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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今天的決定，
明天不後悔。
蔡漢成校友專訪

從邀約蔡教授訪談至今，我們都深切感受到蔡教授對人的親和友善。從大
半天的訪談中，也感受到他取得眼前這些成就其實一點也不容易，蔡教授洞察
先機，是善於思、勤於行的勇者。訪談接近尾聲，蔡教授熱情地贈送了我們一
些有關QEE的紀念品，如今我已把它放在案頭，希望能時刻被提醒，永遠都
要心存夢想，而夢想必需要堅持，更需要行動。最後，感謝蔡教授帶我們一起
時光倒流，走了一趟人生的穿梭之旅。
凌潔真老師、6C張海瀅、2B張嘉榮、2B余永安
訪問、紀錄及整理

校友 專訪
“人生路上，問題數之不盡，遇到問

大家來看看慕光老師給蔡同學的評語

題，當成給自己成長的一課！你解決
問題的能力，正正反映了你面對人生
各事的承載力。每一個挑戰都是自己

穿上慕光校服的蔡漢成同學

能力提升的機會，好好去享受。”

蔡

漢

蔡教授回慕光母校擔任開學禮嘉賓

成

可以分享你人生第一個收藏的玩
具嗎？
小時候的我喜歡看雜誌漫畫，記
得我第一隻買的公仔就是美國的
漫畫英雄Iceman。它很特別的，
拿在手上是白色的，放在冰箱裡
就會變藍色，所以就被它吸引而
買下了。自此我就沉迷於玩具世
界，後來更成為收藏家。

蔡漢成教授MH小檔案
玩具易集團Toy2R創辦總裁
Qee 品牌設計總監
十大傑出設計師
亞太文化創意產業總會APCIA創會會長
2016年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獅子會D303第三分區主席
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客戶聯絡小組主席
四川師範大學電影電視學院客座教授

小記者與蔡師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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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中學生涯重讀中五的哪一
年，你是如何學習英文？
當年我因為英文不合格，所以決
心重讀一年。我知道要在社會
找一份寫字樓的工作，必需要中
文、英文、數學皆合格。重讀那
年，我每天早上重溫習作，將自
己不會的題目盡力去做；遇到不
懂得就主動去請教老師或同學。
就是這種堅毅的精神，讓我達成
英文合格的目標。

從蔡同學的照片，可看到慕光的校服
至今仍保存着傳統設計啊！

你對於推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不
遺餘力，並推動「人人都可以設
計」的理念，是甚麼激發你產生
這種理念呢？
我不是專科設計畢業的，只是有
興趣去學藝術，只讀過一年夜校
的美術，也沒有畢業就被迫退
學了。因我家裡經濟環境不是太
好，已沒有條件再去讀藝術。雖
然我沒有一張證明自己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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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憑，但並不意味不可以
在設計上發揮。所以我就產生
「人人都可以設計」的理念，就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個目標，我
希望可以透過我設計的公仔以一
個「平台」的概念，去提供給喜
歡設計的人。我將自己對於玩具
的知識、興趣及熱誠推廣給我的
客戶。當時所有玩具公司都不會
開放平台給設計師，我們是第一
個將QEE化作為全球開放的藝術
平台的公司。
就讀中五時的蔡同學(後排左三)

是甚麼啟發了你開始創業的念
頭？
在我小時候，爸爸是個基層小
販，他洞悉社會大眾的需要，適
時將自己的生意轉型。爸爸媽媽
先後做過成衣、花店、車仔麵及
建築生意。在耳濡目染下，我對
創業萌生一份興趣。其實在三十
歲前，我曾在一間美國鞋業公司
的品質檢定部門工作超過十年時
間。老實說，當時的薪金加上花
紅是十分不錯的，但人到了不同
階段，就要有不同規劃，當時我
開始思考自己的長遠事業發展，
遂決定把所有收藏品拿出來，在
旺角開設自己首家玩具店，務求
能夠將興趣與事業同步發展。
要創業，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喜
好⋯⋯(說罷，蔡教授就開始逐一
詢問小記者的目標與夢想)
你在創業踏足社會工作的過程
中，遭遇過甚麼困難和挑戰？你
如何去克服它呢？
我曾經在旺角開設自己首間的玩
具實體店，從事玩具零售，兼做
批發生意。就在一切都很順利的
時候，玩具業界在2000年經歷了
低潮，生意受到打擊。當時我就
想，不如嘗試設計自己的品牌，
於是就放手一搏。另外，這種平
台設計概念，當有大企業去做
DIY，我們這些小企業便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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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找到哪個是蔡同學嗎？

