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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校 

長 

的 

話 

             我的生涯規劃             馬玉娟校長 

近幾年，學界冒起了一個叫「生涯規劃」的名詞，其實這並不是

一門新的學問，一直以來，我們稱為「升學及就業輔導」，只是「生

涯規劃」所包含的意義更廣更深。就讓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涯規

劃吧！ 

有一天一位學生問我：「校長，妳從何時開始想當老師的呢？」我

答不上，因腦海裡面實在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藍圖。依稀記得在小

學時，我總愛找來一群小伙子，著他們扮學生，我扮老師，我滿

有自信的當著我的「學生」指指點點，又學著老師批改學生「課

業」。我覺得這很有趣又很有滿足感，對未來的期盼相信就在這裡

萌芽。 

中學時期，我沒有把當老師看成我唯一的目標，我只會把我當前

要務認真辦妥。說真的，我心裡明白若不努力學習，實在談不上

未來夢想。中三升中四選科大概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文組、一是

理組，在了解自己的能力及興趣後，我選擇了文組。當時地理科

老師常常要求我們繪畫自然地貌的形成，包括河流、海岸、山脈

及岩石等，她又安排野外考察，我開始欣賞大自然的美，每種地

貌都經過獨特的形成過程。我漸漸愛上這個科目。 

我與同窗好友捱過了高級程度會考，我在大學選科表上選了地理

系，最後順利入讀，三年大學生活讓我學懂自主學習，在地理專

業領域上不斷探索，我常常問自己，我想做甚麼？我能做甚麼？

我既喜愛這科，我能與別人分享嗎？就這樣，我選擇了當教師，

把我喜愛的學科與學生分享。在過去的二十多年教學生涯，我喜

歡與學生談石頭、講自然景觀。於是有學生從武漢帶來了一塊黑

漆漆的煤給我，又有學生從台灣帶來幾塊奇形怪狀的石頭給我，

然後又有學生不斷傳來他到不同地方考察的照片。我現在可以告

訴你，當教師是我的理想，當上地理科教師更是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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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整個求學階段所接受的升學輔導極少，沒有老師帶我們看過

外面職場的運作，接收升學就業的資訊也很有限。可是，現今社

會變化萬千，學生更應走出教室，登高望遠，於是，我們設計及

推行了校本生涯規劃活動「樂遊人生」，包括中三級的「職業達人」

與「遊‧歷」行業探索，中四級的「生命之旅」，中五級的「我的

路」及中六級的升學及就業小組輔導等，這些活動的目的是希望

同學用心籌劃自己的前路，不放棄自己的人生。於我來說「生涯

規劃」就是在人生歷程裡，自我省察、自我發現，以至追求理想

的過程。檢視自己每個階段的景況，欣賞自己的強項，接受自己

的弱點，知所進退，同時勇於探索周遭環境的實況，一步一步走

出屬於自己的人生路，實現理想。 

今天我回學校象山堂，有一位舊生說他真的很後悔當年沒有好好

讀書，今天要努力追回以往失去的。我對他說不要緊，很多人也

有「滯後醒覺」的情況，只要此時此刻，立定志向便是了。 

最近我正閱讀一本書，書名是《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總和》，內容提

到馬丁‧路德‧金說過的話：「如果你不能飛，那就跑；如果你不

能跑，那就走；如果你不能走，那就爬。無論如何，都要繼續前

進。」各位同學，你有這種志氣嗎？你也可為你的人生劃出彩虹！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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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本學年快將完結，第二學期考試將於 6 月初進行，期望家長勉勵子女

專注溫習，積極預備考試，以獲理想成績。暑期將至，請 貴家長留意以

下事項： 

一.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我校自 2010年起推行明才暑期培育計劃，因應不同級別學生的需要，

