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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呂恒森校長—「盡力、無悔、不給自己設限」
春去秋來，物換星移，本學年學校迎來了一位新校長⸺呂恒森校長。在忙碌的早上，我們有幸能邀請到呂校長進行專訪。
踏入校長的辦公室，瞥見書桌上堆積著滿滿當當的文件，不難看出校長對工作的認真與熱誠。

新環境 新挑戰

呂校長本學年履任本校校長一職，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學年中，他是如何適
應新的工作環境？第一天見到校長是在
學校的大門，雖然口罩遮蓋了他臉上親
切的笑容，卻掩蓋不了他對學生的熱情。
校長每天早上都會站在學生們的必經之
地⸺學校大門前，跟每一位同學親切
地說聲「早晨」，既溫暖又窩心。日子久
了，大家與校長自然熟絡不少。那麼，
校長對沈中的印象又是怎樣的呢？校長
表示雖然現時疫情依然，但亦感恩每天
都能夠在校園裡與老師和同學們相處，
加深彼此的認識和了解。而最令校長喜
出望外的是學生的表現，不論是上課表
現還是在校外取得的佳績，都令校長對
同學們有著相當好的印象。此外，學校
在學期初安排了一共 �� 場的家長簡介
會，這不僅能令家長更了解子女在校的
學習情況及疫情下網上課堂與學生成長
的安排，更可以近距離的認識及了解新
任校長對教育的願景及學校未來發展的
方向。雖然現時仍是上半天的課堂，但
校長安排了學生以小組形式與學生們進
行面談，藉以認識及了解更多的同學及
其想法。校長在新環境中與同學們建立
了良好的關係，相信沈中的新轉變定能
讓學校變得更加美好！

著重培養積極的
學習態度

疫情期間只可以進行網上課堂，雖
感無奈，但危中有機反而加速了學校推
行 BYOD 的電子學習模式，加入電子學
習已成為混合學習的教學新常態。作為
5A 謝慧欣 採訪感受

新任校長，又會如何看待這個電子學習
模式的新趨勢呢？細問之下，原來校長
是一位電腦工程師，對電腦方面有著濃
厚的興趣，對電子學習亦有著獨特的見
解呢！原本以為學校必定會大力發展電
子學習，但經過訪問後得知校長認為在

教學過程中，電子學習只是其中一個教
學工具，課堂中絕不能亦不適合為用而
用，而是希望透過例如提升學生對課題
興趣、增加課堂互動性、掌握個別學習
進度或鞏固學習內容等等的原因而作為
其中的一個教學法的選項。

不忘初心 如願以償

校長十分慷慨地與我們分享成長的
經歷，並笑說從事教育工作的主要原因其
實是因為他從小喜歡說話。校長與我們一
樣，都曾經為前途而懊惱，由於他自小喜
歡運動，
「既然我喜歡說話，又喜歡運動，
那我不如成為一位體育老師吧！」升上高
中後，校長才開始審視如果成為一個體
育老師作為職業的人生方向，到底自己是
不是真的想當一位體育老師？那時候，由
於校長的姐姐正在大學就讀電腦相關學
科而令他有機會接觸電腦科並發現很感
興趣，於是他便毅然決定跟從姐姐修讀
電腦科。大學畢業後，校長本想從事電
腦系統工程師的工作，但機緣巧合下獲
聘為成人電腦班的導師，教授考取電腦
工程師牌照的課程。這份工作，一做便
是數年，更幫助了不少從事電腦行業的
人呢！校長認為教學工作極具意義和成
功感，於是便下定決心修讀教育文憑，一
步一步裝備自己。兜兜轉轉，最終實現了
兒時的夢想⸺當一位中學老師。

第一次見到校長是開學日那天，他十分親切，
滿面笑容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正式採訪前，雖
然感到緊張，但校長友善的態度瞬間令氣氛輕鬆
起 來。採 訪結束後，我 對校長 有了新的 認識，原
來他是個幽默風趣的人呢！