想出路，這就是我想說的五年計
劃，要懂得居安思危，同時也要
多認識社會，多了解時事，才能
與時並進，不致於被社會淘汰。
你是如何成功建立「Qee」這個品
牌？
品牌的「品」字由三個口組成：一
個是自己，一個是團隊與投資者，
還有一個就是客戶。若不顧及客戶
的想法，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公司便只能做好設計，卻不能做
好品牌。我在經營Qee公仔的銷售
上，為了要顧及第三個口(即客戶)
，我採取薄利多銷的策略，反其道
而行，其他品牌愈做愈少，愈標愈
貴，而我就愈做愈多，但價錢就愈
做愈低，反而產品的知名度及接觸
層面愈多。再由客戶去推廣給潛在
客戶，只有這樣，才能讓玩具收藏
家以外的人有機會認識產品。Qee
這個品牌能晉身國際舞台，以至不
斷跨界跟不同大型品牌合作，因它
突破產品設計、繪畫與藝術之間的
界限，讓藝術玩具變成了一個可供
大規模消費的生活用品，它更成功
登上了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
當代藝術品名錄上拍賣。
你致力培育青年的創意發揮，又
帶領年輕創業家推動創意工業發
展，那麼你對年輕人於創新、創
意發展有甚麼期望？
回顧自己多年創業路，我認為人
要保持一份童心。有童心的人，
會敢於去想像，這就是夢想的元
素；人沒有夢想就會萎縮。作為
設計師，很多時都以『我』做本
位，但做生意就要以『他人』為
本，多由對方角度出發。年輕人
要不斷蛻變才能成長，要從個人
利益轉變成為業界、為社會做一
些很新鮮而有價值的事，這也是
我自己十年內在品牌發展的歷程
中計劃要走的模式。

你有甚麼人生座右銘送給慕光的
師弟師妹？
今天做的決定，明天不要後悔。
而做每一個決定前，都必需要多
方面去深思熟慮，讓自己每天都
做一個最好的決定，事情其實沒
有錯與對，最重要是不要輕言放
棄。
平日以甚麼方法來減輕壓力？
年輕時我只顧工作，就好像工作
狂一樣，當年會很自豪，自己比
其他人勤奮。我覺得我的前半生
總是比其他人做多一倍、快了一
倍，因為其他人在睡覺的時候，
我已經把我要做的事做好。但效
率換來一樣東西，就是不斷透支
自己的健康，我賺了名利，卻賠
了健康，因此要懂得拿捏中庸之
道，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
我現在仍以欣賞玩具設計及製作
為嗜好，另外，也會看看電影及
網上頻道。現時最感興趣的就是
智能家居，與時並進。我們要盡
量讓自己的身體機能在有意義有
能力下去爭取自己的活力，但又
不是漫無目的地去透支，所以要
取得平衡。

2B 張嘉榮

6C 張海瀅

2B 余永安

專訪後記
2B 張嘉榮
   從這次專訪中，讓我明白到成功的人總是在充滿困難的環境
中找尋機會，失敗的人則在充滿機會的環境裡看見種種困難；無
論環境多麼惡劣，仍然充滿機會，而你必須從中發現機會。機會
常常都是不明顯的，你必須仔細觀察周遭環境，然後觀察出機
會，從中替自己創造契機。甚至讓我明白到思考、做事都要打破
傳統，才會無中生有的道理。最後我要感謝蔡教授教導我，要擴
大社交圈子，更要珍惜身邊的朋友。

6C 張海瀅
   「堅持永不言敗心，懷抱玩具創業夢。」
   踏進蔡教授的公司，看一個又一個精美的Qee玩偶製成品，猶如印證蔡教授和他的團隊不斷的努力和
所付出的獨特創意。證明著只要敢夢敢想，夢想的確能夠成真。蔡教授由初期只是熱愛玩具和收藏玩具的興
趣，慢慢地轉化為事業，最終成為全球知名的玩具品牌，建立自己的公司。這個夢想成真的故事，一切都源自
於蔡教授的「堅毅」。
   常言道，「每個成功人士的背後，總會帶堅持不懈的信念。」創業路上難免會遇上重重的挫折和挑戰，
這正正考驗當局者的每個決定。蔡教授憑藉堅持不懈的信念一一走過，他清楚自己的產品方向，珍重每個給
予他的機會，加上全力以赴的積極態度，最終讓這個品牌得到更多人的欣賞和引起共鳴。可見，蔡教授坐言起
行，把握每個機會和際遇，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有幸能夠與蔡教授進行交談，我確實獲益良多。蔡教授的一言一句都滲透他在這「社會大學」中的經歷
與磨練。可謂「前人說話後人借鏡」，他提醒我要秉持「堅毅」的信念，成就我將來的小人生大故事。