加強基礎學能培訓和課業輔導，今年暑期仍實行有關計劃，計劃涵蓋

如下： 

1. 各級加強基礎課程  

本課程目的是加強各級學生基礎學能培訓。對於學業表現稍遜而

獲准「有條件試升」的學生，學校會就他們在課程中的學習表現

再作評估，以決定他們是否需要留級重讀。此外，凡因成績欠佳

而須「留級」學生亦須參與課程。 

2. 中六級進修課程 

     中六級學生來年須應付中學文憑考試，下年度的文憑試將於 2016

年 3月開始舉行；因此，學習時間緊迫。本課程可讓師生有多些時

間共同做好應試準備。 

3. 中一新生銜接課程 

為使中一學生盡早適應校園生活，本校以「認識中學校園．體驗群

體生活」為主題推行多項活動，本校部分學生將被揀選作活動大

使，協助推行活動，讓學弟學妹融入本校大家庭。 

  有關計劃將會於 8月 17日(一)開始，為期兩周，以上提及的學生均

須參與。各項詳情稍後公布，懇盼各位家長大力支持。如有任何疑問歡迎

致電本校，向馬威雄副校長垂詢。 

二、高中不必收學費，高中繼續收取堂費 

  教育局已於 2008/2009學年開始，在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免費高中教

育。 故本校高中學生(中四至中六)不用交學費。 

  在校本管理的精神下，學校在管理校務和運用資源上享有更大的自主

權及靈活性，因應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提供優質教育。學校需要運用堂費

的收入以支援教育開支；本校向高中(中四至中六)學生一次過收取每年 310

元的堂費；清貧學生的堂費將可申請豁免，若有困難，可向學校提出。本

校將審慎評估收取堂費的水平及監察開支，以確保資源得以善用，符合成

本效益。若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學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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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健康的暑假生活 

  7 月 13 日為暑假之始，請  貴家長留意子女在暑假期間的日常生活，

應該作息有時，參與健康活動，避免誤交損友，習染不良嗜好，甚至作出

違法行為。根據警方指引，同學不應到網吧、桌球室、遊戲機中心等地方。 

  請留意子女的髮式，切勿梳剪標奇立異的髮型，亦請勿容許子女染髮。

請預早備妥夏季校服，以免於復課時，校服髮式有違規定。同學應養成守

時習慣，於開學日準時回校。 

馬玉娟校長 

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學 

與 

教 

一、恭賀以下同學參與本年度校際音樂節第二輪獲得獎項： 

 

1B 

1B 

1B 

2A 

2B 

2B 

2A 

2B 

2B 

2B 

3D 

4B 

5E 

6B 

2A 

2B 

4B 

合唱團 

何伊凡 

何詠琪 

陳海盈 

劉思慧 

周佩凝 

王迪淋 

石硯琴 

曾映善 

周佩凝 

沈佳怡 

曹智邦 

袁致維 

李堃 

王詠瑩 

石硯琴 

簡子殷 

中西彩雅 

教堂音樂(14歲或以下)-中學合唱隊-中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中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英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英文  

女聲獨唱(14歲或以下) – 英文 

女聲獨唱(16歲或以下) – 中文 

男聲獨唱(19歲或以下男中音/低音)–中文 

男聲獨唱(19歲或以下男中音/低音)–中文 

男聲獨唱(19歲或以下男中音/低音)–中文 

女聲獨唱(19歲或以下男高音)–外文 

鋼琴獨奏 – 四級 

鋼琴獨奏 – 五級 

高音木笛獨奏(19歲或以下) 

第三名(季軍)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二、恭賀以下同學參與本年度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比賽獲得獎項： 

5B 陳宇豪 金獎 5B 鄭梅婷 銅獎 

5B 林靖 金獎 5B 高婷 銅獎 

5A 劉燚賢 銅獎 3A 陳輝 銅獎 

5A 楊連城 銅獎 3A 鄭子文 銅獎 

5B 陳曉雯 銅獎 3A 施藝璇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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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恭賀以下同學參與香港仔坊會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合辦之全港青 

