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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夢想飛翔—校友篇

兩年前上任初期，我便開始構想衞理中學40

週年校慶的主題。校慶是團結師生，共同數算恩

典和展望將來的重要日子。學校最終以「愛與夢

想飛翔」為校慶主題，並以此作為整年學校活動

的主軸。透過各項校慶活動，我們希望能豐富校

園的關愛文化，及鼓勵師生勇於追尋夢想。在預

備的過程中，同工們也以感恩的心情回顧學校的

發展。衞理中學由創校至今，得不少忠心愛主﹑

愛學生的教職員，以基督的愛和聖經的教導培育

學生。四十年來衞理中學成就了無數有愛心﹑有

理想的畢業生，他們在不同行業﹑不同範疇都大

放光彩。無論是以夢想飛越全世界的機師，以電

影呼喚關注社會弱勢社群的編導，或以愛心培育

青少年成長的教師，身上總散發衞理人的氣質：

謙卑﹑承擔﹑認真﹑關懷……這些衞理人的生命

故事提醒和鼓勵我們，上帝的恩典一直祝福這所

學校；師長的關懷和教導一點也沒有枉費；而我

們的年輕人還是可以「愛與夢想飛翔」。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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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帆的物理夢
來港8年日溫4小時 物理迷奪佳績

衛理中學新移民學生劉一帆憑不懈努力，來港8年堅持每天溫習4小時，再加上物理和數學天賦，修讀
資優教育學苑課程，最後在文憑試考獲5科31分，當中物理和數學延伸部分（M2）更得5**。

一帆初來港時只有英文追不上，他便每天看英文故事書，把詞語抄下來串熟，直至初中，英文開始上
手，才放鬆下來。沒多久他便遇上物理科，「細個想不通的事，例如煞車時為何人會向前拋、天空為何是藍
色等，都可以物理解釋」，此後便醉心物理，不斷看物理相關的書，學校找不到的便到公共圖書館找，再找
不到便上網買。

因科學成績標青，他獲老師推薦修讀資優教育學苑課程，卻發現「學苑的人實在太強，原來我很不
濟」，令他更努力鑽研物理，一有時間就會看物理書籍，有時可看足一整天。

一帆不擅辭令，說到目標卻十分清晰，不過他也曾經為「興趣」抑或「飯碗」而糾結，但想深一層，自己
唯一的興趣和專長就是物理和數學，便更加堅定。他勸勉同學：「選科一定要選自己最有興趣和會享受的。」

節錄自2017年7月13日「明報新聞網」

鄭楚衡的飛行夢
「香港起飛」完成環球之旅凱旋歸港　

這一天，他們夢想成真。首架在香港組裝，並成功註冊的單
引擎小型飛機「香港起飛（Inspiration）」（註冊編號B-KOO）
終於完成歷史性環球之旅凱旋歸港，不少本土飛機迷特意到維港
兩岸迎接，並高呼「香港加油」。

機師鄭楚衡（Hank）在今年8月28日駕駛着B-KOO展開環球
之旅，於這78日內飛過了5.5萬公里，橫渡了大洋洲、美洲、歐
洲、中東和亞洲，約25個國家，至今日（13日）回港時，B-KOO
更在維港上空低飛，跟支持他的市民分享夢想成真的喜悅。

最終，B-KOO在今早大約10時45分，成功在香港國際機場降
落，亦意味着環球之旅劃上完美句號。Hank在落機後先打開飛機
艙門向歡迎他的朋友打招呼，更與家人擁抱。

Hank形容今次的旅程猶如「馬拉松」，有很多人支持才可成
事。負責B-KOO維修工作的工程師達仁指，過去三個月所發生的
一切都令人回味，團隊破了香港飛行界的「兩個第一」，包括首
架在香港組裝和註冊的小型飛機，以及完成環球飛行之旅，同時
亦感謝幕後控制中心不眠不休為B-KOO計劃飛行路線。  

節錄自2016年11月13日「香港01港聞」 撰文；黃雅盈 陳嘉敏

Hank完成飛行夢後抵港，並向市民揮手，指夢想成
真很大的原因是有家人一直「撐住」。（鍾偉德攝）

衞理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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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的電影導演夢
覺醒在無明時代—黃進對電影執著認真  師承導演譚家明

黃進對電影執著認真，來自一位啟蒙老師的影響。中學畢業後，他未能如願考入香港理工大學設
計學院；為免加重家庭負擔，又放棄前往英國倫敦傳播學院就讀平面設計，最終在2007年入讀香港
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黃進本來主修批判性跨媒體實驗室，後來旁聽學院前副教授、《父子》導演
譚家明的劇本寫作課，才發現自己愛好電影，一個學期後毅然轉修電影藝術，從此追逐電影夢。

今天黃進的努力得以肯定，譚家明功不可沒，尤其是對電影製作的認真︰「他對自己的要求很
高，對學生的要求也很高。」要求高，因為師生倆都抱持「作者論」，認為導演就是電影的作者，決
定整個作品的風格、中心思想，甚至每一細節。黃進說︰

