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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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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數字顯示，我是開校第二年第
57個收取的中一學生。資訊年代，世人窮得只剩下一堆
電話、車牌、信用咭號碼，但感謝神，安柱培育每一
個學生，不是一堆數字，而是獨立的個體，有熱血的、
有稜角的、甚至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君乘車，我
戴笠，同學當中有每天都在挑戰校訓卻擔任訓導的陳健
成、有長跑好手卻經常跑回校園的杜國添、有天大地大
縱橫國際學校及電影界的才女周慧敏、林愛華；當然，
還有志願拾荒不執教鞭卻承擔校長插班生的我。
 
						我，在那些年，2555日，早上跑上行行重行行的
長命斜路，跨過110級天梯，午膳再來一次，中七時還
須登上天台上課，梯級總數足以攀爬喜瑪拉雅山。瞰天
下，好一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激蕩。登臨
意，達達馬蹄不容許美麗的錯誤，遲到？訓導處會記名
的！「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七年，完
全的訓練，堅毅守時由此起，我的學生也將這些品德承
傳下去。
 
						那些地，「金山巍巍，菁菁秀艾，馥郁騰芳」，
我畢業時還沒有這首夏卓然老師填詞的校歌，當中實
況，八十後的校友恐怕只能神往――少年不知愁滋味，
那段無愁的歲月，我們有的是青草地、溪水旁、綠竹
蛇、黑蜈蚣；偶爾飛來一群黃蜂，三兩隻金毛猴子通山
跑；蛙聲、蟬聲，伴著排球聲、讀書聲、互相追逐聲；
再加上傳光禮、植樹日，校園多嬌，生活多姿，同學們
都樂在其中，早把炸彈驚魂、毒氣襲人、斜坡斷裂、乘
搭31B巴士的折騰、超長的國語講道周會等置諸度外。
行到清溪水窮處，坐看金山雲起時。雲圍著山，山圍著
我。歲月流金，疊疊青巒建成幢幢屋苑，冉冉雲海化成
縷縷炊煙。地靈孕育人傑，人傑弘揚地靈。

			那些人，依稀記得，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的丘日
謙老師，帶領詩班連奪多年音樂節大獎；謙謙君子
趙平老師教授英語拼音；三國時有小喬大喬，安柱
則有大盧(雪春)小盧(婉儀)；還有心思細如塵的數
學科石祥明老師、運籌帷幄的經濟科李成新老師、
暮春三月回南時便想起他的白老師；當然少不了安
柱人腦字典，記得每個學生名字及屆別的體育科吳
銓枝老師……當年十三君子開校，如今已經花果纍
纍遍香江。
 
			那份情，未敢遺忘。安柱老師以生命影響生命，
不囿於石梨，也不限於七載。病了，有胸懷天下、
鐵漢柔情的潘建忠老師來探望我，囑咐我去讀校長
證書，我才能充當插班生；迷了，有千里赴義、如
舐犢深情的李步正老師來引導我，我才能完成博士
課程；累了，樓恩德校長傳授的約翰福音七個神蹟
縈迴心間，以耶穌大愛支持我繼續事奉……
 
			俱往矣，全都別了安柱！但，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安柱人散發的基督香氣，香海泱
泱，香如故……
 
――謹以本文致送給永遠懷念的	潘建忠老師

徐榮耀校友  　
1982年中七畢業

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
  四十年光陰，安柱栽培過的每株幼苗已長成參天大樹，用自己的枝葉譜出動人的樂章，在社會
的不同角落遺下清麗的音符。今期的安中校友，訪問了幾位在各界大放異彩的校友，細數昔日在
安柱的點點滴滴。且細聽校友們如何創作出屬於他們的奏鳴曲。

現為候任中學校長 
圖為徐榮耀與其妻
兒的全家福        



【謝謝老師篇】
	 	，中二班班主任在小息完結鐘響後，快速入到課室，在黑板上寫下了一個「勇」字，便匆匆離
開，當下同學們都感到異常震撼。那時，相信只有那幾位犯事的同學有一點頭緒吧！及後我才得知，老師
要大家深切思考，犯了事，就要改，「知恥近乎勇」，言簡意賅。

那一年，中三地理科老師，課堂外，和我們一起踢足球，擔任我們寰宇足球隊之領隊，指導我們印製球
衣，預備獎牌獎盃，為四角足球賽起名「樂群盃」，為叫我們樂在群體中。

黃德慶校友
1980年中五畢業
現為律師

	 ，中三上生物科，談到「口
水」是消化系統的一部份，我問「口
水」怎樣被消化呢？有趣。

那一年，上化學科時，知道葡萄糖、
水份、氧氣和能量之方程式，對運動
員之功用，體會知識的價值。

那一年，上英文科時，老師鼓勵我作
文，標題：<Narrow Escape>，說
我差點被綁架，還好那時突然醒悟，
為什麼每天都在街上行乞的乞丐會向
我問路呢？我得慌忙逃跑免被綁架。
要用英文說出以上的心路歷程，啟發
了我對英文的興趣。