▲ 蔡教授贈送慕光逾3000份QEE禮物，更親自搬運貨品

   再次感謝蔡教授百忙之中撥冗見面，分享這寶貴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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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組
   從小到大，我也希望能夠到不同國家走走，感受不同國家的文化。在眾多的國家之中，令我最嚮往的便是
英國，除了有著名球隊外，還有的是英國的文化氣息。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得主6D關偉洛與班主任譚慧娟老師合照

與遊學團同學切磋球技

獎學金

對象

目的

金額

【卓越畢業生獎學金】

應屆中六畢業生

旨在獎勵入讀香港四所大學，包括香
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
學、香港理工大學。

$10,000

【多元卓越獎學金】

中一至中五同學

表揚本校學生在學業成績、體藝及校
內外服務範疇上表現卓越的同學。

$1,000

表揚及嘉許在學業成績、體藝及校內
中一至中五新移民 外服務範疇上表現卓越的新移民同
學。

$1,000

【卓越新移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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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歌舞劇團合照

第
三
屆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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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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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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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這次我終於夢想成真了。我終於能夠到英國與其他年齡相若的青少年進行文化交流。能夠踏足英國，讓我
增廣見聞，全因我參加了【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除了獲得$1,000獎學金外，我更有幸能夠脫穎而出，
成功獲取英國文化交流的獎項。
   暑假期間，我遠赴英國，在21日的文化交流活動中，認識了不同國家的青少年，包括來自英國、西班牙、
俄羅斯、意大利等。期間，我們一起上課，一起學習，一起生活，除了可以體驗不同文化外，更難得的是能夠
與他們建立友誼，成為好朋友。此外，我還參觀了不少英國著名景點，包括大笨鐘、倫敦橋，更到了英國著名
學府——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參觀，真令我大開眼界。
   回想起三、四年前，當時我是一個毫無目標、懶散、對老師無禮的學生，我知道即使我能夠勉強升班，也
不會有很大的進步，最後我決定向學校申請留班，重讀中四。
   重讀那年，當時的班主任令我對人生有新的啟發，她令我明白做人要有目標，要努力向著目標進發，即使
失敗也不要氣餒。之後，我改變了自己的做人態度，除了積極參加校內外活動，更在學業上努力求進。正因踏
出這一步，班主任便推薦我參加【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令我新嚐成功的滋味。
   除了可以到英國文化交流、增廣見聞外，今次獲獎，令我人生有所啟發，就是要為自己定立目標，即使是
短期目標也好，只要有一個明確目標，積極努力，向著目標進發，就會成功。就算不成功，你也沒有失敗，因
為你在努力的過程中，會取得很多珍貴的經驗，包括處事技巧和溝通能力等。

6
D
關
偉
洛

   最後，我要多謝主辦單位「杜葉錫恩教育基金」頒發這個獎項給我，讓我有機會到英國交流，使我增廣見
聞，令人生有所得益。我更要多謝黃華康校監，黃校監為嘉許我，特意頒發200英鎊獎學金，作為鼓勵，為這
次文化交流之旅添上姿彩。我也要感謝我的班主任——譚慧娟老師，是她提名我參加【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
獎】，令我獲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同學們，我們一起邁步向成功進發吧！

與遊學團同學合照

【品德飛躍進步獎】

中一至中五同學

與九龍東恩福堂合辦，旨在嘉許本校
在品行及操行上有顯著進步的同學，
鼓勵同學在品格上求取進步。

$1,000

【李仕雄數學科獎學金】

中一至中三同學

由黃志強校友成立，旨在嘉許中一至
中三級數學科全年成績名列前茅的同
學。

$500

【姚學敏數學科獎學金】

中四至中六同學

由黃志強校友成立，旨在嘉許中四至
中六級數學科全年成績名列前茅的同
學。

$500

【TENT Scholarship】

應屆中六畢業生

由黃志強校友成立，旨在嘉許升讀本
地大學的同學。

$20,000

【積極人生奮進獎學金】

中一至中六同學

按學生家庭經濟狀況
鼓勵在學習上有困難的本校同學，幫
頒發，可以一次或分
助他們在學業上取得優異成績。
期發放。

【宋郁文（香港）暨
南大學本科課程獎學金】

應屆中六畢業生

嘉許升讀暨南大學本科課程的同學

$5,000

【扶輪社獎學金】

應屆中六畢業生

由扶輪社成立，旨在嘉許升讀本地大
學的同學。

$4,000

攝於牛津大學外
攝於倫敦大笨鐘(Big Ben)前

英國 文化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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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

