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少時的他們輕狂，成家後的他們成熟，現

在的他們沉穩。縱然經歷了多年風浪磨練，馮

的感情仍然堅不可摧。九十年代初，庾副校長

和林副校長相繼進入基督書院，與比他們早兩

年加入基督書院的馮校長互相扶持，努力打拼。

庾副校長雖笑稱他們「同行四分之一世紀」，

但看過他們「三兄弟」的合照後，這個描述一

點也不過分。  

三人同行，靠恩典過活

    身為校長、副校長，

三人前路並非一帆風順，

面對風雨飄搖時，都同

樣面臨煩惱和意見分歧。

然而，校長感恩地說：

「大家從來沒有埋怨。」

又說：「我們會彼此關

心，並一起禱告。」校

長更喜歡庾副校長常常分享小吃，令大家身心

都得飽足。林副校長甚至笑言 :「副校長室空間

雖然狹小，但裡面充滿愛。」又指自己在忙亂

煩悶時，會到校長室小坐，而更重要是校長也

讓他在裡面小休片刻。沒甚麼能動搖他們多年

積累的手足情，反而困難使他們靠着恩典過活，

同心同行。 

    近年，一位新成員——
陳慧霞助理校長加入團隊，

使團隊從「三人行」變為

「四人行」。而這「四人行」

的組合同樣默契十足，助理

校長曾解釋箇中原因。在

九十年代後期，她加入基督

書院，常得校長們的幫助和

照料，雖然聽來微不足道，

但她在團隊裡以感恩的心來

回應。

三劍俠—同行四分之一世紀

馮志德校長、庾國雄副校長、林柏基副校長專訪

基督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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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想帶走……

謝謝
老師和

同學帶給我們的愛

同工是寶貝，是「被選上」的  

    說到校長對教師同工的微妙心態，他提及

自己重視的不是同工的「工作」，而是「生命」。

校長著緊教職員的「長、闊、高、深」四個維度，

即同工的身、心、社、靈的健康情況。校長引

用聖經約翰福音 10 章 10 節：「我來了，是要

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他不斷提及

教師團隊要同心、同行，一同經歷生命的豐盛。

庾副校長也強調他們重視老師的角色、尊重同

工的意見、重視教師生命的改變，每一位同工

也是寶貴的，恰恰對應了校長所說「同工是被

選上的」。因為每一位都是上帝所喜悅的，各

有恩賜、各有使命，故希望他們在這裡愉快地

事奉，並有所成長。

渴望培育見證基督的新生代

    站在校長、副校

長這些領導崗位上，

他們希望自己所做的

每一件事也讓學生蒙

福。助理校長笑稱自

己對著初中同學時要

像個媽媽，悉心照顧

他們，又認為他們天

真無邪，非常可愛；

對著高中同學則像朋

友，可以聊天、同行，關係可以延續。面對中

六同學更是百感交集：看到他們奮發，便心感

安慰。相處的日子久了，關係加深，而且快要

畢業，便倍感不捨、珍惜。

盡力做好一切，結果交給上帝

    校長提及「學校以基督為名，如此光榮」，

再說神是無處不在的，祂可以喜悅基督書院，

同樣可以不喜悅基督書院。幸好，這些年來縱

然遇到許多風風雨雨，

但神卻一一平定，一

直也與我們同行。「唔

洗驚，上帝喺大廳」

校長捂著嘴笑說這句

俚俗卻真實的話。「人

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

步。」（箴言 16 章 9

節）校長們堅信「聽

命勝於獻祭」，一切

要以神為首，在地上盡忠，回應召命，其他的

便全然交託。

校長們最想帶走的是…………

    最後一道問題，是校長們曾經對學生發問

的一個思考題——「當你們有天退休離開基督

書院，你最想帶走甚麼？」，但他們面對相同

問題時，「回憶」成了他們一致的答案。庾副

校長希望在回憶中看見學生和同工的成就，又

說：「這個崗位不會獲得掌聲，但盼望到最後

獲得尊重和肯定。」而校長則想帶走種種平安

地面對風浪的回憶。但願他們都在工作崗位中，

不停努力向前之餘，同時也找到滿足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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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13) 賴綺雯  
  老師很有愛心、
耐心地教我們，而且
會準時下課。如果我
們有疑難，他們一定
會好好地教我們。

 1D (22) 孫靜怡  
  老師在上課前會
做好備課，上課時又
很用心教學，所以讓
我感到有愛。

 2C (12) 郭耀幫 
  有些同學會在他
人失意時主動安慰，
平日放學時大家一起
談天、嬉戲，令我感
受到朋友的愛。

1B (01) 陳嘉謙
  我最想帶走同學與我之間的友情和師生之間的愛。如果在我
的生命中失去了這些東西，那我的生活就會變得十分苦悶：沒有
朋友與自己玩耍，沒有老師在你感到辛苦時與你一起同行。這樣
的人生就會變得十分灰暗和沒有希望。

2B (07) 朱朗喬
  在學校團契，
導 師 們 的 那 份 愛
心，我認為就能體
現基督的愛。

 
2D (25) 曾樂謙  

  學校讓我們有表達意
見 的 機 會， 透 過 校 政 論
壇，能讓我們把自己校園
生活中認為要改善的事情
向校方反映。

我們最想帶走……

  學 生
訪問

 5B (02) 陳廷驊 
  我愛老師們，老師
的寬容和照顧是愛呀 !

