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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有一個夢想」，每個人天生都是夢想家，都應該擁
有自己的夢想。

夢想是生命的靈魂，是引導人走向成功的道路。只要心存夢想，

機遇就會降臨。

要夢想開花結果（圓夢），必須懂得灌溉夢想。只要努力不懈地追

求夢想，人生便會充滿動力，夢想就會成為現實。

祝願同學們能認清目標，規劃人生，追逐夢想，創造未來，活出精彩人生。

S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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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播放「十載同行，成果豐碩」短片

14:20 港京扶輪社前社長羅偉鴻先生致「扶輪與校同行計劃十周年」
賀詞

14:25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十周年」切餅及祝酒儀式

14:30 主禮嘉賓就座並由司儀介紹各嘉賓

14:40 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錢樹楷博士致詞

14:45 港京扶輪社社長趙汗青醫生致歡迎詞

14:50 何東中學校長林鳳琼女士致歡迎詞

14:55 主禮嘉賓鴻福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謝寶達先生主題演講
及答問

15:35 港京扶輪社社長趙汗青醫生致謝詞

15:40 港京扶輪社社長趙汗青醫生致送紀念品與國際扶輪3450地區
總監錢樹楷博士

15:45 港京扶輪社社長趙汗青醫生及林鳳琼校長雙方致送紀念品

15:50 何東中學校長林鳳琼女士及其他協作學校代表交換錦旗

15:55 籌委會主席梁淑炘女士致謝詞及致送紀念品予各嘉賓

16:00 全體合照

16:05 各行業講座及討論

17:00 總結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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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青年說話
謝寶達

小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都懂，無所
不能，所以有很多不切實際的夢想。
後來長大了，才發現做人要腳踏實
地，找到自己的理想，再堅持把事情
做好。有些人覺得夢想與現實難以平
衡，但其實現實不如大家想像中殘
酷。只要懂得為自己訂立目標，而且
要堅持到底，不能守株待兔，這個世
界的「好運」並不多。當年我獲得成
功後，曾經有朋友以好運來解釋我的
成功，但他們不明白，其實做每件事
情都需要艱辛奮鬥，遇到困難不能逃
避，才能捉緊機會。

我有三個「誠」要送給年青人：誠
信、承擔和誠懇。最重要的是誠信，
是做人不可缺少的特質；承擔，就是
遇到困難、挫折及犯錯後不要逃避，
要勇於承擔一切；誠懇，是樂於接受
身邊人意見，讓身邊的事物改變自己
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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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4:00pm-5:00pm

 相關專業 嘉賓

1 西醫 Dr. Stephen Cheung 張國釗  
     
2 護理 Ms. Sabrina Leung 梁福娣
     
3 營養師 Ms. Joanne Chan 陳玉儀

4 會計 Ms. Edith Cheung 張翠婷 
  Ms. Claudia Leung 梁蘊瑜
     
5 傳媒 （記者 / 廣播） Mr. Patrick Li 李漢源

6 市場推廣、公關與管理 Ms. Camille Lam 林慧珊
  Mr. Francis Lo 羅善行
     
7 設計（平面） Mr. Martin Chan 陳泓傑

8 設計（形象） Mr. Shaun Cheung 張信屏
  Ms. Cheung Siu Wan 張少雲

9 科技 / 環保工程 Ir. Kenny Wong 王小偉

10. 心理學家 Dr. Zanonia Chiu 趙思雅
     
11. 航空業  Mr. Ian Mcdougall
     
12. 紀律部隊（警察） Ms. Mon Lee 李素珍
  Ms. Wong Yuet-ngo 王月娥
  Mr. Lai Cheung-wing 賴昌榮

13. 酒店  Mr. Roni Tse 謝梓朗
 
14.  旅遊 Mr. Johnny Lee 李嘉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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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夢想而偉大」，你現在的想法、行動
和態度，會受未來的你影響，而那個「未來的你」，就是你
的人生目標、你的夢想。

敢於夢想，勇於嘗試。當然，過程中要用心計劃，而且要不
怕失敗，終身學習，與時並進。

希望大家能認清自己的目標，然後全心投入，一步一步向目
標進發。只要大家有所堅持，為自己的興趣和目標努力，最
終一定會達成夢想。

趙汗青醫生

扶輪定義
國際扶輪是世界扶輪社的取合團體，扶輪是結合全世界事業及專業領
導人士的一個組織，提供博愛的服務，在職業方面鼓勵崇高的道德標
準，並幫助建立世界的親善與和平。國際扶輪由繼續履行章程文件中
賦予義務的扶輪社所組成。