校長寄語

最後，校長與我們分享了他的人生
座右銘⸺「盡力、無悔」。「每個人都有
著天賦才能，不一樣的能力和限制，每
個人都有不同的崗位及方向發展。我們
不應該給自己設一個限制，特別是在求
學階段，不要因為任何困難而卻步，甚
至懷疑自己沒有能力。」校長親切的娓
娓 道 來。他 更 不 忘 分 享 親 身 的 經 歷：
「平時工作繁重，喜歡運動的我，漸漸
亦減少了鍛鍊的機會。由於疫情關係，
反而讓我多了一些自主時間，藉此機會，
想更好的裝備自己重整運動習慣。回想
自己重新出發的第一次跑步時，即使只
是跑兩公里已感到十分吃力，我不但沒
有輕言放棄，更為自己訂立一個個小目
標，只是每一次比前一次快一秒或多一步，
同自己比賽，並超越昨天的自己。
」現在，
跑步已經成為校長每個星期的恆常運動，
比較疫情之前還清減了 �� 公斤呢！校
長坦言：「當你感到疲累而想停下來時，
其實是自己心理上的限制，因為你認為
自己做不到，我們可能會因為覺得口渴
或者是鞋帶鬆了而說服自己需要停下來，
但其實這樣是給自己設了一個限制，限制
了自己發揮潛能的機會。
」因此，校長期
望每一位沈中的同學無論在學業、運動、
興趣，以至將來投身社會工作，都能夠
做到「盡力、無悔、不給自己設限」。

5A 吳海晴 採訪感受

採訪前，我對校長的認識不深，印象只停留於每天站在校
門親切地向我們問好。但在訪問期間，校長與我們分享了他的
生活趣事和個人興趣，使我感受到他的親切。另外，校長亦與
我們分享讀書和寫筆記的心得，使我獲益良多。是次訪問不僅
是一次寶貴的學習經歷，還加深了我對校長的了解呢！

辯論隊

負責老師 ：胡詠琳老師、馮偉峻教練
隊
長 ：5B 顏俊傑
隊
員 ：2B 黃萬崇、3A 王樂瞳、3B 陳穎霖、3B 陳穎瑜、3B 何曉澄、3C 楊偉燁、3C 鄭穎思、3C 黃善琪、4A 馮煒鳳、
4B 劉美莊、4C 胡倩意、5A 謝慧欣、5B 吳海晴、5B 顏俊傑、5C 雷鍵濠

因疫情而經歷了近一年的停擺後，本年度辯論隊重整旗鼓，積極參與訓練及比賽，於小組賽更多次獲勝，至甚曾擊敗名校隊伍。
儘管辯論比賽從實體變成網上作賽，這亦無阻辯論隊的熱情。在全港焦點辯論比賽 - 星島第三十六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中，�C 胡倩
意奪得第二回合初賽最佳辯論員、第三回合初賽最佳交互問答員；�B 顏俊傑亦奪得第三回合初賽最佳辯論員。面對種種挑戰，我校
辯論隊無懼困難，誓要迎難而上，尋找發熱發亮的舞台。
辯論隊隊長 �B 顏俊傑

�C 雷鍵濠

沒打過辯論的人，興許理解不了辯論場下辛勤的準備、辯論場上
的唇槍舌劍、舌燦蓮花。辯論給我們的絕不止說話技巧那麼簡單，從
思考的藝術，知識的擴充，到師生的情誼，還有更多……

辯論隊夾雜的是歡笑和汗水，不論打風下雨，甚至疫情
期間，我們仍然在比賽。曾經的我們屢戰屢敗，但我們仍然
屢敗屢戰，今年總算有點小收穫。感謝老師和教練在無數日
子陪伴我們一起奮鬥至深夜，我們的成功離不開你倆，我很
想衷心地對你們説一句感謝！

加入辯論隊兩年餘了，辯論隊給我的太多。中五將完，相信我還
能夠參與辯論隊比賽的時間不會太多。公開試臨近，辯論不是考試範
圍，只能被迫淪為課餘活動，可這絕不止興趣那麼簡單。

我的辯論生涯不會就此劃上句號，只希望在當下再盡一分力，
為沈中辯論隊創造更多。
�C 胡倩意

最初，辯論隊的辛苦訓練讓我萌生過退意，幸好後來在接二
連三的比賽中，我慢慢學會了辯論的技巧，開始找到辯論的趣味。
一次與胡老師的賽後檢討，我才發現從前的自己只習慣做有把握
的事情；參加辯論隊讓我改變很多，我明白到要進步，就要退出
自己的舒適圈，勇敢挑戰自己，不要給自己的能力設限，你會發
現原來自己能做得更多。

