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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大環境十分惡劣，太多人傷亡，也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每一刻的決定都牽連甚廣，同時又是致命的。多年前的淘大行動讓
張校友重新檢視與反省自己的工作，消防員需要捨棄自己的性命安
全，與隊員一同竭力拯救處於危難的人士，因此時刻磨練和提昇他的
「危機處理能力」、「解難能力」、「管理能力」等。「成為主任
後，我慢慢學會了當機立斷，這點在執行任務時也很重要，因為生命
十分寶貴，在危機中要用最快的速度拯救他們逃離火海。」「工作使
我變得更有紀律和責任感。」身為消防主任，張校友需要編排各人的
工作時間，久而久之，自己的生活也變得規律。由於消防員隨時要受
命出行，有時不得已要犧牲與家人共處的時光，所以他越發珍惜與家
人相處的時刻。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校報

眼前是熊熊烈火，灼熱空氣撲面而來，烏黑的濃煙瞬

間淹沒一切。2016年6月21日，淘大工業村時昌迷你

倉發生四級火警。歷時108小時的大火，導致2名消防

員殉職及12名消防員受傷……
⽢冒⽣命危險 逆⾵前⾏ 

       「所有人都想離開危險的地方時，我們偏往那裡
去，就注定多冒一分風險。」張校友從事消防員一職
十多年，他形容每次出任務，都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挑戰。即使無數次近距離目睹生命的殞滅，對他而言，

救急扶危 分秒必爭

      消防員，在大眾眼中儼如英雄一般，然
而英雄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會有他們

      消防員一職充滿危機和風險，不
過張校友多年來一直投入其中：「我
非常熱愛這份工作，因工作時有很多
時間可以磨練自己，例如自身的危機
處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而且每次
行動都是在幫助別人，意義重大。」

助⼈為樂 不容錯失

    張校友認為工作的動力源自於看見無助的人得到幫助。
「即使消防員只是在盡基本責任或簡單地處理事情，無助的
人也能得到適切的幫助，助他們脫困。」對於幫助別人，張
校友視之為「上天給你條件和機會，有能力幫助別人乃上天
所賜的祝福」，所以「不輕言放棄」，既然遇上有需要的
人，就當竭盡己能幫助。                             

    另外，準確而及時的現場風險評估也是消防
員工作的一大挑戰。「現場有很多不確定因
素，但秒針一直都在跳動，我們不可能坐下來
先開個會，所以（風險評估）是邊行動邊思
考，邊想邊講，邊講就要邊做，這樣去爭分奪
秒（拯救市民）。」張校友稱自己會積極克服
挑戰和困難，全因「面對恐懼和挑戰是所有人
都會有的經歷。」 世上有數以萬計的職業，
不論哪份工作都總有讓人嚮往和困擾的一面。

需要面對的困難與挑戰。而英雄之所以是英雄
正是因為他們堅定地秉持著他們的信念，把一
個又一個「不可能」變成「可能」。推動張校
友克服重重挑戰的正是他所持守的信念──
「救急扶危」，他認為面對困難時必須要相信
和堅守自己的信念，救人並不為一己私利；要
保持冷靜的同時，切忌讓自己處於急躁或過分
恐懼的精神狀態，要清楚同事的能力，才可以
發出有效的指令。

不過，由於消防工作艱巨，有時面對危難時，消防
員也會有需要捨棄自身安全的可能。張校友一再強
調救助別人的同時會害怕救援工作危及同事安危，
所以每每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時，他都會舒一口
氣。消防員的工作充分體現了捨己救人的精神，也
讓張校友得以實踐救人於厄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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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傷亡也是「無法接受且不願意接受的傷痛」。為了拯救市民之
餘，同時盡力保護同事的生命，張校友在執行任務期間，時時刻刻
都在做風險評估，務求確保「一班人出去一班人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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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有很多事是已知的，也有很多是未知的。有時就算不知道

