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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四月    第二十一期

  我們這一群中六的顯理學生  為興趣、為理想，不斷奮進⋯⋯

大學之道

姓名：何文樂　　班別：6B

我希望入讀香港中文大學，選讀體育學系，日後成為紀

律部隊成員，為市民服務是很有意義的事。現在的目標

是考獲良好成績，以運動員計劃升上大學。

姓名：吳美亞　　班別：6A

我會報考香港浸會大學的工商管理學系，希望日後會成為一位成

功的工商管理人員。我認為經濟發達才能改善社會，使社會進

步。相反，經濟落後，社會貧窮，所帶來的永遠是悲慘的人生。

姓名：談子良　　班別：6A

我會報讀香港大學的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幫助

有需要的人。因為現今的社會太複雜了，貧富懸殊的差異又極大，社會

上確實有不少需要別人幫助的人。我認為有能力的人，應該把自己的能

力發揮出來，社會才會和諧快樂。

姓名：劉炘坪　　班別：6B

我希望入讀香港大學，選修語文學系，日後當一位好老師，

教育下一代成為良好的公民及國家的棟樑。

校址：香港北角城市花園道二號  電話：2570 1466  圖文傳真：2503 4603

網頁：http://www.henrietta.edu.hk  電郵：hss-mail@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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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謝應昌副校長的座右

銘：「律己嚴，待人寬」

對自己處事要求要嚴謹，經常省

察自己，改善不足之處。但待人接物

需要多包容，體諒別人的難處，接納

對方的限制。

陳錫永老師的座右銘：

「擁有現在、珍惜現在」

陳偉文副校長的座右銘：

「以身作則」

原因：身為老師，我

覺得言教重要，但身

教更重要。

黃惠儀老師的座

右銘：

「We can do no great 

thing－only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意義：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但每個人

都可以做一些小事令這世界變得更美！

馬遠發校長的座右

銘：

「盡其在我，聽從主命」

「恩典夠用」

意思／意義：

我們要盡力而為，在我們能力範圍內的，我們要

努力去做，結果的好壞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全都

是交由主去決定。多用一個感恩的心去看不同的

事，多從萬物都是由神賜給我們的態度去想，去

感謝神的恩典，因為人來世時，赤身而來，

所有我們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人去世

時，亦什麼都帶不走。

校長、老師的座右銘校長、老師的座右銘

張敏怡老師的座右銘：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

見、人心也未曾想到。」（林

前2:9）

因為神在她的生命裏做了很多奇

妙的事，祂所賜給她的往往都超

出她的所想所求，所以她每當

困難迷惘的時候，她會拿這句話

鼓勵自己，提醒天父永遠

給最好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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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包開華老師的座右銘：

「聰明固然可貴，但成功總得靠

努力。」

因為自己不是一個聰明的人，所以對這句

說話的感受特別深刻。由求學時期到現在，

發覺身邊很多聰明的人往往自恃聰明而不肯

努力用功，最後終致一事無成。但經驗告訴

我們，即使沒有別人天賦

的聰明，只有肯加倍努

力，我們還是可以嘗

到成功的滋味。

陳淑芬老師的座右銘：「不

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

香。」要有好成果，必定捱得苦，

像寒冬中的梅花，不怕艱辛，努力過

後，一定有好成果，盛放

很美的花朵。

梁彩雲主任的座右銘：

「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

意義：

提醒學生，要在適當的時候做適

當的事，因應不同的情況，作出

不同的事，例如：參加嚴肅的典

禮要專注聽講；在輕鬆的、有趣

味性的週會可以投入。

何藹欣老師：「寶劍

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

來。」人要經過磨練才會有成功

一天，遇到挫折困難要堅忍，咬緊牙

關，將來就可以得到美好的成果。

梁玉華老師的座右

銘：

GOD grant me the SEREV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葉壽康老師的座右

銘：「腹有詩書氣自華」

意義：願同學多讀書，吸收知

識，氣度自有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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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記：為何您會從事教育工作呢？

 黃：因為自己小時候非常頑皮，是一個街

童，後因得到老師循循善誘，教導我

做一個好人，後來我發奮才能成功。

我認為當老師很有意義和可以幫助別

人，最後我選擇了教育為我的終身職

業。在回想中，如果我當年沒有得到

老師的教導，相信我的童年一定生活

得非常悲慘了，甚至會沉淪下去，因

為自己母親早死，又常給後母虐待，

一心只想離家出走出外玩耍，幸好當

時我有聽老師的話，好好用功讀書，

才有今日的黃sir。

 