慕光

風紀隊
5C 方頌瑜

   記得在風紀領袖訓練營中，我們嘗試具挑戰性的高空繩網，它令我
們在挑戰的過程當中能夠多與其他風紀溝通，提升隊員之間的協作能
力，有利於風紀在當值的時候，需要互相配合來加強團隊的凝聚力。另
外，是遠足活動，我們在遠足當中除了欣賞大自然，也能夠學習課室以
外的技能，如按天氣變化而作應變。透過活動，我們學會了互相照應，
彼此關心，從而培養了團隊精神。
   新學年開始了，風紀隊隨即開始執勤。今年風紀隊加入了很多新力
軍，帶來了新氣象。其實，風紀隊除了日常當值之外，還會定期召開會
議，讓老師提醒我們有甚麼重要事項，以及讓老師了解風紀當值時遇到
的不同困難。
   風紀隊日常的工作都離不開管理校園秩序，擔任維持紀律的任務，
並且以身作則，協助同學建立守規的美德。此外，我們要從自己開始做
好，才能夠律己律人，讓人覺得有說服力。希望每位同學都能以風紀作
為楷模，與我們攜手建立良好秩序及和諧的校園生活。

}

中一級
中二級

訓練營

梁校長探營

中一級迎新訓練營一9月13日至15日
中二級領袖訓練營一9月6日至7日
   為發掘中一新生及中二級生的潛能，以及提升他們的抗逆
和自理能力，我們在香港少年領袖團的西貢萬宜訓練營舉辦了
一連串的宿營活動。
   香港少年領袖團的前身是：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少年
領袖團。他們的使命是鍛鍊青少年男女的責任感、自信心、應
變能力、毅力及服務精神，使得以發展個人品格及領導才能。
   我們透過他們的協助，為學生設計相當多元化的訓練：有
挑戰同學膽量的斜坡遊繩下降、考驗團隊合作精神的步操訓
練、培養溝通技巧的野外夜行活動、提高安全意識的火警演
習、測試毅力的伏地前進、提升自理能力的整理牀舖和清洗碗
筷、鬥智鬥力的羅馬炮架水戰等。

野外射擊訓練

遠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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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風紀大合照

5A 蘇琪
   今年，我加入風紀隊不久，就感受到承擔起這份責任的辛苦。
   身為一個總隊，每周都有幾天要很早到校。做好各種準備工作
後，等待同學們陸陸續續地返校。我和幾個風紀在門口當值，檢
查同學的儀容。而其他的風紀則各司其職，在各自當值的樓層地段
監督同學，維持秩序。中午時段，我們只能在學校用膳，以便當
值。可以說，當風紀要比大多數同學都早到，但是，回到課室又往
往是最遲的。雖然這份工作不輕鬆，常常都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
舉止，同時還要花些時間監督同學。但是，為這份工作付出是值得
的，是有意義的。它雖然給了我管理同學的權力，但權力和責任是
連體嬰，誰也離不開誰。承擔這份責任，讓我感受到學校賦予我的
信任，我和其他風紀們也都不願意辜負這份信任！

}

   在幾天中，他們真的過得很充實，相信這對他們起了生活
態度上的衝擊，他們以往可能一直受到父母無微不至的照顧，
甚至以為樣樣事情都是唾手可得的，因而導致他們看輕了自己
的能力。透過這次宿營活動，我相信他們不單流出汗水，也流
露出一份自信，希望他們日後更能發揮潛力。我相信，當自己
的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並展現時，才會感到真正滿足。

清潔營地

   此外，在宿營活動中，真的要多謝各班班主任，大家主動
入營照顧學生，還有忙碌的校長和不少老師都曾長途跋涉來到
西貢探望，為他們打打氣，叫他們加加油，體現了大家對學生
的支持和關心。在活動中，同學們都樂也融融，歡天喜地打成
一片，大家聊起天來，此情此景，真叫人感到溫馨。

老師們探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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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輔導組「新樹苗關懷計劃」旨在透過不同活動，包括關顧、適
應、學習、認識社區、聯誼及興趣培養、財務支援及社區支援等全
方位支援新移民同學，讓他們盡快適應新的校園及家園生活。

