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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聖若望․鮑思高神父誕生於意大利，終其一生也沒有來過香港，

但慈幼會卻將鮑聖的精神帶到了東方香港，並在此地生根。天主教慈

幼會伍少梅中學正是鮑聖慈幼精神的一粒種子，於四十五年前種下，

在多方賢達的關懷呵護下茁壯成長，歷經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洗禮，迎

來了他收穫的日子，慈幼精神已經深深扎根於每一個「梅記」學生的

心裡，並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薪火不斷。 

 

  四十五年的日子裡，「梅記」迎來了一批又一批學生，也送走了一

批又一批學生，但不變的是堅持鮑聖「為貧苦無依的青少年提供依靠」

的精神。 「梅記」不僅是學習知識的地方，也是青少年精神成長的地

方，老師教授的不僅只是知識，更重要的是做人的道理。滄海桑田，

四十五載中不知有多少迷途少年在「梅記」尋找到自己的道路，也不

知道多少迷惘青年在「梅記」找到前進的燈塔，點燃心中的希望。 

 

  四十五年對個人而言已是大半年華，但對百年育人的學校而言只

是一個新的開始。在母校的生日之際，在校學弟深懷對母校的感激之

情，畢業學兄深懷對母校眷念之情，聯袂推出故舊訪談錄，為母校的

華誕獻禮。訪談對象不僅有傑出的畢業生代表，也有將畢生年華奉獻

於「梅記」的退休老師，他們一起回憶在母校生活學習的點點滴滴，

細述學校的變化發展，字裡行間無不飽含對母校深切的眷戀和對當年

神父和老師無私奉獻的感恩之情。通過學弟和學兄間的對話，搭建了

跨越年齡的橋樑，讓新的一代了解上一代人的奮鬥歷程，激勵新一代

的「梅記」學子自強不息，奮鬥不息。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回望過去的四十五年裡，「梅記」

學子一步一腳印踐行慈幼精神，種子已成樹，樹已成林；展望下一個

四十五年，新一代「梅記」學子已秣兵歷馬，展開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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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黃承義執事 
 

黃承義執事，伍少梅中學第一屆學生，現任香港明愛專

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助理講師，暨該校天主教校牧室

總務，同時為葵涌聖斯德望堂的教友服務。 

 

  訪問當日，我們在學校的咖啡室與黃執事見面，細

說學校多年來的變化，以及黃執事的近況。 

 

  黃執事先從學校和附近的環境說起，當年他是大窩

口的居民，不過這次再訪母校，見到附近的環境已有很

大的變化：以往的徙置區已變成一棟棟高聳入雲的新型

公屋，而最特別的是黃執事作為第一屆學生，當年學校

原來尚未完全入伙，有一段時間需要在現在的工場上

課，直至兩年之後，再借用附近母佑會蕭明中學的課室

上課。 

 

  在學時期最讓

黃執事記得的是兩

位神長的「手指」：

第一位神長是負責

宗教教育的邱心源

院長，當年黃執事上

課時，院長喜歡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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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前面，把手放在學生的桌上。黃執事細意觀察院長

的手，發現院長的手掌相當平滑，沒有很明顯的紋理，

所以有時會觸摸院長的手，而院長卻毫不介意，如常講

課。這種親切的態度讓黃執事印象深刻。 

 

  另一位讓黃執事深深感動的神長的「手指」，是一次

工藝科考試時，黃執事就某個題目想不到答案，苦苦思

量之時，突然，監考的黎如漢修士，輕輕以手指指出問

題所在，黃執事頓時醍醐灌頂，難關迎刃而解。這次經

歷亦深深感染黃執事，黃執事說，現在處理教學工作時，

也常常記得這兩位神長的「手指」，提醒自己要對學生親

切，也應該給予學生適當的機會。 

 

  談起黃執事的英文名稱 Bosco，很自然會讓人想起

慈幼會會祖鮑思高神父，黃執事說起在台灣升學準備領

洗時，原來打算將自己的聖名改成「保祿」(Paul)，不過

由於這名字比較普遍，經過考慮後，想到母校的會祖，

於是便將自己的聖名改成「鮑思高」(Bosco)。 

 

  黃執事是一位為教會服務的舊生，我對於執事的工

作很感興趣，希望知道執事與神父之間的分別。黃執事

解釋，執事一職由來已久，早期教會已有負責照顧教友

日常事務的執事工作，後來因為各種原因而逐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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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執事一職被重新重視起

來。執事與神父最大的分別，是神父的工作主要是牧養

教友，例如主持感恩祭、進行修和聖事等，而執事的工

作，則主要面向社會，例如探訪監獄、醫院，亦有主持

殯葬禮儀或婚配禮儀等。為黃執事而言，他的其中一樣

較為特別，其他執事較少涉及的工作，是他也從事教育

工作：黃執事於聖神修院任教，同時也在明愛專上學院

擔任導師。培育青年的同時，也為教會培育年輕神父。 

 