少年徵文比賽獲得獎項： 

     5B 陳曉雯    高級組 冠軍 

     5A 施暖暖    高級組 優異獎狀 

四、恭賀以下同學參與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獲得獎項： 

(初中組) 

1B 何伊凡    優異獎狀 

2A 張卓斐    良好獎狀 

3A 方夢婷    良好獎狀 

3A 施藝璇    優異獎狀 

(高中組) 

4E 石煒      良好獎狀 

4E 李宇峰    良好獎狀 

 

五、有關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 

  本屆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將於本年6月23日(二)、24日(三)

舉行，全體中三級學生必須依時參加。本校現正加緊於中、英、數科

為中三級學生進行培訓，請各位家長督促 貴子弟遵從老師指導，努

力以赴。亦請留意本年6月26日(五)為該考試之後備日，若因特殊事

故，教育局宣佈6月23日或24日之有關筆試停止舉行，則需於6月26日

後備日舉行筆試，詳情以教育局通布作準。 

資源 
策劃 
與 
管理 

圖書館將於 6月進行盤點，相關事宜如下： 

 由 5月 21日（四）起，所有借出圖書的歸還期限為 6月 4日（四）。 

 學生於 5月 29日（五）後不得借閱圖書。 

 圖書館於 6月 5日（五）起開始閉館，下學年重開。 

成 

長 

支援 

初中成長教育組 
2015/16 及 2016/17 午膳飯盒供應商甄選：  

  路德會「協同資源中心」經先行考察及研判供應商之往績

及現況，邀得四家信譽良好者 (丹尼、漢莎、原美、維他天地) 

於本年 3 月 5 日舉行說明會，向各屬校之校長、教師及家長代

表詳細介紹其服務內容及優勢；其後再安排各校代表參觀供應

商廠房或試食，了解其實際運作情況及產品質素；最後公投選

出德國漢莎膳食服務 (中國)有限公司於 2015/16 及 2016/17 兩

學年成為各校之午膳飯盒供應商，飯盒價格為每盒港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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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委託路德會「協同資源中心」為本校統籌午膳之訂

購程序，以能更有效處理學生午膳安排。 (有關安排詳情將另

發信函)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1. 本校同學參加新界地域校際賽艇錦標賽，取得以下成績： 

 3D曹智邦同學奪得男子乙組 2000米冠軍 

 3A林錦豪同學奪得男子甲組 500米季軍 

 3A林錦豪、3D陳家榮、4D陳雨航及 4D林家財同學奪得 

男子甲組 4X500米接力殿軍 

 3D葉嘉敏同學奪得女子乙組 500米第五名 

 男子甲組團體第六名 

2. 本校同學參加新界地域校際射箭錦標賽，取得以下成績： 
 1D林宇榮同學奪男子丙組第 10名 
 4A林俊津同學奪男子乙組第 16名 

 
3. 聯校跆拳道比賽，本校取得以下成績： 

 男子組全場總亞軍 
 4E陳佳煒 奪單人套拳冠軍、雙人套拳亞軍、61kg搏擊冠軍及

男子組最佳運動員 
 5D張梓傑 奪 61kg 搏擊亞軍 
 5D趙天樂 奪單人套拳亞軍 
 5D劉俊羲 奪雙人套拳亞軍及 54-58kg搏擊亞軍 
 

4.  請各同學於試後活動期間按時回校進行各項活動，沒有安排活動
的班級不用回校，詳見附件 1。 

 
5.  八月份將舉辦不同種類的其他學習經歷短期課程，有興趣的同學

可向鄒偉業老師查詢及報名，請各同學善用餘暇，好好充實自己，
發展各項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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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26/5(二)至 9/6(二)  開設試前溫習班，請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2.10/6(三)至 19/6(五) 第二次考試，請留意已隨第 127期《橋樑》

