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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校長給舊生的話
　　學校剛於去年舉辦完一連串的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潘萱蔚校
長和一群老師在鄧顯紀念中學四分一世紀的努力，將這所當年寂寂
無聞的學校，發展成全港知名的中學。今天，潘校長榮休，由我接
任校長一職，我首先要感謝潘校長多年來的領導，使學校有良好的
制度，學生能更專注學習，學生學業成績自然理想；我亦要感謝所
有老師多年來的努力，提升學生學業水平、協助他們個人成長和建
立正確價值觀。我會盡心盡力，努力以赴，不但要保持一貫的良好
傳統，更希望能協助學生放眼世界，不再受地域限制發展。

　　上水由當日一片荒蕪之菜田，變成今天的繁榮市鎮，當日的黃毛小子和丫頭，今天已成為
了專業人士，不少成家立室，事業有成，學校如能得到大家的協助，各人將經驗與眾師弟妹分
享，學生自然可擴闊眼界，得益不少。鄧顯舊生會自一九九四年成立至今，已經是十四年了，
不少舊生都成為了會員，他們都心繫鄧顯，都希望能有機會回饋學校。近年來學校舉辦師友計
劃，舊生會協助聯繫不同界別的舊生，為中六及中七同學配對師友，讓各同學能在選擇自己將
來的職業路向前能加深對理想行業的了解和認識，定下實踐的計劃，認識業界人士對個人發展
目標的看法，提供與業界人士互動的平台，讓他們更瞭解在這人生的重要時刻作出正確決定。

　　數日前，第一屆的舊生羅秀蘭（1987年中五畢業）帶著她的姪兒來到學校面試，找我閒話
家常，然後向她的姪兒和其他同學自豪地說：「我是鄧顯畢業生！」他們都以羨慕的眼光望著
她說：「我也希望成為鄧顯人啊！」去年廿五周年期間，第一屆中七畢業生黃德輝（1987年中
七畢業，現職理工大學首席項目主任），也向我表示謝意，表示如果沒有學校的栽培，他不會
有今天的成就。其實，上述的例子，正顯示很多舊生都對母校感恩，但不少舊生因工作忙碌關
係，未有時間聯絡學校，所以與母校「失散」了。

　　舊生會的成立是希望能成立一個友誼網絡，讓各屆校友及老師聚首交流，維繫舊生及老師
之間的情誼，與母校有緊密聯繫之餘，亦可回饋母校。我相信大家會同意，中學同學之間的情
誼，比大學同學或在職同事的，純真和深厚得多，我希望各位舊生日後能繼續保持聯繫，並且
協助將「失散了」的鄧顯人找回來，又要多參與舊生會活動，多了解母校發展和近況，為你們
的師弟妹打氣鼓勵。

　　最後，我祝各校友學業進步，工作愉快，將來前途無
限，舊生會會務順利。

劉志遠
二零零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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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禧校慶紀念活動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在轉眼間已成立二十五年。為慶祝創校二十五周年，學校在
二零零六年與二零零七年期間舉行了大型的銀禧校慶紀念活動。

　　二十五周年校慶開幕典禮暨二十五周年開放日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在嘉賓、老師和同
學的期待和興奮中舉行，學校更邀請到教統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先生JP作為開幕禮的主禮嘉
賓，為活動生色不少。銀禧校慶的主題為「立志、學習、創新」，不但回顧了過去學校一直以
來的宗旨，亦展望將來，希望鄧顯中學繼續為社會培育更
多有承擔的新一代。

　　學校開放日於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一連三日舉行，
開放校舍予外賓以及家長參觀，讓大家可以更了解學校內
的情況和設施。開放日期間每個學會都有專屬的攤位，同
學們都興奮地跟嘉賓介紹自己的生活，從同學們身後的攤
位佈置以至臉上的快樂，我都感受到大家對學校的驕傲和
歸屬感。當日舊生會作為學校團體之一，當然亦有自己的
攤位；我們在地下走廊及五樓均設有攤位，不單為了宣傳
舊生會，亦為宣傳在六月舉行的二十五周年慶祝晚宴及七
月的綜合晚會。平日忙於工作的歷屆畢業生均趁著這個樣會重回母校與老師和學弟學妹話當
年。為增添氣氛，四社舞蹈組、醒師隊等團體都在學校不同地方作表演。