關顧方面
·· 開學初期，舉行聚會及集體活動，了解同學的需要，並以小組
及個別會面形式支援學生各項需要，適時進行輔導及支援；
·· 介紹已就讀本校數年的新移民同學予新入讀的新移民同學認
識，讓他們互相照顧及鼓勵。

適應方面
·· 因應同學的需要籌劃適應課程，如繁體字班、廣東話班。

學習方面
·· 按同學之程度及需要開辦補習班；
·· 邀請就讀大學的新移民舊生回校與新來港同學分享學習心得；
·· 邀請舊樹苗分享學習心得；

新樹苗關懷計劃

·· 設立獎學金（教務組）。

認識社區方面
·· 包括香港一天遊、逛年宵市場及義工活動等，讓新移民同學認
識社區活動及人士。

聯誼及興趣培養方面
·· 開辦不同的興趣班，期間更可與同路人分享來港生活近況。

財務支援方面
·· 按學生需要轉介申請有關津助。

社區支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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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周心妍
   我來到慕光已經四個星期啦！
   初來慕光，我的心情既緊張又不安。緊張是因初來
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不安是擔心與朋友同學相處不
好⋯⋯
   但幸運的是，我遇到了極好相處的同學與老師。在4B
班的日子裏，是輕鬆且快樂的。老師們不僅健談隨和，也
非常照顧我們新同學；同學們也非常熱心助人，熱情地為
我介紹學校的事情，讓我很快融入了新環境；學校很用心
準備了很多的活動，讓我很快便習慣在慕光的生活。
   感謝在慕光所得到的幫助，期待接下來的學校生活！

}{

·· 安排新家園協會到訪，為學生介紹不同的社區資源。
   本學年，新樹苗於「慕光EXCEL24」中逢星期四進行「新樹苗
探索之旅」，並邀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樂華綜合社會服務處為合
作夥伴，與各新樹苗一起認識慕光，認識香港。
5B姚紫彤
   大家好，我是來自5B班的姚紫彤，我在中二開始加入慕光這個大家庭。
   回想剛來到慕光的時候，我心裡一方面很期待，好奇這邊的學習生活；但另一方面卻擔心自己跟不上
香港學校的程度，感到焦慮不安。相信很多新來港的同學都遇到同樣的困難，有很多的不習慣，例如：生
活習慣、生活節奏等等。但慶幸來到慕光，老師同學都十分親切──同學主動為我介紹服務，帶我到處參
觀了解學校；老師們噓寒問暖，關心我的情況，為我補課和提供幫助！其中我參加了輔導組的「新樹苗關
懷計劃」，透過不同的活動，我認識到許多新朋友，大家互相分享新來港的心聲，知道對方的感受，讓我
感覺格外溫暖，感恩可以遇到這麼好的老師們！
   「新樹苗」舉辦的活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年宵市場。那是我第一次在香港過農曆新年，熱
鬧的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次活動讓我們更加認識香港，了解到香港華洋雜處的文化。除此之外，還有
補習班、廣東話班、繁體字班、英語小廚等幫助我們的適應課程，讓我們更快融入學習中，發憤圖強。當
然，「香港一天遊」也是計劃的重點活動之一呢！
   今年是我在慕光的第四年，看著每年都有新的小樹苗加入這個大家庭，我衷心祝願他們能夠加油，盡
快適應香港的環境。我們可以來到香港學習，要好好把握機會，去拼搏、奮鬥！
   在此，我要特別謝謝輔導組的老師們，在我失意的時候，鼓勵我；在我開心的時候，與我分享喜悅；
在我迷茫的時候，為我指引明路！謝謝您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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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由駐港解放軍、教育局及群力資源中心聯合主辦的「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
營」，為期15日，旨在透過紀律訓練和專題講座培養學生的品德、領袖才能，以
及刻苦、自律守紀和團結的精神，並讓學生有機會體驗駐香港部隊的生活，學習
基本軍事知識和技能，加深對國防的認識。

軍
事

夏

令

營
5B

4B
4B

徐楚桐

我認識了一班「戰友」：善良
美麗的班長、憨厚老實的班
副、嚴苛的督導員。他們教會
了我紀律、勇敢和服從命令。

12

陳芷昕

我最難忘的是和隊友一起捱過
艱辛的訓練。在烈日中暴曬，
一起流過汗水；堅持不了的時
候，一起流過淚水。我學會獨
立、堅強和團結精神。我沒有
後悔參加這次活動！

4B

黃宜臻

一開始很艱辛，後來反感到充
實。軍訓讓我不再懶散，我也
勤勞了很多。希望下一年參加
的同學都可以讓軍訓改變你的
生活習慣和態度。

姚紫彤

回想起我們一起站軍姿、走隊
列、打岳家拳，印象最深刻的
是徒步行軍，歷時四個小時，
一起流下淚與汗，為著共同目
標奮鬥不懈，直至整個部隊都
順利完成。還有乘坐裝甲車，
坐軍艦，玩模擬激光槍等等這
些第一次，既刺激又自豪！就
像宣誓中所說的「為裝備自
己」，趁青春的時候，搏盡無
悔，建設一個美好未來！

