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9 期  2 0 1 4 年 1 月 出 版

筲 箕 灣 官 立 中 學

校 友 會 有 限 公 司

SGSS Alumni Association

筲 箕 灣 官 立 中 學筲 箕 灣 官 立 中 學

光陰似箭，現在距離我筲官中學六年級參加潛水機器人比賽的時候已經

是七年時間。一轉眼我現在已經在社會上工作一段日子，七年前美國比賽

的旅程今已成了一段跟筲官同學重聚時茶餘飯後的開心話題，成了我的

一個難得的經驗。

還記得當年籌募到美國比賽的經費，得到了很多校友的幫助，校友們的慷

慨解囊，令我們很快就籌得了足夠的旅費，最終成就了美國比賽的成

功，令筲官的隊伍能代表香港揚威海外。現在我也成了筲官校友會的一

員，校友們當年無私的幫助成為了我今天參加校友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希

望今天的我可以用自己的一點力量，幫助筲官的學弟學妹們。

當天得到校友幫助的我，今成為了助人者的角色。這些年來都很榮幸地，

能為筲官潛水機械人隊伍提供意見。最令我感到難得和高興的是，多年來

筲官的師弟妹一直有繼續參加潛水機器人比賽，從來沒有間斷，漸漸的成

為了一個傳統。當中更大的體會，是筲官學生及校友互助的精神，曾經參

加比賽的校友都會不遺餘力地，在工餘或課餘時間，回到母校，幫助學弟

學妹們調試機械人，提供意見。

就像剛過去的2013年潛水機械人比賽，已經畢業的筲官前隊員和我都有

到場打氣，多屆隊員聚首一堂，好不熱鬧。最終筲官的隊伍不負眾望，奪得

季軍。可惜只有冠軍和亞軍的隊伍可以代表香港到美國比賽，筲官的隊伍

跟2011年的賽果一樣，只好和到美國比賽的夢想，再一次擦身而過。

在筲官的潛水機械人比賽，我看到了一種薪火相傳的精神，校友和學生之間

的團結，這都形成了一種向心力、一種價值。這比勝出比賽，更為難能可貴。

在此，我預祝筲官2014年的潛水機械人隊能發揮筲官精神，在來年的

比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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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官潛水機械人隊伍

在八年內五度報捷! 2006

(HK region) Champion
(US International) Best Poster Display
(US International) Judges’ Choice
(US International) Rookie of the Year

2008 (HK region) Champion

2009 (HK region) 1st runner up

2011 (HK region) 2nd runner up

2013 (HK region) 2nd runner up

2013筲官潛水機械隊再度報捷!及筲官機械人隊八年小結

撰文: 梁國信

今年度的筲官潛水機械人在水中進行任務

筆者（左二）與潛水機械人隊員合照

將軍澳游泳池的比賽場地，各隊在一較
高下的情況

隊員們小心翼翼地把機械人運送到
作賽的水池任務

比賽進行中 ! 隊員聚精匯神地通過連到
水中機械人的螢幕控制機械人

潛水機械人隊員在賽前的討論

今年度筲官隊伍的機械人與水池內的
計分裁判合照

潛水機械人隊伍跟裁判討論細節

隊員在出賽前為潛水機械人作最後準備

2013 年香港區潛水機械人比賽在將軍澳
游泳池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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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筲官」新校友會周年晚宴
走進半圓形的宴會廳，中央的木地板隱約映照出微黃色的燈光，踏在