　　在六月二號晚舉行的慶祝晩宴是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另
一個重點活動。晩宴假座於尖沙咀龍堡國際胡應湘堂舉行，嘉
賓、老師、舊生、同學均盛裝出席，濟濟一堂，好不熱鬧。活
動中不但有學校校監湯偉奇先生親自蒞臨祝賀，更得到湯修齊
校董別出心裁，在晩宴中大展歌喉，演唱《愛得太遲》，更邊
唱邊走下台繞場一周，與台下老師、同學握手，整個場館頓時
喝采聲沸騰；環觀四周，無論老師或是同學都變了他的歌迷
了。相信當日有出席的舊
生都不會忘記這精彩的一

幕吧！當晚舊生會幹事為代表一眾舊生表達對母校的深厚
感情和祝賀，亦有上台獻唱一曲；不管台下反應如何，眾
幹事能在台上演出一場總算是盡興而歸了。

　　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的最後壓軸就是七月二號晚假香
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的綜藝晚會。晚會分為四個
主題，學校邀請了一眾同學及舊生環繞這四個主題作才藝
表演，除了獨唱、合唱和樂器等表演外，更有不同的舞蹈
表演，當然不少得的還有湯修齊校董的落力演唱！今次湯
校董不只是單身隻影，更攜同一眾學弟妹作為伴舞，高歌
一曲「啦啦世界」。果然每次湯校董的出現都成為大家的焦點，為節目製造一幕又一幕的精彩
片段。晚會接近尾聲的時候，梁秀慧老師帶領參與表演的同學和舊生，一起合唱銀禧校慶的主
題曲。台上的表演者表演得投入，台下來賓看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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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周年的慶祝活動就在一片歌聲中結束。作為鄧顯人，相信大家都會認同鄧顯的學
生並不只是懂得讀書的一群，更是身藏十八般武藝。同學的成就亦全賴在背後默默耕耘的校
長和老師，一直帶領著學校成為香港有名有實力的中學。二十五年過去了，期待三十周年到
來時，再創另一番新氣象。

師友計劃

　　一如以往，本會今年舉辦了師友計劃，為鄧顯師弟
師妹和一眾舊生加強聯繫。為了加強本計劃的成效，本
會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三日舉辦了師友計劃聚餐。同日
亦有本會修改會章選舉。

　　當天大家在明道堂投票後，聚餐於七時正開始。一
眾導師和學員一邊享用本會準備的晚餐，一邊互相分享
自己的生活經歷，談笑甚歡。學員同導師傾訴他們準備
高考的緊張心情，亦從導師身上得悉社會不同方面的情
況和處理人生問題的心得。於聚餐進行期間，本會進行
了大抽獎，獎品包括超市現金券、USB儲存器等。直至晚

上九時，導師和學員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本會感謝各導師和學員的參與，
尤其要感謝林漢彪老師、陳慧聰老
師、江淑誼老師和一眾幹事的協助，
使活動得以圓滿結束。



校園節拍（節錄）

Campus TV入侵校園

　　我相信不少同學都知道Campus TV(校園電視台)在去年
正式成立，為了加深同學對校園電視台的認識，我們訪問
了校園電視台的台長饒嘉琪老師。希望大家可以對校園電
視台及這位學校新成員有更深的了解。

　　這位校園電視台的幕後大功臣，原來巳經加入我校工
作四個多月。饒老師經驗豐富，她曾在其他學校參與校園
電視台的工作，對校園電視台的工作相當了解。雖然如
此，但這是她第一次參與中學的校園電視台，因為以前她
都是為小學的校園電視台工作，相信校園電視台在饒老師
的領導下，順利運作。

　　被問及校園電視台
成立的目的，她說是希望讓同學透過影像媒體來學習，而
且更想讓同學學習操控攝錄機等拍攝器材，這能令同學接
觸更多的新事物。另外，校園電視台主要的工作是要製作
一些英語節目，令同學輕鬆地學英語。相信同學們也認同
能從這些英語節目學習英語。