  說起學校發展，黃執事貴為學校的校友校董，他很

希望學校作為一所慈幼會的學校，能夠時刻記起鮑思高

神父的訓勉：為最有需要、最貧苦無告的青年服務，毋

忘慈幼會的本質。最後，黃執事勸勉在校的同學，忘記

「輸在起跑線」的迷思。縱然在學業上或在人生旅途上，

有些同學的起點未必十分理想，但同學也應緊記，只要

願意付出努力，將來定必一片光明。 

 

受訪校友: 黃承義執事    

撰稿學生: 6B 楊宇航  

指導老師: 陳嘉駿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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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葉偉明校長 

 

  葉偉明校長是伍少梅中學第五屆的畢業生，亦是最

後一批曾在蕭明中學上課的師兄，見證了不一樣的伍少

梅歷史。在這次的分享中，葉校長分享了很多中學生活

的點滴和趣事，讓我們了解到學校在不同時代的特點，

而這特點延綿至今，就是「以人為本」的教育宗旨。 

 

葉校長在學校遇上了黃建國神父和王焯權副校長兩

位啟蒙老師，為葉校長成長路留下不可忘記的片段: 對

於葉校長而言，黃神父是一位影響力很大的老師，當時

神父作為伍少梅的校長，亦是第一位在 80 至 90 年代開

設電腦課程的老師，專門負責教導學生電腦知識，葉校

長在跟隨黃神父學習多年後，在耳濡目染的薰陶下，讓

他萌生起從事教育行業的決心。 

 

巧合地，在 30 年之後當葉校長擔任聖類斯校長時，

再遇上當時任校董的黃神父，此刻，兩人相聚，又有另

一番難以言喻的體會﹔另一位啟蒙老師王焯權副校長，

王副校讓葉校長深信 「世界沒有什麼事情是做不到

的」。原來，葉校長當年十分喜愛文科，數學成績落後，

但在王副校長的嚴格指導下，一句「沒有什麼事情是做

不到的，只在乎你的付出」就成為葉校長的座右銘，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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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永不放棄，最終克服了自己的弱項，甚至在公開試

取得佳績。 

 

葉校長成功的要訣就是「只要你肯嘗試，就是成功

的第一步」。大家可能覺得很容易，但實際上，「只要你

肯嘗試」比大家想像要難得多，當中包括付出的努力和

毅力，往往是最辛苦的旅程。當年中五畢業時，黃神父

跟他說了一句話: 「要讀多點書」讓葉校長確定了人生

目標，就是「活到老，學到老」。葉校長中學畢業後首先

接受師範教育，在南區一所中學當老師，之後分別在教

育學院、教育局及聖類斯中學工作。正因當年黃神父一

句「要讀多點書」，葉校長憑着「只要肯嘗試」的精神不

斷求學，葉校長持續進修，至今已取得一個博士、三個

碩士和一個學士學位，可見「肯嘗試」的重要性！ 

 

最後，葉校長寄語在校的師弟們無論做任何事，最

重要的是一個謙虛的心態，明白自己的強弱，確定明確

的目標，做每一樣事情都要堅持，這才會成功。葉校長

分享自己學習英文的經驗和如何突破困難，他認為學習

一門語言的關鍵在於環境。葉校長表示環境的壓力會讓

人無形地突破自己，回想葉校長當年在英國留學時，發

現自己已生活在一個完全不同語系的地方，要表達平日

十分熟悉的東西也很困難。葉校長沒有放棄，加倍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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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下去，融入英語的環境，最終在數個月內融入當地

生活，希望師弟們也要向著目標前進。 

 

在訪問中，葉校長態度親切友善、樂意與我們兩位

師弟分享他的經歷及成功因素，對師弟們來說都值得深

思及反省，而我們亦在師兄身上，上了寶貴的一課。 

 

從左至右：伍超明同學、葉偉明校長、楊曉聰同學、馮惠儀老師 

 

 

受訪校友:葉偉明校長 

撰稿：6A 伍超明、6A 楊曉聰 

指導老師：馮惠儀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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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鵠壯志  服務社區   

爭取民主：訪范國威議員 

 

范國威議員 1979 至 1984 年間於我校就讀，其後入

讀設計學院，並於大型廣告公司任職設計師，參與西武

百貨推廣、YSL 廣告、張國榮唱片封套等設計工作。後

因受到伍少梅中學同窗影響，決心前往美國三藩市修讀

大學學位課程，拓展視野。於美國升學期間，經歷了種

種的文化震蕩，再加上八九民運的衝擊，深感參政遠比

當設計師，能在社會上發揮更大效用，於是修讀政治系

碩士課程，積極從政，以服務市民為己任。 

 

范國威議員相信民主，創立新民主同盟，於區議會

選舉中戰無不勝，多次出任區議員，2012 年更成功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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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議員。訪問當天，我們走到范師兄位於將軍澳的

議員辦公室。范師兄風度翩翩，非常親切，為我們分享

了他中學時代的點滴，以及他的抱負和理想。 

 