2 記：在您的教學生涯裡，有什麼事值得跟

我們分享呢？

 黃：我在1970至74年正式接受教師培訓，

而我入職是在1976年。有一件頗深刻

的事，可以跟同學們分享。是發生在

早年的顯理中學。有一個自認為黑社

會成員的學生，因他頭髮全部染了金

色，所以他的綽號叫金毛獅王。當年

他做了很多犯法的事，甚至在貨櫃內

走私電單車返內地。他是我的籃球隊

隊員，所以我們較為熟悉。記得以前

的他常給同學欺負，後來加入了黑社

會後反過來欺負別人。有一天他沒有

回校上課，但在那天放學後竟然出現

在學校門前，在追問下，他還不承認

自己是本校的學生。待翌日他回校，

我便找他傾談，請他喝下午茶，我們

足足談了兩小時，明白了他的處境，

奈何幫不了他甚麼。後來他因吸食過

量白粉，弄壞身體，得了腎病。學校

因為他是不良份子，所以無奈地要求

他退學，因要保護其他同學。他花了

兩至三年時間才把病醫好，最後黑社

會嫌他沒「出色」，開除了他的「會

籍」，原來黑社會也會「炒」人。他

走運了！結果他改邪歸正，有一天他

回校探我，他剪短了頭髮，帶了帽

子，上了我的車，講了以前他的惡

行，結果他哭了半小時，而他現在做

樓宇物業，走回正路。

 

3 記：在教學生涯中，您有什麼得著？

 黃：未在顯理中學教書以前，我曾在一所

有名的男子中學任教，當時的校長是

一個英國愛爾蘭的修士。他可以讓同

學留長頭髮，可以接受「新潮」，

但要他們保持整齊乾淨，也要儀容整

潔。有趣的是他會用鉛筆去撥弄學生

的頭髮，檢查他們有沒有頭皮屑，只

要清潔就可以留長頭髮，這條規則得

到了全校男生的歡迎，學生都很敬佩

他和服從校規。他這種做法影響了我

日後處理人和事的態度。要用智慧解

決問題，而智慧不等如聰明。我常提

醒自己應用智慧去解決學生的問題。

 

4 記：聽聞黃sir，是位畫家，您是何時開始

繪畫？又是為何繪畫的呢？

 黃：最主要是因為受母親影響。她是一位傳

統女性，她懂得針黹和刺繡，又懂得畫

廣告畫。我和兄長都受母親影響而愛上

了繪畫、電影和舞台服裝，記得當時，

母親特許哥哥和我在牆上繪畫。當時我

和兄長喜歡繪畫當時的卡通片和軍事性

的飛機、大炮等。後因母親早死，只有

兄長和我受母親的影響最大，而弟妹則

沒有受到她的影響。

  在中學的某一年我參加了繪畫比賽，

拿了公開比賽冠軍。之後在報章投

稿，得到了稿費便有零用錢。之後在

理工學院及其它學院學了插圖、陶藝

和設計課程。

  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因經濟問題就

去了教人繪畫中國畫、水墨畫和西洋

畫。同時我亦於日本、韓國等亞洲地

方作了一次巡回展覽。

  我主要是繪畫水墨畫和西洋畫，最大

特色是把中國畫溶入漫畫。

5 記：又有什麼原動力推動您繼續繪畫，而

又能創造出自己的風格？

 黃：因為自己不喜歡用舊有方法創作，所以

我會要求自己看很多書，特別是文學類

的書籍，因為可以藉此找靈感，例如用

唐人傳奇故事的插圖和宋詞、宋詩為內

容，創作題材就可以豐富很多。

  　　而原動力就是來自「自我的要求」要

求自己兩日畫一次畫，從而不斷創

新，希望走出新局面，建立自己的風

格特色，現在己成為香港其中一位具

有自己風格特色的畫家。

6 記：哪一位畫家您是最喜歡的？

 黃：我最喜歡的畫家是隨年紀不斷改變

而有所不同。小時侯喜歡法國的

Rosseau，他在50-60歲才做畫家。他

畫的畫是屬於天真派，不受框框所影

響。現在就沒有甚麼最喜歡的畫家，

因為各有各的特色。

7 記：在您自己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一幅？

 黃：我最喜歡「袁中道遊記」這是一幅

6尺 x 4尺的畫作，入選2002年香

港現代藝術雙年展。還有兩幅較喜

歡的作品同被香港大學藝術博物館

收藏，它們的內容是金竹日茶道、

書法和繪畫合體，是以表達一種自

然清新的境界為主。

8 記：您的夢想是甚麼呢？

 黃：說老實話，在自己年幼時沒有夢想過

當什麼，沒有所謂的夢想。因為自己

是一位街童，只想努力賺錢，因為當

時自己的處境是不容許有夢想，只知

道「今日不知明日事」，「活得一日

得一日」。當然因後來環境轉變，我

很幸運找到了一些機會，能發揮自己

所長，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9 記：最後請問黃sir的座右銘是什麼？

 黃：四個字  「盡力而為」。

飯主太郎黃勵強老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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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俑