從中三開始加入辯論隊，從初踏上辯論台階緊張得口吃
的我，直至今日能夠自信地滔滔不絕三分鐘，感謝老師和教
練帶給我的改變。

�B 陳穎瑜

猶記得比賽前夕，我很怕發揮不了、反應不來，幸好在
比賽期間得到老師的鼓勵、師兄師姐的幫助，使我有信心踏
上台板。雖然最後並沒有贏得那場比賽，但我亦獲益不少。
或許你跟我一樣懼怕接觸新事物，但我相信只要你肯踏前一
小步的話，你一定能看到不一樣的天空。

中一、二游泳課程暨
家長網絡活動

有不少研究指出游泳對身體有重大益處，例如改善人心
血管功能、提高呼吸機能、紓緩哮喘症狀、強化肌肉柔韌性
和力量等。然而，游泳除了被視為強身建健體的運動或興趣
外，也是人類重要的求生技能之一。在疫情緩和下，本校為
中一及中二學生舉辦了游泳課程，由外聘專業教練教授學生
游泳技能，教授過程按學生的游泳技術分組，以便作針對性
的訓練。
在學生進行游泳課的同時，學校亦為家長提供一系列流
行的興趣課程，包括瑜伽、烹飪、禪修等，一方面可以鼓勵
家長與時並進，終身學習；另一方面亦能加強家校聯繫。

「沈香林」成為
新界西地域首間
Microsoft ( 微軟 )「AI4Good」

領航學校

本校於 ���� 年
� 月 �� 日，由校長
領導，謝尚偉老師及
黃松安老師共同參
與 下，出 席 了 由
Microsoft 香港舉辦
的「AI�Good」啟
動禮。席上，呂校長代表學校在大會預先準備的電子
白板上簽署，意味著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正式成為「
AI�Good」的四間領航學校 (Hero Schools) 之一，也
是新界西地域的首間。另外三間領航學校分別是匯基
書院 ( 東九龍 )、德蘭中學及中華基金中學。
完成簽署儀式後，呂校長向在座友校校長及一眾
線上線下數以百計的教育界同工分享沈中在善用人工
智能，推動創新教學的想法和努力，期望人工智能能
夠成為其中一個重要媒介，有效地開展各項「以生為
本」的教學策略和活動。

當天，謝尚偉老師更向與會嘉賓分享了本校來年
推行的「同創共學」計劃 (Learning for Good) 的理
念和具體安排，強調計劃鼓勵學生自主地將社會需要
與資源引進學校，通過系統性方式設計服務和產品，
再走出校園。透過積累成功經歷，緩解社會痛點。而
黃松安老師則闡述了本校申請「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
劃」資助的相關工作和經驗，如何透過人工智能實踐
「同創共學」計劃，以及持續地為學生提供更高質素
的電子學習環境。

優化多媒體學習中心與 STEM 活動室
本校的多媒體學習中心由傳統型設計的電腦室優化成一多用途的多媒體
學習中心，室內增設了可靈活組合的桌椅以便進行各類型的小組活動，讓學
生可以小組形式顯示作品 ; 天花上垂吊式的電源插座有助進行 IoT( 物聯網 )
小組活動；四部掛牆 LED 電視可同時分別投放 � 位學生 iPad 的畫面，以上
種種改變都大大提升課堂的靈活性與互動性。
而 STEM 活動室亦增設了不少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設備以配合「同創共
學」計劃的推行，我們期待完善後的多媒體學習中心、STEM 活動室更能
為學生提供一個更具靈活性、更有活力的電子學習環境。

MMLC 多媒體學習中心

活動花絮
中一
迎新日
(2020年9月)

為加強同學對學校的認識，學校於 � 月 �� 日至 �� 日一連四天舉辦了中一迎新日，活動內容豐富，包括與校長、社工會面、
「 禪修體驗」、「班級經營活動」等。禪修體驗有助強化專注力、執行力，培育慈、悲、喜、捨四種質素。透過多元化的迎新活動，
加深了中一同學對學校的認識，也提升了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校監衍空法師開示講座
人生基本功 (2020年10月)

校監衍空法師百忙抽空到沈中作開示講座，主題為
「人生基本功」，初中同學精勤三學，師生裨益甚深，圓
滿得著，感恩無量。

英文周
(2020年10月)
本年度英文周主題為「Respect, Love and Care」，活動包括無塑海
洋英文教育講座、英文專題書展、萬聖節英文日、電影觀賞會、英文專
題早會及成長佳作展。英文周不僅提升了同學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同時
學會尊重、愛與關心別人和世界。

全方學位學習日
(2021年3月)