民主路遠，決不放棄 

我們問及范師兄對香港發展有何願景，他不諱言，香

港正在倒退中，中央對香港事務介入太多，港人得不到

自由。但他仍然相信民主，希望香港能重新建立自己的

優勢。范師兄近日正奔波於聯繫各民間團體，關注一地

兩檢的發展，就是為了保守港人的權利而奮戰不懈。除

了關心社會的重大議題外，范師兄也積極投入地區服

務，他胸懷大志，堅忍不拔，

實在令人景仰。 

 

良師益友，互相勉勵  

說起中學生活，范師兄

不禁會心微笑。他認為男校

校風不錯，學習生活非常愉

快，同學們邊學習，邊玩耍，

彼此切磋，互相勉勵，建立了深厚的情誼。他到美國攻

讀大學學位，就是眼見中學同學在外地升學，收穫甚豐，

在得到同窗好友的鼓勵下，決意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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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訓練，打好根基 

范師兄又特別欣賞我校在設計科技方面的訓練，為

他打好了根基，即使從政，也沒有埋沒他的設計才能，

如他曾設計的「普選鳳凰」，象徵港人爭取普選薪火相

傳，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知名標誌之一。 

 

范師兄不忘感謝他的啟蒙恩師—李賢廣老師。李老

師發掘了他在設計方面的才能，為他開啟了設計的大

門。范師兄一見我們，便立刻「檢查」我們的校服，原

來我們胸膛上的校徽，竟出自師兄的手筆，我們紛紛投

以欽羨的目光。范師兄解釋校徽中的兩枚齒輪，喻意學

生將成為社會的一員，積極推動社會發展。眼前的他，

不就成了社會中的一枚重要齒輪嗎？ 

 

鼓勵伍少梅學弟 

最後，范師兄不忘勉勵我們，他認為年青人有無限

可能，應多作嘗試。趁年青時努力學習知識之餘，也要

學會獨立思考。他又寄語學弟，奮勇上進，以升讀大學

為目標，開拓視野，發掘不同的機會，迎難而上。 

 

是次訪問，我們獲益良多。我們深深感受到范師兄

為市民服務的熱忱，以及對民主的執著，他的鴻鵠之志，

實在令我們欽佩萬分。我們感激師兄騰出寶貴的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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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享，亦衷心祝願他能一展抱負，為香港成功爭取

民主。我們謹遵范國威師兄的勸勉，以他為榜樣，就如

他和他所設計的校徽一樣，成為社會上的齒輪，服務人

群，推動社會進步。 

 

 

受訪校友:范國威議員 

撰稿學生：6B 王強、6A 梁俊康、6A 蔡庭軒、 

          6A 莊煌亮、6B 黃俊龍 

指導老師：陳明慧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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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少梅的三個第一 

 

  林偉業博士是誰？他是 1983 年於伍少梅中學畢業

的學生，現於香港大學任教。 

      

  「說到我中學時的成績，倒不是常常名列前茅考第

一的，若說第一，我反而是升中試最後一屆的考生，又

是伍少梅第一屆學生會會長，更是伍少梅第一屆預科畢

業生。」他打趣說自己是在成績以外別的方面囊括了伍

少梅的三個第一。 

 

  我們不明白以前的學制，於是問他預科生是什麼意

思？ 

 

  「預科生就是在中五會考後，能夠升中六、中七的

學生。因為以前讀大學，可以選擇在中六時考 High 

Level，入讀中文大學，或是讀至中七再考 A-Level，入

讀香港大學，我是憑自修入讀中文大學的，所以我覺得

自己很幸運。」林偉業博士娓娓道來。 

 

  「我考大學入學試時因有兩個 Level，而我當時的中

文成績比較好，但伍少梅中學當年卻只可以考 A-Level，

而且預科是不設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的。因此，當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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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後，就只能夠靠自修中文。不過，我都算幸運，有

幾個同學跟我一起自修，我們可以互相幫助。」他告訴

我們朋友很重要，特別是面對困難時，有好朋友幫忙，

往往能令困難迎刃而解，他更跟我們分享了一些與同學

們備戰高考的往事。 

 

  「當時和我最友好的幾個同學，都是來自附近的公

共屋邨，我們不喜歡到自修室溫習，反而會在葵涌游泳

池邊讀書，因為那邊有免費的食用水供應，肚子餓了，

我們會去便利店買最便宜、最難吃的餅乾充饑，因為它

難吃就自然不會想多吃，那就解決了肚子餓的問題了。」

他自傲地說：「當時家境貧窮，促使我們用這種方法去解

決問題，我今天仍會跟我的兒女分享這段經歷。」林博

士能把他最窮苦的一段經歷跟我們和盤托出，足見他待

我們真的很坦率，而「人窮志不窮」，正是他成功的基石。 

 

  「若問我中文成績是什麼時候變好的話，應該是我

讀中三的時候，記得有一次中文考試，我的成績稍有進

步，而當時教我中文的郭希銘老師就大加稱讚了我，你

們都知道，如果一名年青人被人家公開稱讚在某方面很

厲害，就自然會自以為是，繼而對這方面更感興趣，多

讀這方面的書，漸漸就形成良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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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樂真的很重要。 

