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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家書（37）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上星期六的下午，在本校禮堂，舉行了宣道中學和本校兩隊紅十字會青年團聯合的宣

誓典禮。我應邀擔任主禮及致辭： 

 

多謝各位撥冗蒞臨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第 196及第 197團的聯合宣誓典禮。看見兩間學校的同

學穿起制服雄赳赳有自信地站立，很是感恩。穿制服是一種學習，學習你是屬於這個群體，要

忠誠地向這個群體負責，聽從上級的指示，為別人服務。「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是一種高尚

的捨己為人精神，意思是人生的焦點從「為自己」轉移到「為他人」，並為大眾作出貢獻。 

 

香港紅十字會本著人道理念及志願服務的精神，致力「保護生命」、「關懷傷困」和「維護尊

嚴」。感謝香港紅十字會青年發展服務處對學界的貢獻，歷年組織了不少的活動，致力促進青

少年人相互的了解和尊重，發展同學個人的潛能，透過傳播紅十字會的人道精神，教導我們服

務社群，讓各位同學能身體力行去學習保護別人的健康和生命，將來一天，冀學業有成之時，

可以一展抱負，把所學的貢獻社會，服務人群。 

 

我恭喜今日參與宣誓的同學，因為你們有承擔，犧牲了舒適的時間，學習如何為他人生活。聖

經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透過幫助人而使別人受益脫困，這種快樂比起美食、

打機和煲劇所換取的快樂更快樂，理由是：這是建立在更有意義的層面中。各位同學：當你們

彎下身為你們不認識的人無私包紮的時候，神在暗中察看，必會欣然歡喜，稱讚大家的好行為；

願神賜福你們！ 

 

 希望同學藉課外活動，體會服務別人的意義和樂趣。本年仍是斷續上學之年，除了以

上紅十字會的活動外，老師仍能在有限的空間中，培訓及帶領同學參與不同的活動，展其

所能，今年同學的收成如下： 

 

獲獎活動/比賽名稱項目 主辦單位 獲獎學生名單及獎項 

黃廷方獎學金 202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4B 陳咏琪 

向老師致敬中文徵文比賽 2021 敬師運動委員會 冠軍：2A 張雅莉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1）

粵語散文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優良：1A黃紫瑩、1B 梁洛僮、1B曾紫

晴、1B謝芷晴、1B 李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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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1)普

通話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優良：1A薛雅琳、1C陳盈縈、1C吳梓

境、1D王政熹、3A陳佩欣、3A董莫凡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21)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Boys, 1st runner-up: 

5D Po Boris Long Ching 

UNESCO SDGs Debating Competition 
UNESCO Hong Kong 

Association 

Champion in CMI Form-six division: 

6C Kwok Wan Ying, 6D Wong Lok Chi 

Salma, 6D Wong Lok Sze Lavanda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Tsung Tsin College 

Champion in each form: 

1D Chan Wing Yu, 2A Lam Kwan Ching, 

3D Cheng Chi Hang, 4D Tsang Kam Kit, 

5B Ip Siu Chung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三等奬：1D吳柏琛、2D羅浚銘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銀奬：1D吳柏琛 

銅奬：1D黎少樺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2 Mathconcept Education 銀奬：1D吳柏琛 

中學辯論比賽「鄧宗偉盃」 西北聯青社 

隊際八強：4C 張証溢、5B 蕭皓恩、2B 

黃穎琳 

最佳辯論員：2B 黃穎琳 

學界辯論賽負方賽 香港學界辯論聯會 最佳辯論員：5B 蕭皓恩 

「星佑盃」全港中小學 2021-2022 中

文粵語辯論友誼賽 
星佑教育 

勝出隊員：1A 姚芷萁、4C 張証溢、5B 

梁希兒、5B 蕭皓恩 

香港辯論超級聯賽 香港辯論超級聯賽 最佳辯論員：5B 蕭皓恩 

聯校新秀辯論賽 聯校新秀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5B 蕭皓恩 

第二屆香港中學辯論賽 香港演辯總會 最佳辯論員：2A 李卓妍 

2021香港中學 IT 知識網上挑戰賽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李惠利）資訊科技系 
銀獎：4C 梁柏曦 

2021/22年度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田

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丙組 800米亞軍：1B何梓謙 

男子甲組 200米季軍：5A李韙希 

2021/22年度屯門區校際 

乒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殿軍：5A溫尚哲、5B 葉凱光、

5C陳曙傑、5C傅卓謙、5C廖梓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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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 

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冠軍：3A郭天泳 

第 36 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新界區體育總會 女子公開組 200 米蝶泳季軍：3D 劉靜渝 