也沒關係，因為自己的能力終將會帶自己抵達該到的地方，這些『未

知』與『既定』所組成的人生，才是生命的有趣之處。」盼望各位同學

無論清楚自己的志向與否都積極地發掘自己、相信自己，最終踏遍大千

世界，蒐集自己專屬的板塊，圓滿自己的人生！ 

不畏艱辛 樂於探索未知領域 

若要成為消防員，張校友認為先決條件是「堅毅

自信」，要有堅定的信念，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相

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其次，是「虛心學習，不畏艱

辛」，消防員對體能和業務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要願

意為自己的不足下苦工。「為了成為消防員，我曾進

行體能訓練，操練自己的體能、肌肉、心肺等條

件，以期達到投考要求。同時，消防員亦需要有管

理及解難的能力，我也會多閱讀以加強自己的邏輯

推理能力。」張校友特別提到會閱讀不同類型的書

籍，尤其是他不喜歡閲讀的書，「如果我不主動接觸

這些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我會覺得我對世界的認識

有『missing puzzles』（缺少的板塊）。」甚至早在

中六七時，張校友便學習嘗試籌辦和舉辦活動，加

強自己的管理、組織、編排能力。 

 

研習數理 裝備自己 
張校友認為中學的選科對他的職業選擇也 

有間接影響。「選科與學生自身的性格和成績相 

關，例如學生的性格是比較適合讀某一科，他在 

那一科的成績就自然比較優異，甚至也讀得比較 

輕鬆。」張校友當時是一名理科生，學習的科目與消防員一職也有關

聯性，比如理科中要學習的算術、科學與消防員工作中的防火研究、

消防工程和消防科學有關；而應用數學或統計學這一類的科目，就有

助他日後處理火警數據統計、完成年度報告等工作。中學時學科學習

的裝備，使張校友在工作時更有系統和條理，也就更得心應手。 

 

  

 

張校友指，中學的校園生活對他選擇職業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其中不得

不提的就是我校已退休的黃志嘉老師。他憶述在校時，黃老師是一位溫柔的

訓導老師，除了教學以外，在運動方面也用心地和學生交流，他因而受到不

少啟發。「我當時並不大喜歡讀書，但喜歡運動，所以在中學時已希望自己

將來的工作不是局限於辦公室中的一方寫字桌。」在張校友看到黃老師在校

內身兼多職時，便展望自己將來的職業會是既能與人互動，同時又關於運動

和管理的工作。綜合了自己的性格特點、在學校的經歷和以上種種的想法，

張校友就慢慢得出了結論──「消防員」就是他夢寐以求的理想職業。 

 

 

對於尚未覓得志向的同學，張校友建議可先

從「自我認識」入手，繼而「相信自己」。「了解

自己是首要的，比起找到自己的榜樣或各方面的

因素更加重要」，然後根據自己興趣發揮自己所

長，令自己獲得最大的回報和快樂，「沒有人比

自己更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其次，就是「相信

自己」，之前學習到的技能、建構的人際網絡、

累積的經驗等，總有派上用場的時候，而前提是

要「相信自己有能力，相信這個世界需要你」。

最後，張校友談到要找到合適的職業意向是需要

時間去等待，「雖然（時間）有機會磨蝕了你對

自己的認同，但只要給予自己足夠的信心，對自

己選擇的目標又清晰的話，儘管之後遇到逆境或

是順境，自己都能作出合適的選擇和決定。」 

 

張校友笑言吳校长的体格 

 绝对比得上消防员。 

 



音樂伯樂 眾裏尋佳音
音樂伯樂 眾裏尋佳音音樂伯樂 眾裏尋佳音音樂伯樂 眾裏尋佳音音樂伯樂 眾裏尋佳音

        在串流平台上聽音樂，如今成了不少年青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網絡的暢達讓我們更易在串流平台上聽音樂，如今成了不少年青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網絡的暢達讓我們更易

接觸五湖四海的歌手，各地歌手每年在香港開演唱會，也會於全城掀起一時熱潮。這些顧曲接觸五湖四海的歌手，各地歌手每年在香港開演唱會，也會於全城掀起一時熱潮。這些顧曲

周郎得以廣傳，背後全靠唱片公司的全盤策劃和宣傳，本期校報有幸邀請於國際唱片部工作周郎得以廣傳，背後全靠唱片公司的全盤策劃和宣傳，本期校報有幸邀請於國際唱片部工作

的 May (張少媚校友) 和 Cindy (莫如善果校友) ，分享她們的工作經驗。的 May (張少媚校友) 和 Cindy (莫如善果校友) ，分享她們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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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唱片公司工作，必須經常聽歌才能發掘更多的寶藏給
普羅大眾，當被問到會不會有「音樂疲勞」時，May 和
Cindy 一致認為由於每天都帶著不同心情聽音樂，所產生的
體驗也因而有所不同。音樂類型五花八門，有些歌曲的形式