 

  「而在中四時，教我中文科的麥炳昌老師也幫了我

很多。當年他叫我和幾個同學去參加一個由無線電視台

舉辦的劇本寫作比賽。大家本以為一定是不會被選中

的，但後來卻幸運地被選中了。嘩！當時自然是成就感

十足，更有機會去無線電視台做暑期工，第一次能憑自

己的才能賺到錢，自然是格外高興了！」林博士平易近

人，跟我們有說有笑，從他的言語中，我聽到他對恩師

們的感激之情，試問在現今的世代能深念舊恩的又有幾

人？ 

 

  「遇到難題呢，我只能盡量把它做到最好，如果真

的做不到的，就要坦白地承認，把實情告知對方。很多

事是『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就像我以前教書改作業的

時候，總覺得做不了，我就限定自己用半小時看五份，

最艱難的一定會過去的。但如果你什麼都不做，時間一

樣會過去，明天一樣會到來。所以對於一下子做不到的

事情，先給自己訂立一個小目標，再慢慢去達成，這是

我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如果你不先把自己能做的那

一部份先盡力做好，很難要求別人體諒你的難處。」 

 

  「聽君一席話，勝讀十年書。」在那個並不富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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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他是『梅記』學生樂觀積極、力求上進的印證。

他令我們明白：不論做人或處事，都要腳踏實地，先設

立小目標，做好每一步，方能邁步向前；先把份內事做

好，方能得到別人的認同。他真不愧是我們伍少梅的大

師兄，謝謝他為我們上了一節寶貴的人生課！ 

 

 

受訪校友: 林偉業博士    

撰稿學生: 4A 洪义炟    

指導老師: 王笑娟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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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暢寄 書味滿胸 

訪彭建成老師 

 

  暮色四合，我們一行三人來到元朗的大榮華酒樓。

首先感謝譚超羣老師的安排，讓我能與退休的彭建成老

師可以有此趟交流和學習的機會。是回晚飯，實教自己

受益匪淺，不僅體會到當老師的辛勞，還領悟到一些人

生哲理以及往昔學校的點點滴滴。 

 

  彭老師於 1984 年 2 月到本校任職，直至 2012 年 8

月方才離開杏壇，合計共二十八年矣。可以說彭老師的

大半生差不多都在學校裡度過。屈指一算，彭老師正正

經歷了香港中學會考（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慣稱 CE 及會考）、香港高級程度會考（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慣稱 A-Level 及高考）

以及現今施行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慣稱「文憑試」及

「DSE」）此三種不同模式的評核方法。 

 

  及後，彭老師有條不紊地為我一一闡述這三種不同

的考核方式：其一，會考相對於 DSE 而言，會考較容易

一些，原因是會考的考核內容相較 DSE 為少，惟差別不

算太大；然而 A-Level 則較 DSE 深奧許多，可見當時我



18 
 

們的老師是何等的辛勞。總的來說，這三種不同模式的

考試當中，會考相較容易，而 A-Level 卻是最為艱澀。

聽到這裡，愈發覺得應該尊敬老師，他們的辛勤，相對

現今的學生而言，現在的學生簡直宛如生活在天堂之

中，也許導致了日後同學益發懶散怠惰！ 

 

  彭老師個子不高，中等身材，帶著一副眼鏡。一眼

就能聯想到彭老師是位溫文儒雅的讀書人。坐在彭老師

的身旁，彷彿能聞到淡淡的書香。果不其然，在譚老師

的介紹下得悉彭老師過去在學校主要是教授中文，副教

中史及普通話；另外，與彭老師的交流中，瞭解到彭老

師是一位愛好閱讀的人。他看過許多作家的作品，例如：

余華，麥家，白先勇等。言談中，領會到許多大作家撰

寫的著作，都是描述生活中的瑣事和細節，從中更揭櫫

不同的大作家各有不同的寫作風格，惟他們的共通點是

均能以自己的風格寫出一篇好的文章。較之日常個人愛

看的網絡小說，自己看了大概兩三年依舊無法領略出這

兩個關鍵，瞬間簡直想找個地縫躲進去！ 

 

  最後，從彭老師那兒得悉了學校過去的歷史。原來

學校初期是一所工業學校，為配合當時香港社會的需

要，是故學校創建時將其定位為一間工業學校；學校在

八十年代聲名顯赫，期間培育出不少成績優異的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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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自從香港社會的轉型，工業漸趨式微，其時學校的成

績也開始下滑。此外，學校以前的自由度較高，師生皆

然。隨著時代的更迭和社會不斷的變遷，香港教育的改

革，政府「問責」文化的興起，彷彿已經沒有了以前那

麼高的自由度。惟箇中的好與壞、得和失，也非三言兩

語可盡細究。總覺得香港社會的變遷，導致產生不同制

度的出現，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此外，彭老師還與我分享了他對於「一地兩檢」的

優劣看法，席間更推薦了不少著名作家予我認識，真的

獲益良多！總的來說，我跟彭老師的交流訪談，不僅擴

闊了自己的視野，還打開了知識的門縫。這儼如一塊海

綿，不停地吸收著知識的水分。最後，還得多謝譚超羣

老師給我這趟機會跟彭建成老師的分享，期待日後再有

機會與彭老師作交流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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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譚超羣老師、徐彪同學、彭建成老師 