　　饒老師說同學們能學會怎樣利用影像表達想法，參加
校園電視台的同學想必能獲益良多。她深感這個時代影像
充斥，例如在巴士上和地鐡站看到廣告，很多事物已變得
影像化，而且同學們想拍攝片段也很方便，只要利用手機
和相機便可。她認為影像已逐漸成為一種語言，所以同學

在校園電視台中學懂操控影像，就如學懂一種語言。

　　不少同學對校園電視台的製作室甚感興趣，於是編輯部邀請饒老
師簡單介紹製作室的設備。在製作室內有不少專業設備，例如video 
mixer（視像混合器）和audio mixer（聲效混合器）。這些設備可協
助直播和混音。相信同學在音樂比賽中已見識過這些設備的功能。而
另一個重要設備則是導演咪，導演在製作室監控錄影的過程，並與操
作攝錄機的同學溝通，選取攝錄的角度和內容。另外，製作室中還有
一部電腦、DVD Recorder和三台屏幕，這些設備都是用作剪輯影片之
用。雖然製作室不是很大，卻五臟俱全。大家若有興趣，可到製作室
參觀。

　　在四個多月中，校園電視台
曾製作不少節目。饒老師指出他
們除了為英語週製作英語節目
外，他們還為學校錄製宣傳片、
早前亦訪問了城市名人盛智文、

在音樂比賽和體育日製作精彩片段。目前有些活動片段還
在剪輯中，日後會陸續完成。她呼籲同學可到校園電視台
的網站回顧這些精彩片段。

　　被問到校園電視台將來會製作甚麼節目，她表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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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賀新春節目，以及開台大典。她坦言校園電視台
未正式「入伙拜神」開台，未有台名及台徽。我們問
及她希望成為台中哪一名高層呢？她笑言想做「低調
高層」，只「為同學服務」。

　　除了英語週的節目外，其他節目如新聞報導、同
學的創意影片等將會推出，同學日後可以看到更多元
化的校園資訊。不過，最大的難處反而是同學們太
忙，沒有時間製作影片。她更表示，如果同學希望拍
攝一些課外活動，也可以向校園電視台借攝影機。

　　校園電視台的節目會否製成VCD，日後公開發售
呢？由於校園電視台是非牟利的，故不會公開發售VCD，加上成本太高，亦不會免費派發
VCD給每一位同學。但如果同學想珍藏某些片段，可以個別到製作室請饒老師借影片給你們
回家燒錄VCD。

　　原來饒老師經常一個人待在製作室工作，但當我們問
及她會否感到寂寞時，她很果斷地回答：不會。記者猜
想，這是由於常常有校園電視台的同學來探望她吧！因為
在短短十幾分鐘的訪問中，已有無數同學進來找過她了。

　　談及難忘經驗，她就提到音樂比賽所遇到的考驗。校
園電視台早在比賽前一天已安置好所有鏡頭，但在當天才
發現無法收錄聲音，原來製作室的系統一直已被安裝公司
「駁錯線」，結果花了個多小時才能順利運作。

　　如果同學想參與校園電視台有甚麼方法呢？饒老師
說：「你們來製作室找我就可以了。我們歡迎喜愛上YouTube看片、拍片、幕後製作的同學
加入。」看到這裡，有同學會問：製作室到底在哪裡？其實就在禮堂後台左邊的地下室。

訪問後感：

　　在回製作室做訪問之前，我們三人一同到紅樹林餐廳吃午餐。一個做校園電視台的老
師，與兩個分別想做電視監製和電影導演的學生，我們由演藝學院談到區雪兒，由區雪兒
談到陳志雲，由陳志雲談到林海峰，由林海峰談到黃耀明。最後，在回校途中，更隨便討
論了一下尊尼特普、歌舞劇及張國榮。對於學校的「爛gag文化」，她也有一套自己的見
解。我覺得饒老師是一個很健談，而且容易相處的人，想加入校園電視台的人不要猶豫
了！快去找饒老師吧！

                                         
           記者: 6B 袁潔玲 & 賴嘉裕



　　首先是掛在禮堂兩旁的巨大「熒幕」，雖然不是高清，但仍
把同學深情款款、壯志激昂的表情一一
攝下。這全賴學校的Campus TV，他們的
工作人員守在每個角落，精煉地切換鏡
頭、調校角度。在show還未開始前，被
攝入鏡的觀衆紛紛對著鏡頭擺造型，惹
得全場哄哄大笑。