「對待藝術必須是嚴肅的，亦要對每個決定負責，你的戲便是你本人。」
記者致電訪問已移居馬來西亞的譚家明，他憶述黃進是一個精益求精的學生︰「他的畢業作品

《休克同好會》雖未能如期遞交，但作品很扎實，能說出年輕人的心聲。」黃進完成《一念無明》初
剪後，恰巧譚家明回到香港幾天，他問黃進會否希望他點評一下。黃進當然把握機會，趕緊把影片燒
錄成光碟，乘車趕往酒店，把初剪版本交到他手上。黃進專注目標，鍥而不捨，令譚家明最為深刻。

                                      節錄自2017年2月28日第128期〈大學線〉焦點人物

莊文強的電影編劇夢
莊文強作為編劇擁有一份能嚇到華語電影任何人的履歷，但是這不妨礙他繼續孤獨、悲觀和缺乏自信。

如何走出迷惑，追求生命和電影中的那份真實？莊文強給出的答案是一本又一本的好書：遠藤周作的《深
河》、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一系列村上春樹的作品，還有錢鐘書的《圍城》。

當年在香港浸會大學讀書時，莊文強已開始參與
電影拍攝工作，畢業後當過攝影助理，也在片場打過
燈，後來來擔任電影資料搜集員，繼而加入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宣傳部做助理編導。其後他轉為編劇，當了
四年編審，離開電視台時，只帶著一只水杯，以及他
對電影的熱誠。

莊文強在三十之年，正式投身電影編劇，首作
是與馬偉豪合編的《失業皇帝》。但原來他在之前已
寫好了十多個劇本，只是都沒機會開拍，當中不乏如
《靈異第六感》般創新的題材，但因為莊文強當年太
堅持，不肯妥協，結果仍一一存放於抽屜內，直至遇
上《失業皇帝》這個機會，他嘗試開放自己，終於尋
找了創作的新方向、新機遇和新天地，隨後完成的劇
本包括：《陽光警察》、《東京攻略》、《特警新人
類》、《願望樹》、《愛君如夢》、《我家有一隻河
東獅》、《無間道》系列、《老鼠愛上貓》、《頭文
字D》等代表作。

節錄自〈時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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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國浠 校友會主席

1. 你在衞理有什麼難忘的回憶？
還記得校長和老師們的教導：「一生遵主的道，做個無悔衞理人。當
長大以後，貢獻母校，衞理以我們為傲，我們亦為母校感到自豪。」
這句訓勉，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2. 學校40周年校慶，你對學校有什麼祝願？
衞理中學雖然談不上是過百年歷史的頂尖學府，卻人材輩出；過去
四十載，從炮台山舊址到今天屹立小西灣，孕育了不少精英，默默為
社會作出貢獻。祝願母校蒙上帝恩典，繼往開來，傳承「聖經、理
智、經驗」的訓誨，不斷孕育蚌中明珠，如海沙般散佈不同的角落，
照亮有需要的人。

王怡雯 校友校董

1. 妳為什麼會回來母校服務？
因為我很感激母校的裁培及教導。

2. 學校40周年校慶，妳對學校有什麼祝願？
「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衞理中學四十年，培育了不少精英人
才。祝願衞理精神永遠長存！神是愛！愛人如己！

何鈞傑 老師

1. 你為什麼會回來母校任教？
因為大學畢業時受到母校老師的邀請，在此機緣下回到了衞理。

2. 你在衞理有什麼難忘的回憶？
有一次在舊校打籃球，不小心弄壞了低年級同學的眼鏡，本想賠
償了事，結果卻被投訴到校長那兒，幸虧有當時的何振傑副校長
「出手」相助才能平息事件。

3. 你最愛衞理些什麼？
我最感激兩位老師，一位是教體育的張志賢老師，他教了我很多
做人的道理；另一位是中文科的陳少玲老師，她是個關心愛護學
生的人。

吳翠儀 老師

1. 妳最愛衞理些什麼？
我最感激梁寶真老師，她教了我高中四年文學，對我影響尤深。

2. 妳為什麼會選擇成為中文老師？
因為我在衞理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中文老師，包括雷少芳老師、馮
碧池老師、霍鳳仙老師、陳少玲老師，是她們的潛移默化使我最
終成為了一位中文老師。

3. 妳有什麼東西想跟現在的學生分享呢？
人的品格比成績更重要。希望同學都能在衞理找到自己擅長之
事，並且好好發揮。

愛衞理



黃子聰 禧恩堂宣教幹事

1. 你最愛衞理些什麼？
遠在我小六來參觀衞理時，就已經對衛理有一份特別的感情，我愛當時
禮堂的莊嚴，愛當時校褸的沉實，愛當時師兄師姐的有禮。選學校時我
跟媽媽說：「其他亂填都沒所謂，只要第一志願選擇填衞理就可以了，
我一定會讀這一間。」