派發之考試時間表。 

3.20/6(六) 端午節假期。 

4.22/6(一)、25/6(四) 各級核對試卷，至下午 1:00放學。 

5.23/6(二) 

 

6.23/6(二)至 24/6(三) 

2C、2D 班科學參觀活動。 

集誦隊戶外學習日。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考試時間見第

127期《橋樑》)，所有中三同學必須出席，

不用留校午膳，下午不用回校。 

7.24/6(三) 

 

8.26/6(五) 

 

9.26/6(五)至 12/7(日) 

10.29/6(一) 

 

 

11.30/6(二)至 2/7(四) 

2A、2B 班科學參觀活動。 

與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中三級 TSA 後備日/班際活動及高中全方位

課節簡介及選科(中三級)。 

美國福音及文化體驗交流團。 

各級核對成績資料、初中級生日會、高中全

方位課節選科及撰寫自述工作坊。 

旅遊與款待交流團。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5/6 周會︰宣明會 
2.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美國文化交流團 

日期︰26/6(五)至 12/7(日) 

目的地︰美國科羅拉多州（Fort Collins, Redeemer Lutheran Church） 

主辦單位︰本校及 Redeemer Lutheran Church 
學生名單︰ 

張絲瑩 3A   梁杰文 4C 

李敏兒 3C   黃廣源 4D 

丁永康 4A   鄭承昌 5C 

江紀賢 4B   

象山堂教友︰陳藝敏姊妹 
領隊︰梁貴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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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1/7(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2.6/7(一) 

3.6/7(一)至 8/7(三) 

結業典禮暨崇拜，派發成績表。 

聯校福音營 

4.7/7(二) 舊生註冊日，中一至中五級學生須帶備留位意

願回條回校註冊留位。 

校長、主任接見各級暑期輔導班家長及學生。 

5.9/7(四)至 10/7(五) 新學年中一新生註冊日，本校部分同學參與迎

新服務。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3/7  暑假開始，請  貴家長留意同學在暑假期間的行為，應該作息有時，生活健康，

避免誤交損友，習染不良嗜好，甚至作出違法行為。根據警方指引，同學不

應到網吧、桌球室、遊戲機中心等地方。請留意同學的髮式，切勿梳剪奇特

的髮型，亦請勿容許同學染髮。請預早備妥夏季校服，以免於復課時，校服

髮式有違規定。同學應養成守時習慣，於開學日準時回校。 

其他 

學習 

支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6/7(一)至8/7(三) 路德會聯校福音營 

2. 6/7(一) 結業禮崇拜 

    

 

8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7/8(一)至 28/8(五)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 

 17/8(一)至 21/8日(五)：中一新生及所有中六學生均須出席。 

 24/8(一)至 28/8日(五)：各級成績欠理想同學及所有中六學

生均須出席。 

*上課時間及詳情將於 6/7(一)派發之家長通函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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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學生成長支援(輔導)組將於八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八月 

17-28/8 明才暑期培育計劃(中一) 

21/8 中一新生家長會 
 

其他 

學習 

支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 8/8(六)至17/8(一) 國際文化校園—美國路德會聖靈堂到訪本校 

2. 12/8(三)至14/8(五) 國際文化校園—暑期英語聖經班 

主辦單位︰美國路德會聖靈堂及本校合辦 

詳情容後公布。 

    

 6、7、8 月份家長備忘 

1. 請留意第二次考試時間（10/6(三)至 19/6(五)），督促 貴子弟溫習課業，

準備考試。 

2. 20/6(六)和 1/7(三)為學校假期。 

3. 8 月 17日(一)明才暑期培育計劃開始上課。 

六月金句：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１０：１０下》                                                         

七月金句：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４６：１》 

八月金句：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林後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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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試後活動日程表（2014 – 2015） 

日期 回校班級 回校時間 離校時間 活動內容 

22/6(一) 全校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23/6(二) 中三級 上午 8:10 中午 12:00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 