那一年，上中國歷史科，老師分析歷代之興衰，帝皇領袖治國成功失敗之
因素，叫我們學懂客觀評論；老師整合每項因素都冠以工整的四字為標
題，他對歷史的分析，文字的運用，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他更教導我們
建造鄭和下西洋的船艦，女同學縫製船帆，男同學建造船隻，分工合作，
完成創舉，玩味不已！

	 				，教導我數學科和聖經科的老師，叫我讚
嘆不已的，不單是他教數學的造詣，更受用的是他
給予的信仰啟蒙。在細胞小組，在團契，在校園，在
城門水塘，在沙灘，任何時候，他都會陪伴著我們
探討人生和信仰，給我們適時的指導。啟發了我，信
仰其實有莫大的空間。一次團契完結後，和他談話，
我說：「世界沒有完全一樣的東西，沒有完全一樣的
人，當然沒有完美啦」，他的回應：「很有意思」，
他細心的聆聽和尊重，實在激勵！

際此安柱中學四十週年校慶，					
											願安柱人仍然「年青」，繼續「有為」。																						

      ，實在有講不盡、

說不完的感恩。那時，不論課堂內，課堂外，書本外，

書本內，處事為人，人生信仰，老師團隊用心的教誨，

至今仍歷久常新，終身受用。在籌辦三十五週年校慶聚

餐時，猛然醒覺，自己還未有把握時機，向老師們一一

親口道謝。就我所遇，老師們對同學們的關心，表面平

淡，實質濃厚；對同學們有期望，但不著跡；對同學們

有著自豪，但少於言全。或許這就是安柱人一脈相傳的

風格，默默耕耘，於社區中 “Pass it On”。

那些在安中學習的日子

	 在烈日下跑步，縱使兩旁樹蔭，還有微風吹拂，但亦汗
如雨下，旁人都覺得我有點傻，我卻不以為然。
	 誰知差不多三十年前，我還是中四學生時，應該是年輕
的青蔥歲月，有差不多整整一年，不能走路。事緣家居對面的
工地，在進行爆破工程時出了意外，大大小小的石塊如炮彈般
飛射入屋邨單位，只聞一聲巨響，一陣地動山搖，我就跌坐在
地上，然後才驚覺家居的環境劇變，原本有窗的地方變得空蕩
蕩，一地都是鐵枝、玻璃與碎石，伴隨濃烈的火藥氣味。我試
圖站起來，又再跌倒，才發現左小腿已嚴重扭曲變形。進到醫
院，診斷是嚴重骨折。奇怪的是，事發時我是背對窗口蹲坐，
受傷的明明應該是腦袋或脊骨，想起也揑一把汗。雖然不用動
手術，但就要敷上石膏半年，我就此踏上漫長的治療歷程，亦
是人生的轉捩點。沒法上學，惟有留級。記得當中曾有一個多
月可套上石膏上學，每次往返學校，左腳就會紅腫疼痛不堪，	
已記不清是怎樣走完母校那百多級的長長樓梯，只知是一步又
一步的。其後的復康之路，間中或有顛簸，總算順利完成。
	 三十年過去了，每次去海邊跑步，總喜歡看天看雲，無
論是晴是雨，總信雲上會有太陽，亦相信那創造宇宙萬物者，
時時刻刻的帶領。

	 能夠成為母校榮譽校友，真是喜出望外，也
是我的光榮！我是一九八三年畢業的校友，學業表
現不算突出，但很喜歡彈結他及打籃球。課餘便相
約同學留在校內打籃球；間中也帶備結他與同學一
起唱詠，特別是漂亮動人、聲音甜美的女同學。多
麼令人懷念的校園生活！
	 中學會考數理化生物成績比較理想，但中、
英語文成績剛剛合格。自知考入香港大學無望，只
好轉到中文中學升讀預科，報考中文大學。幸好化
學生物成績優異，但英文只是僅僅合格。我以大無
畏的精神報讀醫學院，竟然有面試機會！可能我是
成績最弱的學生，因為我被安排最後一位面試。我
並沒有因此而氣餒，相反我厚着面皮請教住所附近
的家庭醫生，詢問如何準備面試。我明白機會只會
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就是這樣進入了中文大學醫學
院！