 

 

受訪退休老師：彭建成老師 

撰稿：5A 徐彪  

指導老師：譚超羣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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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於貢獻的校友  

 

  葉偉就校董可說是其中一個與我們最親近的校友，

因為我們總會在不同的場合看見他，例如開學禮、慈青

的活動、聯歡會等，葉校董總會親身到場支持我們。他

亦總是對我們非常和藹可親，我們總是有很多說話想和

他分享，所以藉著這次難得的機會，希望葉校董也能為

我們分享一下，要帶著多深的感情，才能心繫學校數十

年，並且積極為學生的各方面作出貢獻。 

 

  葉偉就校董於 1978 至 1979 的學年入讀本校，並於

1983 年中五畢業及 1985 年中七畢業，為時七年的中學

校園自然能培養出感情；然而葉校董與慈幼會的淵源並

不止如此，他在小學亦是就讀慈幼會的屬校－石蔭慈幼

小學（慈幼葉漢小學及慈幼葉漢千禧小學的前身），也為

他種下了日後貢獻慈幼會、貢獻本校的種子。 

 

  除了童年時一直受慈幼會庇蔭，他美好的校園生活

也是他離校多年仍依依不捨母校的原因。葉校董憶述在

母校就讀時，校監和修士會帶領他們去遠足和游泳，使

他和同學們的身心得到健康發展。在校監和修士不斷用

心陪伴學生成長下，彼此的關係亦非常深厚，葉校董覺

得他們猶如親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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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豐富的課外活動及志同道合的同學亦令葉校

董有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他記得初中的時候，自己是

頗頑皮的少年，不時會被記缺點甚至小過。然而學校不

少同學也是文武全才，除了學習用功，亦會參加不同的

課外活動充實自己，年少的葉校董也被同學們薰陶了，

中三開始便定性下來，不單努力學習，更積極參加不同

的課外活動，例如在中四開始參與天主教同學會及遠足

學會；在中六時又加入了學生會及園藝學會。他在活動

中認識了很多學兄及學弟，並與這些友伴組織了不少活

動。七年的校園生活，令葉校董找到了自己的興趣，明

白凡事也需盡力而為，更學懂開心做人的重要性，又交

了不少好兄弟，以上種種對他以後的價值觀及人生路向

也有正面的影響。 

 

  經過大專生活，又開始為工作打拼，葉校董仍不忘

母校對他的栽培，時刻記掛當中的人和事。終於，他得

到了一個貢獻母校的機會：在 2006 年時，母校的法團校

董會邀請他擔任校友校董，可見母校對他的信任，亦希

望他代表校友發表對母校的意見。而他的貢獻亦不只於

此，於 2008 年，葉校董希望團結更多已畢業的學兄學弟，  

便決定候選校友會會長一職，最後當然能順利當選。由

於葉校董在任校友校董及校友會會長期間表現突出，於

是慈幼會誠邀他擔任辦學團體校董，而這亦是他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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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問到葉校董有關校董的職責包括甚麼，他說範圍相

當廣泛，除了要定期出席會議，亦要與教師會聯繫，並

需跟進學校的維修及盤點

事宜。為了更加了解學校

的情況，他亦會出席學

校、慈青及家長教師會舉

辦的不同活動，與家長、

老師及學生爭取更多交流

的機會；他亦會出席一些

校外活動，希望能夠收宣

傳學校之用。在處理自己

工作的同時，亦花這麼多

精神肩負校董此義務職

責，堅持的原動力，就是

葉校董對母校的愛。 

 

  最後，葉校董亦深明母校的男孩子面對的學業難題

──英文，他寄語學弟要積極面對，不要逃避，只要找

對方法，也是能夠輕鬆解決的。他提議同學可以多看有

趣的英文故事書或聽英文民歌，寓學習於娛樂。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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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現在同時有華語及非華語同學，要方便溝通，便需 

要使用英文。他認為同學應善用此特殊語境，彼此多作

交流，應該會令雙方的語言都大有進步。 

 

 

 

 

 

 

 

 

 

 

 

 

 

 

葉校董參加家長教師會活動 

 

受訪校友:葉偉就校董      

撰稿學生: 5A 丁志恒    

指導老師: 伍國偉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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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陳雄老師 

   陳雄老師，自 1976 年 9 月起任教於天主教慈幼會伍

少梅工業學校(伍少梅中學前身)，聘請他的是第一任校

長黎如漢修士。陳老師主要任教工科，專攻電子電學，

負責 E&E 電子工房及學校事務組工作。在他任教的三十

六年中，他是學生心目中的「電子博士」。電子電路版設

計、家電維修、汽車維修、機械人製作、以至學校聖誕

馬槽及大型燈飾佈置，都是「雄爺」一手包辦的。 

 