2. 你為什麼會回來母校的堂會服務？
初中時何鈞傑老師教我數學和科學，心中期盼日後能夠像他一樣回到衞
理服待。後來參加禧恩堂的團契，經常連續一個月每天都回來，衞理成

為了我另一個家。到了如今，在我心內始終對衞理的學生有一份抱負，好希望能夠和大家一同成長，將
從上帝領受到的愛與大家分享。

3. 學校40周年校慶，你對學校有什麼祝願？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呢？
在這個磨滅愛與夢想，叫人向現實低頭的世代，學校以「愛與夢想飛翔」作為40周年校慶的主題，是一
件不容易且叫人敬佩的事。祝願衛理成為一個叫人得著生命的地方，每一位老師和職員在辛勤當中都能
找到愛與夢想；每一位學生都能發現，無論我們的生命如何，都有人愛著我們，而上帝更是無時無刻陪
伴我們左右。祝福大家。

吳文慇 老師

1. 妳在衛理最大的得著是什麼？
一群好老師的培育，以及一班最真、最傻的同窗好友們！  

2. 妳最愛衞理些什麼？ 
近屋企／純樸／方便／海／簡單／童年回憶

3. 學校40周年校慶，妳有什麼說話想跟學生們
分享呢？
常謙卑，所有事物都值得學習；
要明辨，非任何事也值得去做。
懷良知，保留心中這最貴重的；
務堅持，成就你生命有價值的。

黃嘉汶 體育助理

1. 妳為什麼會回來母校服務？
希望將自己的知識和經驗跟年輕人分享。

2. 妳最愛衞理些什麼？
最愛成羨薇老師！

3. 妳有什麼說話想跟學弟學妹說呢？
讀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將來有很多你想做的事，
都需要你有基本學歷。然而，我們還是有很多道路
可以選擇的，早點找到自己的興趣與理想，便可以
朝著那個方向努力，終有一日一定可以達成目標。

林嘉慧 圖書館助理

1. 妳為什麼會回來母校服務？
在熟識的環境中服務年青人，是一件不錯的事。

2. 妳最愛衞理些什麼？
最愛衛理和平的氣氛。

3. 妳有什麼說話想跟學弟學妹說呢？
了解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唯有認識自己，才能活出自己。認識自己的過程中
要多體驗不同的事情，也許有些事件會令自己感到
後悔，但充分理解自己後，你會比較易原諒自己和
對方。希望每個衞理人都能認識並活出自己。



生命故事集
衞理中學踏入四十周年，是不少同學和老師的

第二個家，這些年來，在這裡編織起無數的愛與夢。
『生命故事集』收錄了十五位衞理師、生在不同人生
階段「愛人」和「追夢」的故事。你又怎能錯過呢！

『生命故事集』將於下學期出版，敬請期待！

校慶聚餐
親愛的校友，衞理中學40周年校慶了！

我們將於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晚上，在金鐘名都酒
樓舉行校慶聚餐，誠邀各位校友蒞臨，慶祝衞理校慶，並與同
窗好友、老師歡聚！

2018年1月19日起，大家可透過衞理中學網頁之電子表格報名。每位校友費用為450元，12歲以下小童
費用為350元。歡迎校友預留整圍酒席。如有票務查詢，歡迎致電校務處28967705。

演藝晚會
為慶祝本校40周年校慶，同時提供「衞理人」展現才華的機會，

本校將於七月六日（星期五）於學校禮堂舉行演藝晚會，當晚節目包
括戲劇、舞蹈、戲曲、樂器、歌唱等表演，部分老師更會參與表演。
盼望各位「衞理人」能重回母校，聚首一堂，度過一個愉快的晚上。

紀念品
四十周年紀念品出爐喇！
為紀念建校四十年，本校已製作一系列紀念品，並將於以下日

子接受訂購，敬請大家多多支持！

售賣日期：1月24日至1月26日（午膳時間）
2月10日（家長日）
7月6日（演藝晚會）
7月13日（校慶晚宴）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衞理中學四十周年校慶

學校地址： 香港柴灣小西灣道 33 號

學校電話： 28967705
學校傳真： 25057601
學校電郵： mcw@mcw.edu.hk

生命
  故事集

Love

Dreamssoar with Love
  and Dreams

soar with Love
  and Dreams

四十周年精彩預告
想緊貼更多校慶動向，請瀏覽學校網頁的校慶專頁！
http://wesley40th.wordpress.com

  

DATE : 13TH JULY, 2018 

TIME  : 18:30 - 22:00  

VENUE : METROPOL RESTAURANT 

        4/F, UNITED CENTRE, 95 QUEENSWAY,  

        ADMIRALTY 

 

Wesley College  

40th Anniversary Dinner 

  

DATE : 13TH JULY, 2018 
TIME  : 18:30 - 22:00  
VENUE : METROPOL RESTAURANT         4/F, UNITED CENTRE, 95 QUEENSWAY,          ADMIRALTY 
 

Wesley College  
40th Anniversary Dinner 

四十周年精彩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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