4C

蘇穎懿

過程中，我了解到自己很多的
壞習慣：丁字腳、做事散漫、
事事不專心。但有戰友的支
持，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正面
的人生觀，我也決定走出自己
的安全區，出去外面的世界走
走闖闖。

4B

呂雨澄

學拳是我最期待的，可以用來
保護自己。離別的時候，才發
覺原來我真的很喜歡那兒，如
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相信我還
是會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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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學生會SUNSHINE

家長教師會

初中及高中家長晚會
家長踴躍出席活動

Sunshine
內閣成員：

家長委員陳志華先生分享
擔任委員的心得

家長與班主任交流

   本校分別於2018年9月21日及28日星期五晚

校長分享學校最新發展和措施

上，在本校禮堂舉辦了初中及高中級家長晚會。首
先由梁超然校長向家長介紹學校最新的發展和措
施，包括在安達邨開設免費校巴服務、延長自修室
開放時間、加強同學的語文訓練及舉辦多個文化考
察團。
   接著由家長教師會利素珊主席和陳慧儀副主
席，分享家教會過去一年的活動花絮和來年的展
望；家長委員陳志華先生分享參與家教會的心得，
並呼籲家長踴躍參選下一屆籌委。
   最後是班主任、科任老師和家長交流的時間，
讓家長能更深入了解子女新學年在學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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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班主任交流

{

主
席
外務副主席
內務副主席
文
書
財
政
宣
傳
宣
傳
福
利
福
利
康
樂
總
務

6B
6A
6A
6B
6B
6A
6B
6A
6C
6A
6B

朱卓鍵
林津弘
李敏盈
杜嘉杰
林雨薇
蔡心怡
許銘仕
黃景瑜
梁茵怡
黃卓文
李佩恩

{

主席6B班朱卓鍵

}
}{ }

在過去的一年，我從學生會中有所成長，學到許多新的事物，令我
在中五學年有不一樣經歷和體驗。或許我不是一個稱職的主席，有
時做的事情又不是太好，有時又不太會在各位莊員前表達情感，但
是我非常感謝各位莊員對我的包容。
我亦非常感謝在背後默默支持和幫助我們學生會的老師：林恆卓、
袁妙娥、李樂豪和李靜文老師的幫忙，沒有你們，也不會有現在的
我和莊員們，謝謝。

最後，非常多謝各位信任Sunshine學生會，我希望莊員們可以在學
生會學到新的事物，同學們可以在學生會中找到想參與的活動，為
各位在這年慕光大家庭的日子中增添美好愉快的回憶。

副主席6A班林津弘
「學生會要下莊了」這句話語在我腦海中徘徊了很久，
尤其是在下學年的時候更為深刻，看著日曆不停步地倒
數，心情愈來愈沉重，不禁慨嘆時光流逝如此飛快；在
學生會中的事務，由起先跌跌碰碰胡亂探索，到後來逐步
掌握了內部事務或活動的細節安排等，相信一切也是得
來不易的，只有親身經歷過，由心出發，從各種不同的角
度構思，再到逐步實踐，最後成功舉辦活動，這個過程使
我更樂於其中，使到我更加體察活動背後所付出的辛酸努
力，以及感謝一路上不同老師的支持及鼓勵，令學生會
Sunshine發光發熱。

副主席6A班李敏盈

以前的我只是以參賽者的角色參
與校內活動，從未試過親力親為
去籌辦活動，但當我以一個籌辦
者的身份去辦活動時，才明白到
原來表面一個看似簡單的活動，
往往都需要一群人在背後默默付
出努力，成員之間要互相合作協
調，要有周詳計劃，甚至要應付
突發的意外，才能令一個個活動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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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學生會候選內閣
政綱：
S：Serious 認真的
U：Unanimity 全體一致
P：Passionate 熱情的
E：Efficient 效率高的
R：Remarkable 非凡的
SUPER是超級、優秀的意思，而我們內閣成員都
充滿熱誠和才能，為各位同學服務及爭取褔利。盡力令
各位同學有一個非凡的學年。
我們承諾會盡心盡力為同學服務，與所有同學共渡
患難，成為這班雛鳥的翅膀，助他們高飛翱翔。舉辦多
元化活動，讓同學發揮所長、激發潛能，在校園生活中
找到歸屬感，並拉近老師及同學之間的距離，達到亦師
亦友的關係。我們會聆聽同學的聲音，互相尊重大家不
同的意見，營造民主精神。