    陳雄老師眼中，「伍少梅」就像一個和諧的大家庭，

除了校監、神長、校長外，「伍少梅」由上而下，無論是

教師、教學助理、導師、實驗室助理、工友都和藹可親，

個個都是好朋友。工作上，大家都熱切地跟隨著鮑聖百

年如一的教育方針，關懷學生，以教好學生為己任。所

以，我們除了教學上貫徹有教無類和教學多樣性外，「伍

少梅」的老師是極重視教好學生個人應有的態度。 

 

    三十六年來，陳雄老師經歷了多位校監校長，印象

最深刻的是華近禮神父，第一任校長黎如漢修士，還有

黄建國神父，他們都是「伍少梅大家庭」的頂級領導人。 

 

受訪退休老師：陳雄老師  撰稿學生：6B 陳錦禧  

指導老師：黃筱慧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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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的理想路 

 

陳耀良先生背景 

  陳先生 1981 年畢業於慈幼會伍少梅中學，兩年後負

笈海外攻讀 IT 專業，之後回流香港，任職於匯豐銀行 IT

部門。懷著推廣中國文化的強烈使命感，陳先生於 1999

年與朋友創辦中文環境系統有限公司，後自立門戶創辦

思文化公司，發明了獨特的漢字電腦輸入系統，致力於

幫助外籍人士學習中國漢字以及推廣厚重深遠的中華文

化。自創業以來，陳先生不辭艱苦，不懼困難，親身教

授外籍人士，讓中文的學習變得輕鬆和愉快，為外籍人

士進入中國文化的殿堂打開了一扇窗。 

 

難忘母校，難忘師長的關懷 

  陳先生對母校懷有深厚的

感情，回想起當年就讀伍少梅中

學的情景，仍然歷歷在目。當時

的伍少梅學校還是工業學校，校

園才剛剛建設好工場。每次上課

時都要去到母佑會蕭明中學上

課，這也是他最難忘的事情。當

時的社會很多誘惑，學生很容易

學壞，而慈幼會就安排很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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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設法吸引學生留在學校參加各類型的活動，陳

先生就最喜歡約一大班同學一起回校打籃球。當時年少

未能理解學校的深意，但現在回想起來這是一種避免學

生誤入歧途的好方法。當時的九年免費教育只限小學六

年加中學三年，陳先生說自己非常幸運考到五年的免費

中學教育，他感恩學校的悉心培養，特別是馮老師的諄

諄教誨和無私付出，讓他順利入讀外國的大學。 

 

理想以及人生的感悟 

  作為一名 IT 人士，轉行從事中文教育及推廣，看來

似乎很難想像到當中的聯繫，其實理想的種子早在大學

時期已經種下。在國外留學的日子裡，陳先生深刻感受

到不同文化帶來的衝擊。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外國生活

必然代表著中國文化，在與同學激揚爭辯的歲月中，陳

先生領悟到作為中國人的安身立命之根本在中國文化，

並矢志發奮學習中國文化。一旦條件成熟，必定戮力推

廣中國文化，讓西方、讓世界感受中華文化之深、之美、

之激蕩人心！ 

 

  陳先生矢志走上追尋理想的道路，決定辭去匯豐銀

行的工作的同時，卻遇上父親病重。辭去工作令他能有

更多時間照顧病重的父親。陳先生眼泛淚光，感觸良多，

他沒有後悔人生的每一個選擇，能夠陪伴父親走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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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一程，陳先生無比欣慰，家人更需要的是陪伴，

金錢買不來關懷。 

 

對母校的期許 

  慈幼會伍少梅中學傾注無私的愛，一代傳一代，幾

十年如一日。陳先生作為受益者，也身體力行將這份愛

承傳下去，這十年裡他多次無私奉獻自己寶貴的時間，

回到母校教授師弟學習中文。這十年他在學校裡的默默

耕耘為的就是回饋母校，他希望為母校能繼續作育英才

而不辭勞苦。除此之外，陳先生也在工作的每個方面貫

徹慈幼會的慈愛精神，奉獻社會。他在多個社區中心教

授外籍人士中文，除了為實現理想推廣中華文化外，他

更希望能幫助基層的少數族裔人士學會中文融入社會，

提升他們的競爭力。陳先生更榮獲「亞洲電視主辦──

感動香港每週人物 2013」的殊榮，足見陳先生對社會的

貢獻。 

 

  陳先生夢想母校成為一間高水準的國際學校，不但

華人學生能夠流暢地運用英語與外籍學生交流，外籍學

生，特別是南亞裔學生也能用流暢的中文跟華人學生交

流，讓不同的文化在伍少梅中激盪，培育真正具有全球

文化背景的人才。 



29 
 

師兄對師弟的話 

  理想需要堅持和不停

地付出，為了發明便利的中

文輸入法，陳先生購買了大

量的書籍，仔細研究超過十

萬個漢字的結構和組成，費

時多年才告完成。在此期

間，他還賣掉了自己的房子

來資助自己的研究費用。由

此可見，沒有堅定的信念和

推廣中華文化的崇高使命

感，這是堅持不到今天的！ 

 