其上，更是鏗鏘有聲，為現場增添了幾分古典味道。一抬頭，台上的

海報為這提供了詮釋 ----「舞動筲官」，而那木地板也就成了「舞池」。

晚會開始後，理事會主席周榮森先生代表校友會，

致送「永遠名譽顧問」紀念狀予即將榮休的羅侯恩

華副校長，以感謝她多年來對校友會的支持及幫

助，眾人報以掌聲，既是欣賞，更是祝福。其後

抽完枱獎，各屆校友有的圍坐著用膳，有的三五成

羣拍照，談笑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在歌手伴唱

下，氣氛漸趨熱烈，校友更陸續步進舞池，隨著音

樂節奏翩翩起舞，形成一個個充滿動感的畫面。

之後兩位主持介紹特別嘉賓王廷琳(Andy)出場，

他在八十年代就讀筲官，是香港知名舞蹈家，要舞

動筲官，當然少不了他的參與。他表演了一段舞蹈

後，更帶領老師及校友們一邊唱歌，一邊跳「快

樂舞」，眾人都樂在其中呢﹗正當大家跳畢舞回座

時，Andy特地請羅太留步和閉上眼睛，工作人員及

各桌的校友代表便各拿著一枝玫瑰花，從四面八方

走到她的身旁。她張開眼時，看見大家包圍著她，

並逐一向她獻花，臉上滿是驚喜之情，心中的暖意

盡見於她幸福的笑靨。

羅太後來表示，由於當晚實在太感動了，又要努力

忍住淚水，故有很多話都忘了說。她很慶幸當初選

擇執起教鞭，令她能夠參與學生們的成長過程，

為他們的生命帶來一點影響。如今，不少學生都

變得更成熟穩重，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當晚再

次聚首，真有桃李滿門的感覺，心中安慰不已。而

對於各位的心意，她每次想起時總有一股暖流泛上

心頭，無言感激，盡在心底。將離開筲官這個大家

庭，她雖有不捨，卻會一直心繫筲官以及校友會，

並很樂意隨時提供協助。在此謹祝羅太身體健康、

退休後繼續過得充實快樂﹗

在致謝環節後，便來到社際舞蹈比賽的時候了﹗

Andy和前體育老師徐韻馨老師先示範一段舞蹈，由

各社代表模仿他們，他們又擔任評判，在過程中觀

察參加者的表現。四社代表在舞池中盡情演繹，其

他校友亦從旁為所屬的社打氣，與掛在牆上的社旗

互相映襯。比賽結束後，兩位評判認為四社各有特

色，最後選出了龍社為冠軍，恭喜Dragon﹗

在一片歡笑聲中，晚宴來到了尾聲，一幅幅大合照

記錄了大家的笑容，是最真摰的笑容，不會被時間

磨滅的笑容。

採訪及撰文: 唐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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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友會周年晚宴

Andy ( 圖中 ) 帶領大家跳「快樂舞」，氣氛熱烈。

眾人上前向羅太致送玫瑰花，使她又驚又喜。

在社際舞蹈比賽上，各社代表投入演出，大家樂在其中。

第十六屆校友向羅太送上卡及禮物，師生們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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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燈尹志田–
　　　豈只點燈咁簡單

(1963年入學)