我校
充滿從

基督而來的愛

 1A (22) 鄧子軒 
  學校經常有一些宗教活動，我也常在百
忙中抽空參加團契和其他活動。只是有時候
太忙，去或不去，實在進退兩難啊 !

  2B (25) 鄧曉瑩
  有愛心的老師悉心教導我們、關心我們，令我
們有一個美好的回憶。而遇到困難時，同學互相幫
助。校內也有許多課外活動，讓我們能夠找到自己
的興趣，並發揮所長，另外，校內定期有同學表演，
令同學有一個平台展現自己的才華，並互相分享彼
此的興趣。    

2D (28) 楊頌詩
  有 需 要 的 時 候 同 學 幫 助
我，也會教導我做功課，難過
的時候會聽我傾訴心事，令我
感受到同學之間的關愛。

謝謝
老師和

同學帶給我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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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大會 

水運會

Be Bright Be Polite- 阿 V 談禮貌

活
動
花
絮

塱原農業土地利用及河道實地考察

跨科（通識、地理、電腦及資訊科技、中國文學）台灣學術交流團
「傷青『心』導行」——無障礙體驗活動日花絮

模擬 2017 行政長官選舉活動

詩歌比賽

社際閃避球初賽

陸運會

i teen 領袖訓練計劃暨參觀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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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有聲好書

悼念六四周會

讓音樂夢飛翔

校友會聚會

音樂科周會

午間音樂會

學長計劃交職典禮

跨科（通識、地理、電腦及資訊科技、中國文學）台灣學術交流團

同行萬里：潮州的歷史文化

「基督」鑲嵌壁畫工作坊

畢業禮

英國無伴奏合唱隊
THE TECHTONICS 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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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學生 / 組別 項目 獎項 / 殊榮

體
育

男子丙組手球隊（1A俞鎮朗、1B張賜安、
1B徐健庭、2B李和森、2C林卓諺、2C何德
恩、2C梁鈞勇、2D鄺泓誌）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季軍

女子丙組排球隊（1A陳海瑩、1A黃芷晴、
1B關卓敏、1B陳雯慧、1C王綺妍、1C邵嘉
琪、1D林彥彤、1D李采螢、1D李綺雯、2A
章慕晴、2B林翠瑩、2B謝潤藍、2D馬銘蔚）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殿軍

男子甲組排球隊（4A 許輝鴻、4B 梁維朗、
5B 廖嘉淇、5B 曾棓鍵、5C 藍志康、5C 譚希
朗、5D李逸非、5D陳雋禧、5D陳俊銘）

季軍

男子初級組飛盤隊（3B羅浩賢、3B梁震東、
3B 潘炯維、3B 陳哲瑋、3D陳梓桓、3D黃瑋
信、3D廖進穎） 第三屆全港聯校校際飛盤邀請賽

亞軍

女子公開組飛盤隊（3B黎芷欣、3B何煒詩、
3B陳淑玲、3D麥恩婷）

亞軍

1A 柳淇龍 沙田武術錦標賽M13-M14 男子傳統拳術組 第貳名

2D 郭正杰

全港精英跳繩比賽 2017 暨
香港代表隊選拔賽

四人單人繩速度跳接力 <亞軍 > 四人
交互繩速度跳接力 <亞軍 > 四人單人
繩花式 <季軍 > 團體交互繩比賽 <季

軍 > 團體總成績 <季軍 >

1C 何芷蕎

四人單人繩速度跳接力 <亞軍 > 四人
單人繩花式 <季軍 > 二人單人繩花式
<季軍 > 團體四人交互繩比賽 <亞軍 > 

團體總成績 <亞軍 >

5A 陳德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校際游泳錦標賽

二百米個人四式冠軍。

5A 陳德浩 二百米自由泳冠軍

藝
術

無伴奏合唱小組（3B陳凱琳、4B吳美樺、
4B鄧詠恩、4C周雪嵐、4D方芷晴、5A許健
銘、5A曾向頓、5C何穎彤、5D余悅晴）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17」中學合唱小組 金獎