  陳先生寄語學弟要善用學校提供的各種資源，制定

切實的學習目標，努力充實自己。特別是南亞裔學生，

要努力學好中文，以後更好地服務社會。理想不是突如

其來的，而是在人生發展過程中慢慢建立起來的，隨著

時間的推移，要堅定自己的信念，堅定自己的理想，人

生不能輕言放棄！ 

 

受訪校友:陳耀良先生      

撰稿學生: 6A 林晨曦    

指導老師: 鄧佩菁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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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練 

 

  劉子禮學兄是香港現役的職業籃球運動員，在球場

上取得了矚目的成績，他是我們傑出的校友代表。劉學

兄出於對母校的感情和奉獻社會的精神，他不辭勞苦地

出任本校籃球隊教練，將自己的籃球技術無私地傳授給

學弟。我們以學校籃球隊的代表身份，希望透過是次的

訪問，讓更多同學認識劉子禮學兄的精神。 

 

 

 

 

 

 

 

 

 

劉：劉子禮學兄  黃：黃宇綿  姚：姚文廣 

 

黃：教練，為什麼你會愛上打籃球？ 

劉：我其實本身都非常熱愛運動，就讀伍少梅的時候， 

基本上除了手球之外，什麼運動，如籃球、足球都有參

與。我尤其是在籃球方面，有出色的表現，曾代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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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戰學界比賽，並取得良好的成績。有成功感就自然會

花更多時間在籃球方面。母校是我開始打籃球的地方，

我經過努力就被選進了香港頂尖的籃球球隊，於是就慢

慢地發現自己很有籃球的天分，並且將這份熱愛持續了

下來。 

 

黃：作為一個職業球員應該具備一些什麼素質呢？什麼

樣的原因讓你成為一個職業球員？ 

劉：首先，我認為要有一定的能力，職業籃球隊需要良

好質素的球員，所以一定要符合球隊的標準才能當上職

業球員。其次，我認為際遇也影響很大。我比較幸運，

那時香港剛剛準備成立第一隊職業籃球隊，剛好讓我遇

到幾個很好的教練，幫了我很多，最終在機緣巧合的情

況下，讓我成為一名職業球員。 

 

黃：伍少梅中學在你運動的生涯中起到什麼作用？ 

劉：雖然當時伍少梅中學的學生學習成績不算彪炳，但

是其他不同的才能卻一點不遜色。學校給予我們很多機

會發揮不同的才能。我就一直堅持打籃球，希望可以為

學校爭光。堅持下來，慢慢就對籃球更加熱愛，加上我

曾帶領校隊取得獎項。這就令我更有信心在籃球運動上

繼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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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為什麼會選擇回母校任籃球教練？ 

劉：因為對上一個教練有點私人問題，未能繼續與學校

合作。我自己又剛好取得教練牌照，便在機緣巧合之下，

透過阿榮和劉 sir 的安排，便再次回到母校當教練，並且

一直執教到現在。 

 

姚：今年籃球球隊升上 D1，你對我們又有什麼期望呢？ 

劉：我自己當然希望球隊能坐亞望冠，但都要因應球員

自身的能力。他們能達到什麼程度，就要看球員能否盡

自己所能。各人能努力不懈，尋找突破，我便十分滿意

了，便是我最大的期望。 

 

姚：最後，你對學校和學弟們有什麼寄語？ 

劉：我自己以前都是伍少梅的學生，當時學校的整體風

氣不算良好，在外界也有很多負評。不過，時日如飛，

在伍少梅當教練的這幾年間，真的見證同學們的明顯進

步，大伙兒都有很大的蛻變。最後，我自己希望和學校、

同學一齊繼續進步，讓校外人士知道，伍少梅原來「運

動勁，讀書也同樣勁」！ 

 

訪問後的感受 

姚文廣： 

  不知大家有沒有觀賞過《卡特教練》這齣電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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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的卡特教練是一位有魄力，並且有方法的嚴厲教

練。影片開始時，他對於無視規則的學生，採取了強硬

態度，並使得訓練得以有序進行。他所堅持的是使不遵

守規則的學生出局，破壞規則就得接受懲罰，並且對所

有學生都一視同仁，即使是他的兒子也不例外。這一齣

電影令我感受至深…… 

 

  我的教練──劉子禮也是如此！我在籃球隊的日子

中，他教曉我如何聆聽指令、服從指令及執行指令。別

小看這三個簡單的過程，它卻包含了許多技巧，教練所

教導我們的就是待人處事所需的人生道理。今次的訪

問，可說是在球場以外，對教練最好的答謝，答謝他讓

我找到方向飛翔！ 

 

黃宇綿： 

  在別人的眼裡，學業與運動或許不能共存，通常成

績優異的，運動就未必有出色的表現。不過，精於運動，

又是否不能追夢？不能發光發亮呢？ 

 