當天中一至中四級同學留校進行
歷奇活動、德育及抗逆訓練日營，而
中五級同學則到西貢海下灣參與由世
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海洋專家活動，
探索海洋的世界。

藝術周

(2021年4月)

本年度藝術周主題為「感受藝術」，同學可透過視覺、聽
覺、觸覺與嗅覺去細味藝術。藝術周的節目十分豐富，包括
舞蹈交流與表演、手碟表演與體驗、浴鹽製作工作坊等。

西方寺參訪 (2021年5月)

當天中一級同學到荃灣西方寺參訪，透過參訪佛教寺院，
可親身接觸佛門，體會在課堂上學習的佛理知識，亦能藉此活
動了解善因、善緣的重要。感恩寬運大和尚的開示，令是次活
動得以順利進行。

中六惜別會及畢業禮

為鼓勵中六同學努力面對文憑試與將來的挑戰，本校輔導組於三月特意為中六同學舉辦惜別
會。全校師生、職工、駐校社工與校友都於惜別會上紛紛為畢業班同學送上祝福，家教會代表更
送贈打氣禮物包予畢業班同學。

文憑試過後，中六同學於 � 月 �� 日再次聚首一堂，回校參加畢業禮。是次畢業禮的主禮嘉賓
為本校第四任榮休校長葉慧勤女士，葉校長不但分享了在任期間與同學們相處的點滴，更勉勵畢
業生勇於迎接挑戰和追求夢想。

青春無悔 只恨往事不能重來
我是高中到來的插班生，最初有點不適應，與
同學相處起來也很陌生，還以為這種疏離感會一直
下去。還記得九月一日，當我推開課室的藍色大門，
交頭接耳之聲此起彼落。生臉孔如我，備受注視，
一時未了解同學情勢，我也不敢與人搭話。幸而，
大家都很和藹，我才能逐步融入其中。
後來，與不少人結伴，才發現他們都很好相處，
令我深深感受到「沈中人」獨一無二的善良謙厚。

記得在學生會選舉時，在禮堂舉辦了一場諮詢
大會。當時有台下同學問我們比另一個內閣有何優勝
之處。那時，我只想到從政綱裡挑出一兩個重點，狠
批對手，但主席竟搶先了一步，拋出一個意料之外
的答案：兩者都好，沒有誰更好，我們都是一心一
意為同學服務。

畢業生家長感言
�B 鄭穎彤家長

由最初擔心女兒升上中學而不習
慣到現在漸漸的成長，看見她有很多
好朋友而感到放心。有好幾次學校活
動我都有參與，看見女兒的笑臉，我
亦感到十分開心呢！每當她遇到任何
困難，她都會找我和老師協助。每天回家後都會與我分享
校園裡的趣事，母女之間無所不談，感恩穎彤這六年在沈
中過著快樂無比的校園生活。畢業禮當天看見女兒穿著畢
業袍上台領獎，我在台下強忍淚水，原來已六年了，女兒
不經不覺已中學畢業了！感謝校長、所有老師及教職員這
六年對穎彤的教導、關懷與照顧照顧！

惜別會

6B 張智歡

即便最後落選，但卻教我對人從此改觀，也更
珍惜能夠在沈中「和而不同」的福氣。

同樣，沈中老師的毅力也教我吃驚，這裡的老師
的確誨人不倦，例如作文的時候，若我們在課堂內未
能完成，老師會陪著我們推遲午膳，任由我們打擾，
查詢格式、詞彙，卻從未想過要自己先離開飽腹。或
者，他們早將盡心教授的職責，當作為精神食糧；將
學生的學業和成長，視作比自己更重要。老師常常留
至晚上七、八時，教我們做作業，他們從不會嫌棄學
生天資不足，只會花加倍的時間去教授。他們不僅令
我敬佩，甚至「畏懼」他們的堅持。

快將畢業離開沈中，雖感依依不捨卻沒有悲傷，
因我深信，我們必走向更美好的將來。同學、老師，
在別離時帶著祝福，在祝福時帶著當初的笑容。

�A 李玉婷家長

時光荏苒，轉眼間就來到了女兒中學畢業的這一刻，感
謝這幾年來老師的用心教育和同學們的互助互愛。這一刻的
畢業，既是結束，也是開始。面對未來道路上的機遇與挑戰
，相信孩子們都能懷著感恩與堅持去開啟一段新的旅途。辛
苦了校長和各位老師。祝願校長和老師們工作順利，謝謝！
�C 徐灝楠家長