傑出中學生選舉 香港崇真會 3D 陳嘉怡、5D穆世培 

健康軍團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嘉許狀：5B 梁希兒、4A 文澤基、4B 賴

彥情、4C陳婉君 

ABCD 創新概念比賽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優異：5D曾翠兒 

第八屆浸會電影學院種子計劃  

數碼短片創作比賽 
香港浸會大學 特別表揚獎：5C羅雋晞 

《Mirror 肖像畫繪畫 2021比賽》 香港民創薈 銀獎：3C黃藴熙 

「網絡陷阱花樣多，網上行為要穩妥」

GIF 圖設計比賽 

政府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

心、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

調中心、香港警務處 

優異獎：6B 盧曉琳 

2021-2022 《手機短片拍攝比賽 》  衞生署 

最受歡迎手機短片獎：2A梁詩亭 2B任

卓知 2D 陳宛翹 3C黃寶妍 3D 胡嘉晴 

優勝獎：2A梁詩亭 2B任卓知 2D陳宛

翹 3C黃寶妍 3D胡嘉晴 5A卓文麗 5A李

韙希 2A陳浩銘 2B黃鈺沁 2D 鄧皓樑 

2021-2022理想崇真人獎勵計劃 本校 

金獎：2B陳欣喬 3D陳嘉怡 3D邱美慧 

銀獎：1C陳凱喬 1C黎梓琳 3A陳佩欣

3B梁善茹 3C黃寶妍 3D伍樂情 

銅獎：1D吳柏琛 3D 李愷翹 3D胡嘉晴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黃章：88 位同學獲基本級獎章（名字恕

不盡錄） 

 

特此表揚及恭喜上述同學獲得優異成就，亦感謝老師們在極艱難的環境下迎難而上。

今年中學文憑試同學的收成也很豐碩，最高分數 6 科 35 分（5**+5**+5*+5*+5+4）。祝

願各位中六的同學有美好前程。中學階段只是人邁向未來的一個中轉站，人生的可能性很

多，同學步入大學／專上學院，要繼續努力學習，敬畏神，謹慎自守，遠離惡事。「你要

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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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轉眼十年。英語外藉老師Ms. Andrews 已年屆退休之齡。她在校園中，曾

舉辦了很多有趣的英文學習活動，深受同學歡迎，她亦一手成立了三樓的 English café，成

為培訓同學英語朗誦、話劇和辯論的場地。臨別不捨，她這樣勉勵各位同學： 

 

It’s almost time to say farewell to you, my beloved school. After ten rewarding years of teaching here, 

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part of your lives. Our principal, and both teaching and non-teaching 

staff, have been so kind; so supportive. My message to you, our students, is this: TRUST, TRY, FAIL 

and FLY. Without failure, how can you learn and grow? Our greatest lessons come from our biggest 

mistakes. I realize that Hong Kong culture does not encourage failure, but I do. My classes have been 

all about gaining confidence despite your fear of speaking to me in English! Trust yourself to achieve 

your dreams. Keep trying, keep failing and eventually you will fly. Aim high, then higher! Small 

efforts repeated over time will reap the rewards. NEVER give up on that which stirs your heart and 

makes your soul sing. I shall miss you all dearly. 

  

 另一位即將退休的老師是黎志誠副校長。黎副校 1988 年入職，1992 年隨學校由深水

埗遷至屯門，在本校工作共 34年。臨別依依，他也留下一番話送給我們： 

 

「人生相聚兩依依，人生聚散終有時。」（南懷瑾）在崇真書院教學的 34 年期間，感謝校長、

老師、家長和同學的愛護、鼓勵和支持；感謝神的帶領，我將退休後前往他方進行福音工作。

即將離開崇真書院這個大家庭，真有依依不捨之感，正如詩人所言，「人生聚散終有時」，無

論有多麼不捨，也需要學習「放手」，在此與各位告別。我勉勵同學，要努力求進，慎思明辨。

祝願崇真書院，揚愛興學，桃李競秀，同頌主恩！ 

 

 感謝兩位老師過往對學校的貢獻，我代表學校仝人祝願他們退休快樂，生活愉快。      

      

暑假將至，同學在家消暑之餘，不要忘記總結及反思這一年的學習；若自覺有不足之

處，正如Ms Andrews 及黎副校所言，「失敗」有時是好東西，我們須努力改進，繼續嘗

試；若已有一定的成果，不要自滿，自我要求要更高一點（Aim high, then higher!），不要

辜負父母和師長的期望！ 

 

區國年校長 

二零二二年七月廿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