.

Dear myself,

 

Sorry for not taking my parents’ advice. Sorry for 
playing my mobile phone for such a long time without 
doing homework. I promise I will do my best all the 
time and study hard. I will be brave when facing any 
difficulties. I will not be a useless person.
 

From Zero

延伸活動一
給自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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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朗：

 

多謝您！您一有空，就常常「感化」我。到

現在，我已學到很多事情！多謝您！

 

By 星#廿一星

你還好嗎？生活一切順利嗎？現在的你應該18歲了，中學

的生活要結束了，希望你可以成功進入大學。我是5年前的

自己，5年前的我很不懂事，經常跟父母頂嘴，我相信你長

大了，可以好好地替我孝順父母，再見。
 

致五年後的自己：

願你一切安好~

5年前的自己

延伸活動一
給自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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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2023的Saturn

你好，我是來自2018年中二的Saturn，你尋

找到自己的夢想了嗎？還過得好嗎？成年後

的你，可能有許多煩惱，但是，請你繼續加

油，不要放棄自己。我會努力，令你生活得

更加精彩！

2018.09.24

給自己的信

十二歲了，你還是這麼頹廢，只顧打機、運動，荒廢學業，又常常被別人欺凌嗎？你要勇敢和勤力，好好安排時間，學業成績、運動成績才會有進步。

XXX上

延伸活動一
給自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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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近來好嗎？生活開心嗎？希望當這封信送到你
的手中時，一切都不會變，你的好友、家人都跟
你有美好的關係，沒有離開你，反而更加親密。
而你也繼續去追尋自己的夢想。你的本質不變。
好了，沒太多時間再寫了，再見！

給未來的我：

祝
一切安好

給我自己

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昆蟲學家，雖然昆蟲學家聽

起來好像對社會沒什麼用，又賺不到錢，但是只

要是自己想做的，那不是不錯嗎？

延伸活動一
給自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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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yYoyo:

一年了，你不後悔溫習時常常分心嗎？

下次要好好用心溫習，爭取回到A班，好

嗎？我知道妳現在重視友情，經常與朋友

到處玩，但又不想父母擔心。別放棄！請

妳繼續努力，加油！

BilyYoyo上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很失敗，這也是正常的。誰在人生路沒有絆腳石，所以你應該向前看，面對挫敗，更上一層樓。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不能就為了一次失敗而放棄自己所追求的夢想。在自己身邊，總會有一些人在默默幫助你，你並不是一個人在奮鬥，所以你不能輕易放棄，應該向更遠目標努力前進。

延伸活動一
給自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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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二  
向消防員與警隊致敬
目標 : 
利用小息與午膳時段, 邀請同學身體力行展示「同理心」

活動重點 : 
1. 明白消防與警隊於山竹侵港期間的辛酸與危險

2. 表達自己對消防與警隊的「同理心」

3. 善用 I–Message, 以鼓勵、對話或致謝方式勇敢    

   表達自己對消防與警隊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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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利用早會時段，向全校同學深入介紹「同理心」概念
 

學習重點 : 
1. 了解「同理心」於東方與西方世界中的概念與演繹

2. 通過故事與日常生活片段，探討如何增強「同理心」

3. 培養良好溝通態度及加強正能量與抗逆力

中文早會分享稿

「同理心」本身並不是什麼新概念。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就說過：「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同理心」又叫做換位思考，指站在他人的角度

思考和處理問題，將心比己、盡量了解並重視他人的想法，尤其是在發

生衝突或誤解時，達至求同存異、消除誤解。

 

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說過：「一個人的同理心或許力量很微小，

但眾人若能一起發揮同理心，就可以成為提升社會的驚人力量，為了破

除瀰漫世界的偏見和誤解，我們不能不培養同理心。」

English Morning Sharing
Bates:  Good morning! It’s a beautiful day! I see Hayley and Harvey from 5A! Oh no!     
        Harvey is crying! Hayley, why is Harvey crying?
Hayley: (In Cantonese) What’s wrong?
Harvey: (In Cantonese) I lost my basketball game!!
Hayley: (to Bates) He lost his basketball game.
Bates:  He lost his basketball game?? He is crying because he lost his basketball game?  
        Who cares?? That is a STUPID reason to cry!
Hayley: (to Harvey, in English) It’s just a basketball game! It’s not important! You  
        should stop crying!
Harvey: But basketball is my favorite game! And I love to play with my friends! And it    
        helps reduce my stress! Maybe basketball is not important to you and Mr.  
        Bates,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Hayley: (to Bates) Harvey is right. We need to walk in his shoes, so we can understand  
        his feelings.
Bates:  Walk in his shoes? Do you mean, I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Harvey feels?
Hayley: That’s right. We must consider how other people feel.
Bates:  I’m sorry, Harvey. I should not laugh at you. I’m sorry that you lost your 
        basketball game.
Harvey: It’s ok. I’m glad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my feelings.
Bates:  We should always try to understand how others are feeling. 
Hayley: Understanding others is important if wt to have a peaceful life. 
Harvey: Everyone deserves care and understanding.
Bates:  I agree!
All:     Happy Friday, everybody!

延伸活動三  
早會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