　　然後是燈光效果，無論是拿起Mic 
Stand的打燈，還是集體群舞的閃動，都

令Hero / Perfect Man 的舞蹈更加炫燿。再來是熒光棒的揮動，給
于了台上的演唱者、表演者支持，讓人仿佛置身於紅館！

　　把高科技用於今年Music Contest中，令比賽的互動性大增，你
樂、我樂、大家樂。

　　賽事方面，特別一提Instruments的比賽，陳浩加的二胡打破
「千年老二」的僵局，勇奪第一，值得鼓勵，因爲二胡可是不容易操作的中國樂器呢！另外

Choral Singing中，今年掀起一陣素描風，老師的肖像被畫得
維肖維妙。最後獎項由5E奪得，打破中七的壟斷局面，不過無
論如何大合唱最重要的是練習的過程
和台上的一條心，是吧？還有不能不
說Solo的獎座，是有史以來最特別、
最漂亮的，星星的設計配上金、銀、
銅的顔色，看得出學校花的心思呢！

　　表演方面，除了常客——舞蹈
隊依舊美麗的「扇子舞」外，Hero 
/ Perfect Man的再次演出令Music 
Contest達入高潮，他們花了許多精力
去練舞，雖然不是專業的舞者，但每
一個用心的動作都值得令人佩服、喝
彩，最重要的是展示出鄧顯學生不是
「東方書呆子」！

　　明年，待續。

                                                            
特派記者：方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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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的Music Contest加入新鮮內容！



潘校長訪問

校長已於去年學期結束後便榮休，現在齊來聽聽校長的臨別贈言吧！

記︰剛剛過去的二十五週年開放日，同學們都積極參與，又有很多來賓到學校參觀，可算
是十分成功，請校長你分享感想。

潘︰二十五年對一間學校來說，其實是一個相當短的歷史。雖然我們的歷史短暫，但是我
們達到了教育的目的︰為社會培養人才和有用的人。至今我們已培育了愈千名大學畢業生，
不少更擔任專業工作，而在會考及高考亦有十次合格率達百分之一百。作為屋邨學校，我們
成功培育他們各方面的能力，讓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發展，令學生以知識改變命運。另外，開
放日的典禮當然出色，但是最重要是在背後有不平凡的意義。在典禮上有不少貴賓到來，包
括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太平紳士、北區民政事務專員黃宗殷太平紳士、北區區議會
主席劉天生先生和各團體代表及政協會員等，可說是對學校是一個很大的認同，代表學校有
成績。我在此亦要多謝家長的努力以及校監的支持，如果沒有他們，學校不會辦得這樣有聲
有色。

記︰在鄧顯的二十五年裡，哪一件事令你最難忘？

潘︰很多年前有一個學生，在開校初期，她因未能在某中學原校升讀中四，被派進鄧顯就
讀。開學三個月，她就向我要求退學，原來她家境非常貧困，要全職去賣點心、做侍應來幫
補家計。在退學數個月後，她寫信告訴我她想繼續讀書。於是我安排她在翌年再入讀中四，
這次她很用功，刻苦學習，雖然根基不穩，但是憑著決心和努力，在會考得到1A3B的成績。
但當她剛升上中六時，她姐姐想跟她一樣重新讀書，而要她挑起養家的擔子。受到姐姐的
壓力，她又產生退學念頭，但是經過我們的勸告後，為了前途，她決定繼續讀書。生活費方
面，我們有老師以自己的一部分工資來資助她的生活，道教聯合會每月亦有少量金錢給她，
她自己又跟低年級的同學補習，賺取生活開支。在高考，她得到了好成績，順利入讀香港大
學。她很有氣節，在高考完畢後，不像其他學生般玩樂，同時做多份兼職，在開學前已將老
師及道聯會所借的金額全部歸還。這件事和這位學生真令我畢生難忘，令我知道學校和教育
工作者可如何正面地影響他人生命。她在十五週年校慶時回校致辭，分享自己的經歷，勉勵
一眾師弟妹。她現在已成為教師，春風化雨地去影響學生。