本校合唱團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2017」

中學合唱初級組
銀獎

英文話劇組
「香港學校戲劇節」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傑出舞台效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2B 胡凱怡、2C陳嘉雅、2C李盈怡、
3A劉詩薇、3A麥瑞琪、3B梁碧霞、
3C歐陽琳、3C伍穎琳、3C湯綺婷、
3C黃寶儀、3C楊詠欣、 4B 陳智德、
4B曹理文、4B崔兆輝、4C李梓城、

4C戴志立、4C楊  康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6D 陳翠瑩
社會福利署沙田「綠絲帶」「愛‧連繫」

關愛行動壁畫設計比賽
中學組季軍

4B陳智德、4B曹理文、4B崔兆輝、4C李梓
城、4C戴志立、4C楊康祺、4D馬希揚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舞走毒品‧躍動沙田」舞蹈比賽 2016

最佳台風獎

4B陳智德、4B曹理文、4B崔兆輝、4C李梓
城、4C戴志立、4C楊康祺、4D馬希揚

中學組亞軍

2B胡凱怡、2C陳嘉雅、2C李盈怡、
3A劉詩薇、3A麥瑞琪、3B梁碧霞、
3C歐陽琳、3C伍穎琳、3C湯綺婷、
3C黃寶儀、3C楊詠欣、6B鄧愛兒

中學組季軍

學
術

1D 王爾安、3D 林芯皚、李慧瑩、吳安琦、
5C 吳嘉進、蘇慧琳

2016/17年度「即興戲劇創作比賽」（Speak 
Out-Act Up!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最佳英語運用獎」
（Best use of English Language）

6B 鄧愛兒

第 68 屆校際朗誦節

英文獨誦  季軍
4B 張  霆

3C 吳穎琛

3C 黃椘瑜
1C 賴雪婷、林楚珊 二人朗誦（粵語）  季軍

6C 梅惠心 散文獨誦（粵語）  季軍

3A 麥瑞琪 散文獨誦（粵語）  亞軍

1B 蘇文傑、陳嘉謙 二人朗誦 ( 粵語 ) 季軍

6B 張芝嘵 中文歌詞朗誦  冠軍

學生記者：6C陳穎雪

               6D 刁珮琪

               6D 王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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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老師：李卓恆老師

               黎家誼老師

               黃惠娟老師

學生記者：6C陳穎雪

               6D 刁珮琪

               6D 王子慧

《學韻》編輯委員會

學生 / 組別 項目 獎項 / 殊榮

學
術

4C 李芷瑩 香港電台主辦的＜「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2017 ＞ 全港十強

6A 蘇皓翰

香港理工大學舉辦「2016 年度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物理科獎 (Medal)
6D 刁珮琪、6D 謝穎康 生物科獎 (High Distinction)
6A 蘇皓翰、6B 練名傑 化學科獎 (High Distinction)

6A 蘇皓翰 數學科獎 (High Distinction)
6A 周子健、6A 戴  正 物理科獎 (Distinction)
6A 程文杰、6A 蔡芷晴
6A 鄺子恩、6B 陳瑋欣
6D 蔡詠彤、6D 任學賢

生物科獎 (Distinction)

6C 林釗崇 化學科獎 (Distinction)
6C 林釗崇、6A 區志開 數學科獎 (Distinction)
6A 何頌謙、6D 宏嘉謙
6D 李浩鎮、6C 林釗崇
6A 黃佩珊、6A 鄧偉峰
6A 廖穎欣、6A 劉柏晞

物理科獎 (Credit)

6A 方司聰、6D 李嘉威、
6D 梁子賢、6D 何凱琳、
6C 盧治劻、6B 林家駿、
6A 唐宛彤、6A 宋宇來、

6A 劉綽盈

生物科獎 (Credit)

6D 李嘉威、6D 宏嘉謙 化學科獎 (Credit)
6A 周子健、6A 江雪凝
6A 黃佩珊、6A 廖穎欣

數學科獎 (Credit)

5A 王梓烽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2016)(Australia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2016)

優良 (Credit)
6C 林釗崇、6A 蘇皓翰

6B 練名傑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其
他

2D 韓松定、龍永立、司
徒逸然 、曾樂謙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領展「『樂』在無障挑戰日 2016」
無障礙探索之旅挑戰賽

亞軍

6A蘇皓翰、6A黃佩珊 
6A 蔡寶紹、 6A 江雪凝 

6D 葉文慧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

5D 羅明欣
香港中文大學「社創校園通通識計劃 2016 

我最喜愛社企選舉暨創新點子」

社會觸覺大獎銀獎

5D 朱瑩真 最可行點子大獎優異獎

通識科 最踴躍參與學校大獎

3A 盧愷瑩、3C 馬穎彤 
3C 許曉峯、3C 林青雯 
3C 呂曦琳、3C 吳欣怡 
3C 李欣怡、3B 馬穎彤 
3B 陳凱琳、3A 嚴景晴

第 28 屆閱讀嘉年華話劇比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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