  伍少梅中學的校史裡，人才輩出，我的教練劉子禮

便是其中一個！他讓我愛上打籃球，找到自己的目標。

我們這位香港第一隊職業籃球球隊球員學兄──劉子

禮，讓我體會到原來「發夢是可以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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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各位學弟們，在學業方面未盡如人意，但只要

有夢想、肯追夢，秉持著積極向上的良好態度，我相信

終於有一天我們能和劉子禮學兄一樣，實現自己的夢

想，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番天地！ 

 

 

 

受訪校友:劉子禮先生    

撰稿學生: 6A 黃宇綿、6A 姚文廣    

指導老師: 吳嘉恩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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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小丑 用心做表演 用心玩雜耍 

 

 

 

 

 

 

  在香港，要把志趣發展成事業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

情，無數的人不得不向現實低頭，向自己的夢想道別。

因此，是次特意邀請了梁健榮校友接受訪問，希望以他

的故事勉勵學弟。 

梁健榮校友於 1997 年

畢業，1998 年開展「成丑

之旅」，曾去到美國學校，

亦向西班牙小丑老師學

藝。全心的投入及認真的

態度讓他漸漸走向世界的

舞台，後來他不但成為香

港小丑節的冠軍，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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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參加國際比賽， 「小丑 wing wing」亦漸漸為人所

熟悉。  

 梁校友回想當時在母校生活的五年，他認為自己不

是一個學業成績突出的學生，但熱衷參與不同的課外活

動，亦是籃球隊的中堅分子，曾多次代表學校「南征北

討」，對學校籃球隊有一份獨特深厚的情意結，令他至

今也經常協助球隊訓練。他表示不少隊員畢業後，都會

與他保持聯絡，他們會定期見面大談生活中的甜酸苦

辣，而每當大家談及面對生活中種種不如意時，都會選

擇用練球時的拼勁去面對，大家都認為問題很快便迎刃

而解。其實母校一直致力創造一個積極、愉快、樂觀及

進取的環境予學生，他在這裡不但收獲了一段段寶貴的

友誼，也養成了堅毅的性格和勇往直前的精神，讓他日

後能堅定不移地向夢想邁進。 

 那麼他又是如何與

小丑結緣呢？原來他曾

參與校內青年中心的活

動，學習雜耍，自此就產

生濃厚興趣，便在畢業後

把握學習機會。他最終能

一展所長，成為一位出

色、專業的小丑。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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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言: 「如果當初沒有接觸雜耍，便沒有今天的我。我

就只會過著很平淡的生活。」小丑這個職業開拓了他的

世界，讓他可以去到世界各地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交流、

聯誼，久而久之，亦加強了他的語言能力，實在是個意

外之喜。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年功。」，梁校友用大

量的時間練習，從中他就學會如何設定目標、面對挑戰

及調節自己的心態。因此，他並不覺得練習是一件很艱

苦的事情，反而有無窮樂趣！梁校友借此希望各位學弟

能多作嘗試，用心尋找興趣、用心經營事業、用心記著

汗水，這樣就是給自己將來的一份禮物。 

 

 

受訪校友: 梁健榮先生    

撰稿學生: 2A 顏偉亮    

指導老師: 李嘉儀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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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Adnan Khan 

 

We had an interview with Adnan Khan on 23rd 

September 2017. He graduated from our school and 

is now a policeman. We sat down in a Pakistani 

restaurant to have dinner and he told us about his life 

and how hard he struggled to become a policeman. 

 

Adnan sat for his first HKDSE in 2012 and the result 

was not good. He was very upset and was just 

hanging around with his friends and doing nothing 

afterwards. Later, he started to take up some 

part-time and full-time jobs for his living. He worked 

as a steel fixer at construction sites. Every day he had 

to pick up heavy metal rods and do heavy labour jobs 

under the sun. Having earned some money, he went 

to China for a break with his friends. One of his 

friends said, “Why don’t you join the police? They are 

now recruiting non-Chinese people.” After a deep 

thought, he realized that he wanted a change in his 

life. He had to study and start a new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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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uch embarrassment, he spent an hour to 

convince his parents to support him for one more 

year to study a full time “Yi-jin” program. During his 

study, he sometimes felt frustrated and wanted to 

quit, but he kept reminding himself how valuable the 

chance was and how difficult his life was as a steel 

fixer. After retaking the Chinese exam, he finally got 

his certificate and could apply for the police force. He 

even searched online to find practice to improve his 

eyesight in order to pass the fitness test. With good 

preparation, he passed all the tests and got recruited. 

He spent six months in the police academy. The 

training was very tough and he could only eat 

vegetables because the other food was not halal. 

Finally, he successfully became a policeman in 2014. 

Everyone, including his parents, teachers and friends, 

was proud of him. 

 

Moen: 

I have learned from him that we should work hard to 

achieve our dream. I will work hard, get good results 

in the HKDSE and become a mechanical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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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i: 

I want to thank Adnan for telling us his inspiring 

story. I also want to join the police force. 

 

by 3B Moen Ali and 3B Sami Ullah Aslam 

 

From left to right, Sami Ullah Aslam, Mr Leung Chi 

Yan, Adnan Khan and Moen A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