採訪: 梁國信、馬海寧

撰文: 馬海寧

也許不是每一個人都認識尹志田 (CT)，但大家每天不只一次的開燈熄燈、煲水煮食、開電腦等等，

總總關乎電力的日常生活細節，通通與他有關！尹志田先生，現任電能實業董事總經理，沒聽過

電能實業？那就是港燈的母公司囉。

與CT的晚飯聚會，筆者身為較年輕的校友，而且對電力等

科學知識一竅不通，開始時感到有少許壓力。筆者步入餐廳

時，CT與兩名校友已到達，逋步下，聽到CT說當年他在

沙特踢波。

踢波？CT笑說，當年是1978年，他加入港燈才一星期，

就接到通知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為期六個月。CT到任後，

足足留了18個月，就是去踢波？當然不是。CT回憶說：「沙特

的首都是一個綠洲，缺乏資源。由鋪架空電纜，到城市

規劃，如建機場、商業區等等，一切由零開始。」如此艱巨的

任務，當時有否卻步？CT笑說沒有，機會來到就要把握。

見他輕描淡寫，謙稱自己得閒也在沙持踢波，將吃過的

苦都帶過，不禁心生敬意。

要成就大事，的確需要吃苦與堅持。這是CT給筆者的第一個

啟發。

之後CT轉戰澳洲，聽他暢談當地風土人情，釀酒區名稱朗

朗上口，幾乎以為他去做旅遊節目。原來CT深信，每去一個

新地方，總要努力融入當地社會，了解當地人的想法，才能

順利發展業務，事半功倍。在澳洲的日子，並非如想像中的

lay back，相反，一接手業務就問題多多。2000年，公司收購

了Powercor，那是維多利亞省最大的電力供應商，可惜服

務質素、財政與公司士氣都未合理想，在之前五年間已被轉

手過三次，牌面牌底都咁花，CT與團隊一上任，Powercor

員工感到難以置信–黃皮膚來管我們？

接下來的事情更戲劇性，與員工見面開會，大批人圍上來，

第一個問題：新官上任，炒唔炒人先？可見當時員工人心

惶惶，對新公司也半信半疑。CT與團隊在管理上採用新方

法，將員工當成家人，增加歸屬感。戲劇沒有結束，收購後

首年，Powercor的供電可靠度提升了20%、投訴銳減；兩年

內，員工滿意度亦由50%升到68%、流失率大減；最厲害的

是，Powercor的利潤更連續兩年在澳洲水電煤範疇稱冠。

CT回憶說，就在這段期間，他接觸到EQ這個90年代新興

的概念，同時深受啟發，明白到做人處世，EQ是很重要的

一環。在白種人社會，黃皮膚要讓人信服，努力少不了，EQ

更不能少。就是不斷磨練情商、體會當地文化、與當地人交

心，看似是無關重要的因緣，卻是成功關鍵。光是硬件或硬

實力，能服人心嗎？

CT馳騁職場，原來對子女管教都得心應手。CT有兩名

女兒與一名兒子，大女兒剛生了兩個孩子，做全職媽媽；

二女兒是銀行家，負責風險管理；小兒子現在於牛津讀博士。

子女尚小的時候，工作繁忙如何與子女溝通？CT謙稱自己

將很多時間放在事業上，不算是位負責任的爸爸。喂CT，

向前看，咁現在快快做一位滿分外公囉！

有別於一般家長希望子女成為醫生律師或銀行家，CT卻叫

兒子去做NGO。兒子於牛津讀PPE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其中一個牛津最頂呱呱的學系，出來大

把ibank爭著請，CT叫兒子不要從事金融，反而鼓勵他繼

續讀博士，主攻經濟。CT說：如果你想改變社會，讀經濟，

然後加入NGO（非政府組織），一展抱負。

那麼對於現今青年感到社會上流困難、職場競爭大，CT又

有何看法呢？他有兩點寄語年輕人：第一，不要只看眼前利

來個招牌照片先。看，黑西裝紅呔，與公司logo襯到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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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得失，就如他當年去沙特，他想也不想就去了。CT自言

畢業加入港燈到現在，從沒跟上司要求過要怎樣的待遇，只

是努力地做，不過在適當的時候要恰當地表現是必須的，這

樣可令上司知道你的存在。

第二，提昇個人修養，推己及人，從別人的角度思考，「穿別

人的鞋子，才能體會別人處境」。提昇修養的過程中，EQ是

很重要的，CT笑稱希望自己能更早接觸到這課題。而EQ是

否一味死忍不發脾氣呢？不是，有效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情

緒，與別人溝通交流想法，才是高境界的EQ。

CT做電燈，與他的一個愉快晚飯，之前的壓力一掃而空，

聽他與校友無私地分享做人處世的道理，點亮的，豈只是燈？

CT檔案:

•	1963入讀筲箕灣官立中學

•	1973香港大學電機工程畢業

•	1978加入港燈集團，駐外工作

•	1981-1985參與南丫島發電廠建設

•	1985-2000從事港燈電網和電廠建設，並拓展

Engineering & Project Management顧問業務

•	2000-2003參與澳洲收購，並留任為

PowercorAustralia 和CitiPower的CEO

•	2003-2005 出任集團發展總經理

•	2005-2012 出任工程及發展董事

•	2013-今　出任集團董事總經理

　港燈尹志田–
　　　豈只點燈咁簡單

在印度興建電站，時為 1989 年。

2000 年，CT 帶領澳洲團隊造訪香港。

溫馨家庭照，CT笑到見牙唔見眼。 

CT金句:
「學歷是銅牌，能力是銀牌，人脈是金牌，思維是王牌。」 

「不要計較眼前利益和得失，目光放遠點。」
「在一家大企業，你想做一個號碼，還是要讓人知道你的存在？」

會唔會停電㗎？
經典電影情節：停電！鑽石大盜偷龍轉鳳、曖昧男女終於
表白等等…都因停電開始。在現實生活，停電的可能性高
嗎？對不起，各位大盜或情侶，香港的供電穩定度，一直
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CT解釋說：港燈位於南丫島的發電
廠的監控十分嚴謹，因為電力是按需求才會製造的，團隊
會計算電力需求而調節電力生產，不多也不會少。

說起來簡單，但當中大有學問。CT舉了英國作為例子，英
國人熱衷看足球賽事，如果有勁旅對壘或打毗戰，往往全
城追看。球賽進行中，大家專心觀戰，一到半場，燒水的、
上洗手間的、到廚房弄小吃的，當大家一起用電時，電力
供應就會不穩甚至斷電！作為電力供應商，計算電力供
求，不論是大局還是細節，都要掌握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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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歸於勇於嘗試