Echo
內閣成員：
主
席
外務副主席
內務副主席
文
書
財
政
財
政
福
利
福
利
宣
傳
宣
傳
康
樂
康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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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5B
5B
5A
5B
5B
5A
5B
5B
5B
5C
5B

冼穎嘉
姚紫彤
林祺煜
鄧靜賢
陳家俊
李佳妮
何晞瑤
李家樂
林黃焜
陳澤鴻
葉曉欣
胡思禧

Super
內閣成員：
主
席
外務副主席
內務副主席
文
書
文
書
財
政
財
政
福
利
宣
傳
宣
傳
康
樂
設
計

5A
5A
5A
5A
5A
5A
5A
5C
5A
5C
5C
5A

吳兆燾
伍匡榮
傅后鴻
宋佳炫
陳建丰
鄭文俊
姚天朗
徐 沐
樊展鵬
邱 穎
鄭鴻蔓
楊子維

我們SUPER的標誌是一隻在烈火中重新的鳳凰，
就像我們校徽的雄雞一樣，驅走黑暗，向光明直奔。而
我們SUPER希望突破以前的規限，用我們的猛火燒盡
面前的黑暗，照亮前路，與同學邁向光明之路。

政綱：
我們學生會取名為「ECHO」，
「Echo」即是「回聲」，表示我們將秉持
「聽你所需，予你所求」的原則，接受來自
同學們不同的聲音。我們定會保持初心，聽
取同學們的意見，解答同學們的疑惑，全
力以赴為同學們製造一個妙趣橫生的校園生
活。此外，我們已經為同學爭取了多於45
間不同類型的商店福利，並繼續舉辦以往的
活動，努力為同學爭取新活動。希望同學們
支持我們「ECHO」，我們一定會全力做到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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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組

黃慶芬
FANNY

1819慕光開學典禮

Oct

李軒奇
HINKI

(天秤座)

任教科目：通識科
嗜好：跑步、壁球、露營、
去旅行

Sep
(處女座)

任教科目：中文科
嗜好：飲食、行山、旅遊、
與家裡狗兒玩樂

   本年度的開學典禮，很榮幸邀請到1983年校友蔡漢成教授MH（榮譽勳章）

麥嘉欣
KAYAN

Feb
(水瓶座)

任教科目：通識科、綜合人
文科
嗜好：攝影、戶外活動、煮
食

為主禮嘉賓。蔡教授為玩具易集團Toy2R創辦總裁及Qee品牌設計總監。
   在開學典禮中，蔡教授分享了昔日愉快的校園生活點滴、過去努力求學的奮
鬥精神，以及他如何實踐母校「明理愛光」的校訓於工作和設計事業上。他勉勵
一眾慕光師弟師妹要有永不言敗的精神，在努力學習之餘，也要為來年慕光65週
年校慶出一分力。蔡教授心繫慕光之情實是難能可貴。

▲ 蔡漢成教授MH勉勵同學要有永不言敗精神

邱家穎
STAN

Mar
(白羊座)

任教科目：通識科、綜合人
文科
嗜好：聽歌看戲扮文青、
利物浦球迷、打羽毛球

區啟光
TONY

Nov

翁穎彤
YOLANDA

(天蠍座)

任教科目：英文科
嗜好：工作、遊歷、閱讀、靜
思、與狗同行

Apr
(白羊座)

任教科目：英文科
嗜好：與陽光玩遊戲、旅
遊、聽演唱會、看電影

▲ 梁超然校長勉勵同學以天下為己任，並介
紹新老師

▲ 黃華康校監致送紀念品予蔡漢成教授MH

▲ 開學典禮嘉賓周敏珊主
任、周潔瑛主任、林偉亮
主任、林智宏學務總監、
梁超然校長、蔡漢成教授
MH、黃華康校監、利素
珊主席、容達君副校長、
譚慧娟主任及金禮賢主任
（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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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景聰
ALVIN

新
老
師
介
紹

Dec
(射手座)

任教科目：數學科
嗜好：行山、打籃球、飲食

楊貴漢
VICTOR

Jul
(巨蟹座)