那一年，中文科老師教授寫作技巧，好像是
「聯珠句」那一類的技巧，我在作文時嘗試
應用，前一段之最後一句和後一段的第一句
都用上同一句句子，「好玩」。那知，老師
批閱後，在派發作文時，因會考逼近，她著
緊的對我說，「黃德慶，黃德慶，會考作文
時，不要搞那麼多花樣，穩穩陣陣，會考你
一定攞Credit」，她很著緊，她給予的信心，
銘記在心。 	 我在荃灣葵涌邨長大，母親目不識丁，父親早出

晚歸工作。自小中英文成績未如理想，閱讀和誦讀方面
並沒有太大問題，但默寫和作文有極大困難。幸好中三
英文科李盈盈老師十分了解我英文寫作的困難。她鼓勵
我閱讀伊索寓言和簡單故事書，學習用最簡單的英文表
達清楚便足夠了。我應付英文作文考試，只好背誦範
文，例如交通意外和打架爭執的文章，勉強作為英文作
文的內容，英文科剛剛合格，才有機會考入大學。(那
時並不知道什麼是讀寫障礙！)
	 進入了醫學院原本是惡夢的開始！解剖學、藥理
學和病理學等等的詞彙艱深，難以背誦，根本沒有可能
一字不錯應付筆試！幸好外國教授網開一面，容許我把
答案讀一遍便給我合格。可是中國人教授比較嚴謹，答
案錯字連篇，考試便不合格了。慶幸醫學院十分重視臨
床考試，只要對答如流、檢查清楚和診斷正確，也一樣
合格畢業！我畢業後努力成為精神科醫生，幫助病人克
服心理障礙，治療精神疾病！

我希望藉此機會勉勵母校的學弟和學妹，努力學習之餘，也要廣結朋友、擴闊眼光和增廣見聞。願大家好好享受這六年的中學生活。

岑立智校友與黃德慶校友
中學至今「友共情．不變」 

何金惠校友
1986年中七畢業
現為家庭醫生

丁錫全校友
1983年中五畢業
現為精神科醫生

那一年，我當中四班班長，與班主任、女班長和風紀，就維持班裏秩序和處理「摘名」等事情有不同見
解，感到很為難，情緒起伏，上課不專心。意想不到，老師們都看在眼裏，數學科老師、商科老師、班主
任都很擔心，不約而同找我「傾偈」，那一份親切的關懷，實在窩心，感激！

那一年，中四班班主任，不單在英文科啟發我對英文科的興趣，更指導我各方面為人處事的態度，其中有

一次，她很有耐性的對我解說：「要有耐性，要遷就他人，將來當我拖著兒子小手走路時，我就會明白，

要慢下腳步，將就我的小孩」。今天我的兒子十歲，這些年，每當我和他走路時，不期然想起老師的教

導，一生的功課，終身學習。　

那一年，會考一觸即發，在學校的所有預備工作完成後，就在各自分散備戰之前，校長特意來到課室，為

我們打氣，深刻的說話，「不要擔心，做了準備，到了試場，東西就會自然從腦袋出來，寫到紙上」。很

受用的鼓勵說話。後來聽聞，那些年的商科班會考成績，我們那一屆是表表者！

何金惠校友(正中)與同學舊照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校友會幹事名單
主				席：岑立智						副	主	席：黃德慶
老師顧問：黃潔敏副校長		蔡玉玲老師
成				員：姜桂明		林慧賢		廖美璍		倫子和
	 				張志明		吳國儀		梁益彰		蔡樂霖					
	 				吳銓枝老師

各位校友如希望跟我們分享你的近況，

鄧錦明校友
1984年中七畢業
現為中學校長

陳有樑校友
1981年中七畢業
現為銀行產品管理主管

歡迎把資料及有關圖片電郵至	alumni@cneccc.edu.hk

第六期安中校友編輯名單
顧　　問：黃潔敏副校長　蔡玉玲老師
版面設計：陸詠兒校友(2013年畢業)

	 對生命感恩的另一個反省是要學習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主耶穌指出「生
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現代世界却不斷向人推銷每個人的「需
要」（其實是欲求多於需要），商人却不斷用廣告提醒你的「需要」，結果欲求控
制了自己。當我考慮讓自己的孩子申請報讀安柱中學時，我再問自己是否嚮往子女
進入一所地區名校，滿足自己渴望孩子進名校的欲求，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按
照基督教原則辦學的教育，考慮到孩子需要建立生命的學習才是最重要的，最後為
孩子們選擇了安柱。不過同樣的選擇，心態上却有很大的分別。感恩的是女兒今年
剛好在安柱中學畢業，謝謝各位老師對孩子們的愛心和教導。
 