扶輪社員是各扶輪社的社員，扶輪社是國際扶輪社的會員社，國際扶
輪現有32,000個扶輪社分佈於世界超過200個國家，它的目的在於：

1. 鼓勵、推廣、擴展、並監督全世界的扶輪運動；
2. 協調並統籌指揮國際扶輪各項活動。

港京扶輪社
港京扶輪社於1994年成立，現有20社員。本社致力於香港及世界各地
籌組各項社會服務計劃。本社特別熱心於青少年發展活動，積極參與
教育局推動之扶輪「與校同行」計劃，支持贊助1個扶輪青年團，並於
4間學校贊助及推動扶輪少年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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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人生，奔向夢想」
近年來，不少青年人埋怨在職場上打拼時，缺少「向上流」的機會，
難以展現理想。有些中六學生對於選擇大學學科時，感到迷茫。或
甚，中三學生選讀高中課程時，更像瞎子摸象，無所適從。

以上種種現象可以歸納出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未為自己的理想建立第
一個基礎。那麼何謂「第一個基礎」﹖便是「確立目標」。我們需要
在不同的學習範疇中，進行探索、鑽研和實踐，最後找出自己最感興
趣，有發揮性的一項能力。這樣便能確認目標。隨後，我們要查找符
合這目標的條件，例如﹕有學生希望將來投身社福界，他便要細閱這
行業的歷史背景、工作性質以及該行業的最新資訊，從而深入了解，
才做到事半功倍。

有人認為即使目標確立，條件充裕，卻苦無機遇。當然，我們不應該
守株待兔、等候機會，反而積極地找尋機遇。因此，堅毅的意志是非
常重要，我們不應遇到挫折，便立刻喊叫辛苦，提出放棄。相反，抱
住屢敗屢戰的精神，終歸創造自己的一條前路。

同學們，鼓動你們的信心、展示你們的計劃、拿出你們的鎖匙，開
啟理想之門。現在我們發揮自己有利的條件，未來換來的必定是滿
懷的歡愉﹗

何東中學

林鳳琼校長謹識

學校背景　　

本校是一所全日制政府中學，於一九五三年由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
捐款創立。一九九九年本校實行「校本管理」，明確釐定教育目標、課程
和運作程序；於同年九月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鼓勵教師、家長、校友
及社會人士參與學校決策及管理，藉以提高教育質素和效能。

願景與使命
我們是一所學習型的學校，秉持校訓：「正義與真理」的精神，致力
培養學生成為具學習動機、創造力、理性思維、責任感和自尊心的良
好公民。為此本校致力營造設備完善及充滿關愛的校園，為學生提供
適切現今瞬息萬變世界的均衡教育，以助學生養成自強不息、力學不
倦的精神。

校舍及設施
校園寬敞幽靜，正校及分校坐落於嘉寧徑兩旁，有禮堂3個、操場
2個、課室24間、科學實驗室4間、科技與生活室2間、美術室2間、
音樂室2間、醫療室及輔導室各2間；另有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家
政室、服裝與設計室、陶藝室、英文角、多媒體語言學習室、地理
室、地理信息系統中心及3間資訊科技教室。

學校特色
‧ 本校對學生品學要求嚴格，故校風淳樸，學生互助互愛，守禮
自重。
‧ 課程全面，尤重視商科發展，與扶輪社合辦「與校同行」計劃，支
援充足。
‧ 注重全人發展，啟發學生潛能，提升創意思維。
‧ 學生多元才華表現卓越，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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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本校創立於1933年，原附設於維多利亞英童學校，1947年改屬工業學院。早期校舍
在灣仔活道，校舍是獨具建築特色的「紅磚屋」。1957年與工業學院分家，定名為
「維多利亞工業學校」，是年首次參加香港中學會考。1979年遷入愛群道現址，同年
開始招收男女生；為紀念鄧肇堅爵士慷慨捐助校舍，易名為「鄧肇堅維多利亞工業學
校」。1997年再易名為「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學校的使命是致力「為學生締做愉快和充實的校園生活；讓他們接受均衡的教育，從
而培育完整的人格和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學校的抱負是培育學生「盡展潛能，追
求卓越，行己有恥，自我完善」。學校校訓為「貫徹始終」，勉勵學生做事要全力以
赴；寄望學生有閃爍成就與錦繡前程。