任教科目：資訊及通訊科
技、數學
嗜好：睡到日上三竿、試新
美食、科學小玩意

張永豐
JOE

Jun
(雙子座)

任教科目：資訊及通訊科技
嗜好：打羽毛球、小型賽
車、旅遊、攝影、煮食、上
網

周允盈
VANESSA

Sep
(處女座)

任教科目：數學科
嗜好：旅遊、畫畫、煮食、
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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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計劃
   每年本校均與新家園協會合作籌辦「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

參觀中國首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
的生產基地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

{ }
考察團到達國家首批-211工程的重點大學之一--長安大學柏油路實驗室

遊歷兵馬俑後的興奮難忘

善德關愛科研
青年發展計劃
內容簡介：
香港科技協進會和香港善德基金
會在2018年暑假資助全港120名
高中學生，到北京及西安考察航
天事業發展，藉以增廣知識，開
拓視野。
活動日期：2018年7月22至29日
地   點：北京和西安
參與學生：5A 宋佳炫

團，藉此推動香港青年了解一帶一路理念和國內日益發展蓬勃的創新創業平
台。
   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香港特區政府及新家園協會的支持下，本校於
2018年8月5至10日舉辦2018「四海一家．絲路長安」交流團，本校有36名學
生前赴西安、延安進行體驗式學習交流，親身探索國內新奇有趣的創意文化，
極具創新意識的產業。

5A 宋佳炫

   西安乃古十三朝之首都，文化底蘊深厚，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及重

   這次的考察團讓我增廣見識，中國的航天技術相對其他國家並

要據點。如今，在習近平主席帶領下的「一帶一路」倡議繼承了絲綢之路的精

不落後，大家是否聽過太空種子？究竟火箭用的是甚麼燃料？全

神，更令香港青少年探索西安古今的價值有非凡的重要性。

球現時又有多少個人造衛星圍繞地球運作？大家平日迷路所用到的

   是次活動旨在以文化旅遊的方式，從歷史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讓本校

衛星導航系統，實質上中國的北斗系統，比衛星導航系統更優秀。

學生從深刻的文化體驗中，感受中國文化之源遠流長，學習中國文化之博大精

它們不同的地方在於衛星導航系統只是單方面搜尋，而北斗系統卻

深。

能夠雙方面運作。這個旅程讓我對中國的航天技術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我更為中國科技的進步感到驕傲。

   其實我初時對這次交流團生活感到憂慮不安，因為我全不認識
其他參與者，起初兩天，大家也保持沉默。直至第三天，大家為了

準備9月的匯報，便開始主動互相認識，令彼此更為熟絡。當中最
難忘的是參觀兵馬俑，兵馬俑也許大家在書中看得多，見慣不怪，
但當我置身其中後，卻被壯觀的場景震懾人心，中國文明的博大精
深令我佩服不已。最後，感謝校方給予我是次難能可貴的機會，讓
我接觸到更多人和事，藉此更了解自己，也提醒我要積極探求更多
未知的事。

航天科技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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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少
年
考
察
團

{

6B 高詠欣
   懷著無比期待的心情來到了西安這座千年的文化古城。雖然經歷了九個半
小時車程的高鐵，但是到了晚上的迎賓儀式後，我發現一切都是值得的。這個
迎賓儀式不僅有800名來自香港的青年代表，還有一些高官。聽說這個儀式是專
門為我們而設的，我更加興奮了。之後還觀看了表演，真是讓人歎為觀止。一
些一直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表演，我竟然可以在現場觀看，這場面真是十分壯
觀。
   之後我們參觀了西安歷史博物館，詳細瞭解關於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無
比驚歎於歷史偉人的創造，是他們讓我們擁有如今的繁榮昌盛。我們還遊覽了
大明宮遺址公園，一睹唐朝的繁榮昌盛。大明宮的毀滅不禁讓我想起和平的重
要，沒什麼東西是歷久不衰的。
   第三天，我們參加了黃帝陵的祭奠儀式，深感軒轅黃帝之偉大，懷虔誠
之心去祭奠。參觀交通大學，和創業人士交流，讓我學懂堅持和放棄的真正含
義：要想成功必須堅持該堅持的，放棄該放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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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奇蹟，只有
累積。
累積知識和經驗
，
DSE必定成功，
加油各位同學。
林卓老師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種子
我們細心的呵護它
陪著它沐浴陽光與風雨
相信孩子 靜待開花
也許
有的種子永遠不會開花
因為

它是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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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潛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向。
奮勵自強，不斷增值。
越過崎嶇，就是康莊！
揮灑自己的優勝，
開拓遼闊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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