中二級(2CD) 上午 10:30 下午 12:00 中二級科學參觀活動(西貢蕉坑) 

集誦隊 上午 9:00 下午 6:00 集誦隊戶外學習日(海洋公園) 

24/6(三) 中三級 上午 8:10 下午 12:30 全港性系統評估 (英、數) 

中二級(2AB) 上午 9:00 中午 12:00 中二級科學參觀活動(西貢蕉坑) 

相關學生 上午 9:00 下午 1:30 與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美孚盈暉家居城) 

25/6(四) 全校 上午 8:10 下午 1:00 核對試卷 

26/6(五) 中三級 上午 8:10 下午 12:30 全港性系統評估後備日 

高中全方位課節簡介及選科 

中三級班際活動 

26/6 – 12/7       美國福音及文化交流團 

29/6(一) 全校 上午 8:10 中午 12:00 各級核對成績資料 

初中級生日會 

高中全方位課節選科及撰寫自述工作坊 

30/6(二) 學生不用回校 升留級會議 

30/6 - 2/7 旅遊與款待交流團 

2/7(四)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2:30 乘風航分享會 

暑期活動巡禮 

才藝表演 

結業禮彩排 

福音營營前簡介會 

3/7(五) 中五級及有關

學生 

上午 8:40 中午 12:00 中五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 

中五級職業興趣測驗 (C.I.I.) 

6/7(一)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2:00 結業禮      

派發成績表 

接見留班生及有條件試升學生及家長 

6-8/7             聯校福音營(烏溪沙青年新村) 

7/7(二) 全校 上午 8:40 中午 12:00 舊生註冊日 

接見留班生及有條件試升學生及家長 

警方講座 

8/7(三) 相關中一學生 上午 8:40 下午 5:00 活動日：「防罪禁毒齊參與」–參觀活動及工

作坊(懲教博物館及民航處) 

9/7(四) 相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10/7(五) 相關學生 上午 8:30 下午 5:00 中一新生註冊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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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我的中學回憶》 2014 6C 袁海勝 