不同扇面作品

校長老師的支持

主題：兒時的回憶

（與尊子、馬龍、楊維邦合展，香港

漫畫研究社2005年）

飯主茶情扇面展
 人與十一個兄弟（陶瓷作品入選

2004年香港茶具展）

山水遊記
三國時代諸葛亮

教學與藝術的生命

香港大學收藏

主題：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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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老師（前排左五）與顯理中學的學生年青時的羅老師

羅老師（左一）與顯理中學的老師

我們的羅麗娟老師

生命的原動力
訪問稿（羅麗娟老師）

記者：記  羅麗娟老師：羅

1. 記：請問老師從事教師這職業多久呢？

 羅：很多年了，從我大學畢業就一直做到現在，

  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顯理任教。

2. 記：請問老師當初為何會從事教師這工作呢?

 羅：我覺得學校的氣氛熱鬧，能和學生有共同的目標，

  而且青少年很有青春氣息，能帶來許多生氣和活力；

  同時，亦有多方面的因素刺激我去繼續學習。

3. 記：請問老師有沒有座右銘呢？

 羅：座右銘就沒有了，但我一直以聖經的約書亞記中1章9節鼓勵自己。

  當中神鼓勵約書亞要勇往直前，有神的陪伴，就得到開心和平安。

4. 記：請問老師對人生有甚麼看法呢？

 羅：我認為人要活得認真，但不要太執著，充滿朝氣就可以了。

5. 記：從事教師工作這麼多年，有沒有甚麼難忘的事可與我們分享？

 羅：在從事這工作中，同事之間互相支持，是一件很好的事；

  在聖誕節時會收到同學和舊生的聖誕卡，感到十分溫暖。

6. 記：在工作上遇到阻滯時，有甚麼原動力令你不放棄呢？

 羅：我一直都有一定要生存下去這信念，有了信念，就可以克服困難，

  而我的動力就來自自己和家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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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曲新詞，加上精美的簡片，這一定是同學和老師辛勞很久的

成果。

同學十分有創意，在表演中增加電視廣告的片段，帶起全場

的氣氛。

同學用實況劇的形式，把班中深刻的回憶，與同學分享。

同學專心的欣賞，這可知表演的吸引力有多大。

3M班主任＋全班同學＝心連心凝聚力

Most Memorable MomentMost Memorable Moment

目的

透過回憶有趣而珍貴的片段，讓同學學會珍惜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並藉此增加班內凝聚力。

形式

選取這學年最難忘的片段，定題目圖片、簡報、棟篤笑、話劇、歌曲等形式表達。

綠色爆炸頭加上rap的方式帶上，表現出班中同學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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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余少媚　　班別：6A

我希望入讀香港浸會大學，選修歷史學系，此課程很吸引，可以探

究有關中西方不同時代的歷史，可以鑑古知今，開啟我很多智慧。

現在我需要裝備自己考進大學。

姓名：范晉耀　　班別：6B

我會報讀香港大學的電腦系。報讀此科除興趣外，更希

望藉著資訊科技改善人類的生活，使社會進步。

姓名：施佩儀　　班別：6A

我希望考進香港中文大學，入讀傳理系，日後能當一位新聞報

導員，為市民報導世界各地大小事情，讓市民得知最新最快的

消息，我認為是很有意義的事。能學以致用，這是我的理想。

姓名：徐奕敏　　班別：6B

我希望當一位醫生，醫治病人，使病人得到健康，希望他們能享受生

命的樂趣。我認為生活愉快很重要，有健康的身體才會生活得愉快。

姓名：何夢潔　　班別：6A

我希望入讀香港浸會大學，修讀歷史或考古學系，當一位歷史考古學家。

我喜歡古前的歷史遺跡，覺得很有趣。如果可以作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一定能豐富我對這方面的知識，希望日後能運用這些知識來幫助別人。

姓名：曾卓琳　　班別：6B

我希望入讀香港科技大學，那裡環境優美，是一所理想的大

學。修讀土木工程學系是我的第一志願，我的理想是可以為

香港多建一些優質樓宇，使市民能安居和愉快地生活。

編輯委員會
導師：張笑艷老師

委員：3E王馨瑩、張珈汶 3D陳國麒 3C李天鉅 3B譚思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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