本校課程與時並進，充實而多元化，文法、社商、科學及工科共冶一爐。其中，英文
科推行戲劇教學，及設計與科技科加入航天科普內容，都是本校的特色課程。本校積
極提升學校效能，本年度兩個關注事項為：「透過自主學習提升學生主動學習能力和
學習成效」及「透過生涯規劃強化學生生命質素和確立發展目標」，務必要增強學
生的學業表現和拓寬個人潛能，以促進其全人成長，同時亦關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
要，使人人都能有配合自己的最佳發展。

本校全面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積極協助學生認識自我，訂立目標，及早規劃人生；並
透過多元課程，包括：性向測驗、講座、參觀、訪談、分享、遊戲、境外考察、工作
經歷，以及個人和小組輔導等不同向度的措施，幫助學生從初中開始，逐步認識自己
的興趣和潛能，了解多元出路和銜接各升學就業的途徑，從而為未來的人生發展作出
理性抉擇和謀劃。學校並與校友會合作，推行「成長導航計劃」，邀得校友們支持，
與學生建立師友關係，分享成長經歷和工作體驗，又安排職場參觀和影隨實習等，藉
此讓學生在成長路上得到更實在的啟導。

本校學生品性純真，尊敬師長，對學校歸屬感強，師生共同營造了校園和諧愉快的氣
氛，同時展示了學生在本校獲得均衡教育的優良成果。

鄧肇堅
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學校簡介
Brief History
King's College was founded on its present site in 1926. The premises were damaged in 
World War II and rebuilt and refurnished after the war. Since then the classical structure 
has retained its facades of grey granite column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red bricks, arched 
corridors and sunken garden.

School Mission
It is our mission to help each student discover and develop his potential fully, and promote 
his development as a whole-person. We provide a balanced education in the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social and aesthetic spheres, and provid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is disciplined, stimulating and forward-looking.

Careers Guidance
The Careers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Committee provides individual group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to assist stud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ir interests, abilities, 
needs and priorities in relation to furt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job 
opportunities. The committee also helps initiate career-related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and inculcates in students a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work at an early stage. 
Our team members often collect, update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furt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opportunities, job opportunities and requirements of 
di�erent jobs for our fellow students. in order to let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the 
changes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he updated university entrance 
requirements, various talks delivered by our teachers, alumni and guest speakers are 
held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英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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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官立中學

學校簡介
筲箕灣官立中學於一九六一年成立，是戰後香港政府在港島創立的第一間英文男女
文法中學，校舍則於一九六四年開始啟用。

本校致力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以培養同學的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
展，使他們發揮潛能，為升學作好準備，並秉承校訓「真理至上」，追尋及熱愛真
理，將來成為獨立、自信、有責任感及有貢獻的良好公民。

為培養同學全人及均衡發展的五育目標，本校除設有共同核心課程外，還為各級同
學提供跨越課程，透過班主任課及生命教育課，積極推行環境教育、健康教育、生
涯規劃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本校亦安排晨讀時段，鼓勵學生閱讀課外書，為中
一和中二級編製閱讀材料、中三級設計閱讀策略練習，以提高同學之閱讀興趣及能
力。本校以「追求卓越」為目標，設立全方位學習時段，定期舉辦各種文化交流活
動、各級增潤課程、時事討論和分享、自訂目標計劃及生活教育訓練等。各項訓練
及課程均能幫助同學認識香港及放眼世界，培養正確的道德價值觀，亦為他們身心
成長、終生學習、自我增值及生涯規劃等層面作好準備。

於校本發展方面，學校每年訂下不同的關注目標，由全校老師共同推行，使同學於
健康的環境下成長。本校於2015-2018 年度之關注事項為：
一）創設主動學習環境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二）強化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

香港華仁書院

學校簡介
About the College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WYCHK) is a grant-in-aid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founded in 1919. It is a Roman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for boys run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WYCHK is a grammar 
school us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except Chinese, Putonghua and 
Chinese History). Many of our graduates are notable leaders in various aspects and 
have contributed their knowledge, skills and expertise to the betterment of the 
community.  

School Mission and Major Concerns
We o�er a holistic, liberating and transforming Catholic education within a learning 
community for students and sta� to become progressively competent, committed, 
compassionate, spiritual, and ethically discerning persons with a universal heart 
contributing to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all, in particular the poor and the 
negl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atholic belief in God's love and Chinese culture, 
we aim to be empathic role models for our students to grow into responsible and 
compassionate community members; to inspire students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to nurture caring leaders who are competent spiritually, mo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Besides academic pursuits, student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variou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o nurture a well-round personality. Our major 
concerns this academic year are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o self-directed learner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nd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e�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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