再見……什麼時候再見面？ 

仍記得畢業時，離別那刻的感受嗎？還記得畢業那年，最後一天回校的那天，

總是最難忘記的……身邊每個同學紛紛向青春告別，流下那滿腔熱淚，與過去的中

學生活揮手。當下的感受好像失去很多，也許，甚麼也沒有失去。 

剛畢業的首年，很多同學的新生活也穩定下來，升學的、就業的，無一不例外，

步伐也隨著時間繼續運行。往日不懂事的小孩，在走廊、操場、課室奔跑的時光仍

舊如昨天般清晰。中五那年，一個膽小怕事的小孩，因為不想碌碌無為地度過校園

生活，決心改變自己。向自己社團提出申請社長職位的要求！唯有挑戰，才能改變

自己。結果真的如他想像般一樣，成功擔任了社長一職。 

毫無任何領導經驗的他，剛開始亦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依靠自己平常與人相處

的技倆，與社導師、社幹事開展了那年的活動。過程雖然艱辛、難過，但付出的汗

水並無白費。大家應該也猜到，這位膽小怕事的小孩，正是我了。 

中五那年的轉變太多了，由我及認識多年同學組成的樂隊參加了「明才」一年

一度的校際音樂比賽。「The New Novice」，這是它的名字。仍記得排練很長時間的

練習，幸好最後進了決賽。還記得決賽那天，在禮堂裡，很多觀眾在台下，那次也

是我面對最多人的演出，很害怕……擔心……但我知道能夠站在台上是多麼不容易

的事。那次演出的榮耀，屬於整個樂隊的每一位，同學們向著我們歡呼，支持我們

的聲音，至今仍回響在耳朵裡。在才記的每年，有淚水、有汗水、有付出、有著我

與同學的回憶。很幸運能夠在才記留下種種回憶…… 

這個充滿歡樂回憶的地方，記錄著每個人的笑臉，如果能重來一次，我仍會毫

不猶豫地回到這個校園。 

回憶中的這裡，發生過不少人和事，老師授予我們人生態度，細聽著我們的心

聲……近年來，當我回到充滿藍天笑臉的校園，發現回憶裡的事物經已改變，腦海

裡的笑臉、操場流過的汗水、早上集會時的隊列、禮堂里的崇拜，一切的感覺變得

不一樣了，可能這便是離開的心情，流逝的不只有時間，還有我的步伐，消失在「才

記」這裡…… 

過去的，雖已不復返，但作為師兄的我，對未來的師弟妹有一句說話：「別讓

自己留下太多憂心的情緒，好好享受校園時光，把握能擁有的時間。」沒能留下什

麼痕跡，只能在老師的回憶裡加些點綴。我喜歡校園里的一切，包括「才記」每寸

角落，這裡像一個大家庭，即使不是每個人相知相識，能夠認識到這地方，的確為

我人生又寫下美好的一頁。 

（筆者於 2014年畢業，中五時為約翰社社長，現職機場地勤。）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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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壯好作為》  方華 

先說一個故事。一九三Ｏ年代間，美國一家工廠運送一台機器到日本。一個月

後，廠方收到買方的電報，說是機器失靈，要求派員前往修理。於是廠方派出人員

到了日本，他卻沒有機會馬上修理機器。日本方面看到來人，就立刻發了另一份電

報到美國︰「來人太年輕，請派年長的。」廠方回電︰「最好用他，機器是他發明

的。」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幽默；另一方面，我太熟悉小子不被看

重的文化傳統了。我們從小就被人訓斥︰「小孩子懂甚麼！別亂說話。」還有，「嘴

上無毛，辦事不牢」。年輕人的衝動、冒險、追求理想等等在我們成長的文化中，

負面意義一般較高。當然，科技急速發展，年輕人頭角嶄露的例子比比皆是，不過

離開技術層面，傳統思想的深層影響仍然是無處不在。 

曾經有這麼一位年輕人，成長於單親家庭，由外祖母及母親養育成人。在他們

的民族文化中，40 歲還被視為小子，更何況他是混血兒，應該不容易獲得首肯。但

是，有一位大人物看中了他，也聽聞他的品格很好，有很好的聲譽，於是挑選他當

助手，要帶著他去跑江湖。他母親沒有捨不得，讓他跟隨師傅出去了。師傅教會他

很多東西，跟隨師傅周遊列國也令他飽受磨練，年輕人漸漸成了獨當一面的領袖。

後來師傅受迫害，正打官司，寫信給他，諄諄囑咐︰「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

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四 12）年

輕人名叫提摩太，他的師傅是鼎鼎大名的使徒保羅，第一世紀的偉大佈道家。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憑的是甚麼？不是一廂情願「要有自信啊」這類虛浮的

鼓勵，師傅的教導是要自律，要有自我要求，要在品格上純全正直，成為別人的榜

樣。這忠告行起來一點不容易，但卻非常中肯踏實。是的，尊重不是因角色而來的，

而是贏取得來的。作領袖不是因為你坐上了領袖的位置，而是你的表現令人信服，

因此人願意與你合作。 

所謂英雄出少年，不重視年輕人的社會必然發展得慢。但是使徒保羅對年輕人

也不是沒有要求，他的勸告是：年輕人不可自輕自賤，要刻苦－－不是世俗所謂的

追求卓越，而是高度重視品格的鍛鍊。望子成龍的父母，最好對保羅的忠告三思。 

不要輕看任何人，無論他是老人抑或小子，真正的原因是因為造物主並不厚此

薄彼，而是看重每一個人。對於年輕小子，上帝早已看到他們內在的特質，他們的

許多可能，正如從種子已看到將來的果實。我們又怎可妄自菲薄呢？ 

(文章引自《中信月刊》二零一四年 9月號) 

信仰文章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