相似，但所表達內容和情緒可以大相逕庭。每次聆聽，音樂

都以嶄新的方式傳遞情感，與聽眾作心靈交流，既然每天都

接觸「不同」的音樂，又怎會感到厭倦?

      談及工作上的成就感，May 和 Cindy 都不約而同地直
言，如果音樂能引起大家的共鳴，讓大家在音樂上有所寄

托，便是讓她們最為滿足的回饋。好比現時港人常聽男團

Mirror，或是三十年前的張國榮，四十年前的許冠傑......他
們的歌曲都是時代的回憶，是那代人的共鳴，他們用對音樂

的熱誠陪著大家長大。或許透過耳機裏隨機的一首歌，或是

陪伴你喜怒哀樂的一首「老朋友」，不論當下的情緒如何，

音樂總能讓人們找到依靠。

讓歌曲陪着聽眾長大，這正正就是我們渴望做的。
 

歐美流行歌曲的推介平台，
如有興趣可上去細聽。

♪疫情下困難重重�開拓線上市場

♪⾳樂──�隔著⽿機的朋友

       自疫情以來，原本與藝人的實體見面轉變成線上會面。在工作方面，
Cindy 坦言:「我入行時正值疫情爆發，許多工作改成了在網上進行，在安
排實體見面會、舉辦工作坊和活動時，都會遇到重重難關。」例如在推廣藝

人方面，本應在戶外設置的實體廣告如今只能轉為線上推廣，不過也因而衍

生了多元推廣方式，例如投資 YouTuber 的影片幫助宣傳，而公司也轉為
專注於本地發展。May 補充，歌手的成名之路也因而變得比以往困難，在
疫情前，藝人只要舉辦演唱會，便能夠讓音樂和歌手變得街知巷聞，可說是

事半功倍。可惜，由於現在沒有實體的活動，儘管周圍的人如何讚賞或者推

介該名歌手，但因曝光率大減，歌手仍是較難被認識和記住，宣傳成效變得

事倍功半。

       在現今世代，人人都能輕易成為歌手，無論獨立樂團、非主流
歌手都能隨意地在網絡上上傳新歌，像是歌曲《天水圍驚驚》和歌

手 Tyson Yoshi 般在得到一定串流量後一夜成名。因此，「歌
手」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只要有勇氣站上舞臺，自然就有機會

被人們看見。對於有志投身音樂推廣行業的同學，若單純因追星而

入行，卻欠缺對音樂產業的基本認識和對歌曲的敏銳觸覺，則難以

保持對音樂行業的熱誠和投入。

       近來，香港樂壇出現不少選秀節目，以培育素人成為樂壇的「生力軍」，例如
《叱吒樂壇生力軍男女歌手》的 MC 張天賦、呂爵安、炎明熹、姚焯菲等，皆因參
加《全民造星》、《聲夢傳奇》等選秀節目而聲名大噪。對此，Cindy 以觀眾的角
度看，她指此等節目能讓觀眾多接觸不同風格的歌曲，有助推廣音樂。May 則表
示:「我覺得他們有勇氣走上舞台已經很值得欣賞，這種自主性是成為歌手的主要
元素。」以唱片公司的角度而言，他們能夠透過節目觀察哪些人具備成為歌手的潛

質，因此雖然進入娛樂圈的方法以及渠道增加了，但變相競爭加大，唱片公司需要

考慮的因素便要更多且更謹慎。

宣傳音樂滑
板日

（左2May，右2Cindy）

May在日本宣傳東京
事變的音樂

♪成為歌⼿──�不再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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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宣傳電影星夢情深的歌曲

例如美國說唱歌手肯卓克·拉瑪（Kendrick Lamar）的作品《Mr. Morale & The Big Stepper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