	 最後，謹祝母校四十周年校慶，在此再次多謝母校對兩代人所作出的教導
和栽培！願意母校可以建立更多代的人！	

李摩西校友
1979年中五畢業
現為律師

	朋友　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　不再有

一句話　一輩子　一生情　一杯酒

鄧錦
明校
友舊
照

鄧錦明校友現照

	 安柱40了！
							說起安柱，必須一提那110級長梯！安柱校園坐落於山
坡之上，每天返學必須先走上那長長的梯級！從石籬31號巴士
總站下車後，聽到上課鐘聲，為免夏老師「摘名」，一個箭
步，攬著PAN-AM書包，大汗淋漓急跑上長梯！30多年了，仿如
昨日！
						感謝神的引領，我74/75度中一第二學期插班入安柱
Form1A。老師的關心，同學的熱情，令我很快便適應安柱的校
園生活！我非常懷念每天早上大家魚貫進入禮堂，唱詩、祈
禱、讀經，老師作見證或作短講！早會使我的心得到寧靜；
「我要真誠」令我得到鼓勵、力量！
						還記得中五時一眾同學往馬鞍山登山遠足，在山中風雲
變色，雷雨交加，不知方向	！	老師引領著我們一起在山上祈
禱！風吹著，雨淋著，但我們並沒有懼怕！						

	 安柱老師們並不簡單，他們不單授課，傳授知識，他們也是我們人生路上的好朋友！多
少個星期六，我們一班３A的同學，踢完波後往Miss	Fu傅蕊芬老師家中團契，無所不談！互相分
享，互相鼓勵！父親在我留英期間突然離世，剛到任的樓恩德校長為我祈禱，為我解惑！最近與
Ms.	Li李步正校長午膳，她還為我的小兒子升學給我意見！
						感謝神，讓我成為一個安柱人！引用魏樹昭校長的話：「希望每個安柱人都能服侍友鄰，
關懷弱勢社群；使安柱人成為流通的管子，將主耶穌基督的愛及祝福，傳送給每一個人！」　

	 生命中最感恩的事，是在安柱中學唸書時領受了救恩的福氣，主耶穌一直帶領引導自己，自
己人生中的高低起伏，祂都不離不棄。人到中年，生命已經過半，感受到人生總有起跌，世事實在無
常，逐漸在起落中學習對生命感恩，對一切生命中所擁有的東西心存感激。
 
	 自己可以在安柱中學唸了七年，在當中信主獲得救恩，又遇到了很多好老師，他們不單教授
知識，更加以身教影響同學，活出基督的生命，實在都是值得感恩的事。記得當年王碧瑜老師教授美
術科，此科並非必修課程，全級亦只有四位男同學修讀，雖然修讀此科「犧牲」了自己與同學踢足球
的機會，但是真的感受到王老師教學認真，同學們又努力學習，十分享受這兩年學習美術的時間；中
學時自己是修讀理科的，可是上潘建忠老師的中文科是另一種享受，他使你感受到他的「肉緊」，引
起了自己對中文的喜愛。可惜，後來兩位老師相繼病逝，很多校友出席他們的安息禮拜，才知道老師
昔日感召了不少同學，這是同學們一起為他們見證的；昔日我們身處安柱時，每天好像也是自然發
生，好像一切是必然的，但是回望這些年老師充滿熱忱的教導，心中特別滿懷感恩。

	 四十年來，安柱屹立於石籬山頭，由圍乪街直望，安柱
真的是石籬的『最高學府』！
	 回想起來，三十多年前，我報讀安柱，也單純因著這個
印象。哪料到，這竟然改變了我的一生！今天想來，懷著是對
母校的感恩和承擔。
	 感恩，因為在安柱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在中學的那段青蔥歲月，我找著了自己人生的信仰，我建立了
人生的興趣：興趣的建立，豐富了我的人生；而信仰的尋著，
更指導我奔向永生。我完全想像不到，若三十多年前不是入讀
安柱，我人生的路徑將會如何？現在回想，全是恩典！
	 直到今天，我仍每星期踏進安柱校園，在安柱中學的教
會內聚會。不但如此，我承繼了師長的使命，也投身於教育事
業之中。我甚至還有機會回饋母校，在教會內，參與為安柱中
學的家長而舉辦的事工，與家長們交流培育年青人的心得。這
份服事，除了是對上帝的事奉，也是對母校辦學使命――『榮
神益人』的承擔。
	 深信，恩典越大，承擔更重，而感恩的心也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