記︰你認為鄧顯學生有甚麼可以改進的地方呢？

潘︰我認為一般來說，同學有三方面可以改進。第一是要多說英文。香港是一個國際都
會，能夠好好掌握英語才有競爭力，但是同學大多都很少說英語，此外，掌握好兩文三語也
很重要。第二是應多些參與社會事務，認識社會，擴闊視野，令目光更遠大。最後我認為同
學應該更主動去學習，發掘自己的興趣，多些去思考、解決學習上的困難。要有自主學習的
能力才可以有創意思維和解難能力。

記︰很多人都會以一些偉人或者有成就的人作為榜樣，向他們學習。校長你又有沒有以甚
麼人作為模範呢？

潘︰有，我一直都十分尊敬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出生在帝制時代。放棄行醫，而投身革
命，建立新中國，十分偉大。首先，他有偉大的氣魄，在民族幾乎被顛覆的時候，犧牲自
己，投身革命以成全國家；為追求民主富強的目標而被人追殺，仍然義不容辭。其次，他的
思想帶領中國前進，他提出了三民主義，指示中國的發展路向。孫中山先生被人尊稱國父，
實在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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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你退休後有甚麼計劃呢？

潘︰首先會充分休息，多做運動，調養好身體。其次會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例如看書，既可
增長智慧，又可保持對社會的認識。另外，我也會回饋、服務社會，一來退休後生活比較清
閒，二來自己又有能力，所以會主動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記︰在退休前，校長有沒有甚麼勉勵的話想跟同學們說呢？

潘︰我希望同學能夠抱有終身學習的精神，這樣才可以在社會上生存，因為現今的香港是知
識型經濟的社會，如果不終身學習，會很難跟別人競爭。另外，我希望同學都有自己的原則
和理想。我相信同學們若果能夠百折不撓地實踐自己的理想，愛己愛人，一定可以活出精彩
美滿的人生，即使沒有大成就，也可以有小的成功，至少可以一天比一天進步，那已經十分
不錯了。

記︰多謝校長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希望校長退休生活愉快！

潘︰潘萱蔚校長
記︰　6A 李健熙

6B 鄧頌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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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友校董部分會章修改
　　根據教育局規定，學校須成立法團校董會，其中由校友出任校友校董。為配合有關規定，本會
於一月十二日晚上六時三十分至八時舉行了會章修改投票，六十三人出席，五十三票支持，一票反
對，是次修改得以通過，內容為：

1. 第二章第六條第一項由「曾於母校就讀」改為「母校的所有校友」；
2. 在第八章第三十條加入「只有母校的校友可選出或成為本會幹事」作第一項；
3. 在第八章第三十條第七項前加入「選舉制度是公平及開放透明的」。

　　謝謝各舊生對是次會章修改支持，日後本會將可通過選舉選出校友校董，讓舊生進一步參與母
校事務。

有興趣成為幹事嗎

　　舊生會幹事每任為兩年，而我們這內閣的
任期亦將於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完結。謝謝各舊
生對本會的支持，使每一個活動皆能順利完
成，讓一眾老師、舊生能更多機會相聚，保持
和母校的聯繫。至於本會一切能未能盡善盡美
之處，謹請各舊生見諒。

　　本會現誠邀　閣下為舊生和母校出一分
力，加入本會，成為幹事。　閣下可以個人名
義向本會提出，亦可按本會網頁所列會章，組
織內閣。請　閣下加以考慮，如有興趣，請於
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前以電郵通知本會
(alumni@tanghin.edu.hk)，以便本會作進一
步安排。

詹志勇 主席

許畝誠 內務副主席

劉美祺 外務副主席

方恩庭 秘書

李詩蓓 秘書

周淦輝 財政

鍾雨橋 聯絡

麥志樑 聯絡

蔡青儀 福利

余碩標 福利

顧問：
陳慧聰老師
江淑誼老師
林漢彪老師
袁雲聰老師

李仁傑 宣傳

馬哲沁 宣傳

廖歡容 康樂

張靖雯 康樂

蔡富榮 技術支援

姚文俊 技術支援

舊生會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