中學六年的校園生活，一瞬即逝，小兒現已羽翼豐滿，
準備在這片蔚藍的天際翱翔，開創人生的新旅程，追尋志向
和人生目標。作為家長的我，非常感激學校和老師們對小兒
的悉心栽培，不僅傳授知識，更培養了小兒成為品學並重的
青年。本人相信沈中的校長和老師們對小兒的教誨將會終生
受用，同時感激你們對一眾莘莘學子的培育與付出！

新學年家長簡介會 (9.2020)

為配合網上教學及 BYOD( 自攜裝置）計劃的擴展，學校特舉辦 ��
場「新學年家長簡介會」，由呂恒森校長主講，向中二至中四級家長詳
細介紹本校網上課堂的特別安排，期望能促進家校合作，以協助學生更
有效使用網上平台進行學習。

出席英文早會及小敘

(11.2020)

為促進家校合作與交流，本校家長教師會邀請了十五位中一及中二
級學生家長出席「早晨小敘」。小敘前安排家長欣賞英文早會，當中更
有英文朗誦表演，家長對同學的表現極為欣賞。

家長靜觀體驗工作坊 (4.2021)

由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組聯同家長教師會合辦的「家長靜觀體驗工
作坊」，目的是希望提升家長處理親子關係的技巧，以加強家長心理彈
性，尋回平靜心境。

水果日 (6.2021)

為培養同學每天進食水果的良好習慣和保持身體健康，家長教師會
於 � 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水果日，除了派發香甜又消暑的時令水果，還
鼓勵他們回收盛載水果的塑膠杯，藉以宣揚環保訊息，是次活動深受同
學們歡迎。

校友會每年均舉辦活動團結校友，讓校友與母校保持緊密的聯
繫。本年度舉辦的「雨傘設計比賽」主題為「薪火相傳」，目的是
鼓勵在校同學支持校友會活動，將來畢業後繼續回饋母校。是次比
賽優勝者為 �A 張嘉柔同學，其作品獲製成雨傘供學生會於需要時
借予本校同學。

貨櫃課室告別儀式圓滿進行
歷屆師生出席見證分享感受

本校的貨櫃課室源自 �� 年代，為配合新市鎮的發展和適齡學
童人口增加而設。今年，貨櫃課室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將成為「
沈中人」美好回憶的一部分！

���� 年 � 月 �� 日上午 �� 時正，在校友會主席朱祖恩先生聯
繫下，不少師生及校友懷着感恩的心回母校出席貨櫃課室的拆卸儀
式，當中包括已榮休的周麗娟副校長及吳麗嬋副校長、前學生會主
席張仲衡先生等，他們分享了昔日在貨櫃課室上課的情境與感受，
讓一眾師生及校友能藉此懷緬過去的美好時光。呂恒森校長表示優
化學校設施是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如在雨天操場增設玻璃門
及冷氣設備，讓學生能夠在更完善、更舒適的環境中學習。

校友會活動花絮

「薪火相傳」雨傘設計比賽

家教會活動花絮

家長透過靜觀伸展、靜觀身體以及繪畫繞畫禪可感受活動與心理的
變化，覺察自身當下的感受和專注呼吸，慢慢體會「活在當下，放下自
在」的境界。

畢業生感受分享

林楚雄 (2020 年畢業生 )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學系

沒有優秀的母校，哪來優秀的我？

時光匆匆的腳步，更迭著四季的風景。忽如其來的消息
，將我拉入一年前的回憶。剛踏入大學的時候，心情自然是
十分激動的，幻想著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升入大學
後，因為網課的緣故，常常只有一台電腦伴隨著我，同學沒
認識幾個，電腦軟件倒是用的熟練了不少。望著電腦屏幕，
我總是會不自覺的走神，思緒飄到歡樂的中學時光，相比之
下，大學生活雖然充實，但似乎少了點什麼。

這一年間，我回過母校數次，學校仍然擁有厚重的歷史
氣息，老師還是那麼的和藹可親，學弟學妹們還是那麼的活
潑開朗；唯獨我，由以前的高大威武，勤敏好學變成了現在
的 ......
沒有優秀的母校，哪來優秀的我？或許這一年有所缺有
所憾，但希望在接下來的路上，我能秉持著沈中精神，將校
訓謹記於心，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能勇往直前。

校外獲 消息
獎項

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普通話)冠軍

學校朗誦節(英文)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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