中一的 Winnie 因大膽而被選為鳳社級代表，從開會、

搞活動中初探運作一個組織的技巧，她還在游泳隊長的

鼓勵下，開始參加學校水運會，其後更擔當鳳社游泳

及學校排球隊長。對於比賽，勝負並不是 Winnie 的最大

關注，她著重的是積極參與，是全程投入，是努力做好

自己的角色。好像在中五時，她雖然不懂打籃球，卻敢於

出戰校內籃球比賽，一位隊友更讚揚她在場上的拚勁呢﹗

她確實是一個很容易投入，很容易對一個群體產生歸屬感

的人，而當她認定了自己是一份子，就會全心全意地為之

奮鬥。

要說在筲官最大的得著，除了認識了一班好朋友之外，

Winnie 回答是「英文」，更認為筲官英語聽說的環境對

她的事業幫助非常大。回想她在中五畢業後本打算考師範

當體育老師，可惜落選，所以就唸了一年的秘書課程，

找了第一份工作，在一間小公司當秘書。「當時就覺得很悶，

因為全公司只有我和老闆兩個人，所以想尋找另一個

突破。」Winnie 打電話求職，找到一份在澳洲會計師樓為

英籍老闆當行政助理的工作，成功的秘訣，在於一口流利

英文。「原來你在英語環境中浸了五年，不知不覺已經

學了好多。」其後十多年，Winnie 當過大小公司主管的秘書，

共事過的老闆同事也各有不同性格，就在觀察和實務經驗

中，Winnie 慢慢摸索出一套人際關係的邏輯脈絡。學懂

與人相處，正正是她事業有成的「秘密武器」。

處理人際關係妙法

Winnie 說她轉換過數份工作， 最終在美國公司 J. C. 

Penney 中落地生根，從地區辦公室的秘書，到香港辦公室

的人事經理，再到北亞洲地區的人力資源總管，Winnie

感恩得到老闆賞識，一直有培訓和晉升的機會。工作時，

Winnie 盡力做好本分，也結交了不少朋友，她的職場必殺技，

說到底就是要「捉到路」，掌握對方性格以化解衝突，靈活

變通。「與老闆，不要硬碰硬。你跟誰不和都可以，不要跟

老闆不和。」Winnie 說，有時候下屬覺得老闆犯錯就會

即時指正，甚或與之爭辯，其實這並不明智，當老闆不願

聆聽時，說甚麼反建議也沒用。「游說不到就要抽身，要明白

老闆最在意甚麼，才慢慢勸服他。」

除了避免正面衝突，Winnie 說觀言察色，留意老闆同事的

習慣也很重要，比如，有些老闆喜歡匯報長篇大論，有些

喜歡只聽大綱和撮要，下屬要是明白其工作模式與之合作，

自然事半功倍。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待人接物

要開放自己的眼、耳、心去感受和接受，「無論何人走來，

我以最好態度對待」，Winnie 說無論是上級，還是同輩

下屬，甚至是辦公室的清潔女工，她從不會以職位壓服他人，

從不會惡言相向、黑口黑臉。曾經有人問 Winnie，為何她

跟那些大家都討厭的老闆也相處得很好，為甚麼能忍受

他們呢？她輕描淡寫地答：「我不是為老闆工作，我是為

公司工作，我不會因為不喜歡老闆就損害公司利益。」這種

專業精神，使不少老闆不單賞識她，甚至在離職時還多謝她。

Winnie職場必殺技–
                  文麗霞校友專訪
                                                               (1973年入學；現任校友會副會長)

採訪：伍凱瑩、唐榕株   撰文：伍凱瑩

Winnie 活潑好動、不愛「坐定定」唸書的性格與其成長背景不無關係，

小時候住在徙置區的她，在三個哥哥的男孩子堆中成長，漸漸變得

豪爽且熱愛運動。Winnie 的父親於她七歲時病逝，母親一人挑起

家計的重擔，在資源匱乏的環境中為她創造了一個快樂童年，她回想

起來，不忘稱讚母親的偉大和堅強。從柴灣官小升讀筲官，Winnie

是其中一位獲豁免全數學費的學生，因著機緣巧合，當時她認識了人生

的好朋友—現任校友會會長 Fanny。「那時候，學費全免的學生學號

最小，永遠 Fanny 排第一，我就排第二，多尷尬！」憶起校園趣事，

Winnie 笑不攏嘴，更加關不了話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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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苦著臉做事，不如笑著去做。」Winnie 性格中光明

積極的一面，甚至能影響到不苟言笑的老闆，帶動辦公室

的氣氛。曾經有一位老闆，平常很嚴肅，也不太著重員工

福利和活動，所以沒有員工敢請老闆資助開派對，Winnie

卻覺得可以用另類方法嘗試。她忽發奇想，把請求寫在

一張告示貼上，並畫上一哭一笑的「公仔」讓老闆圈。她的

幽默不單搏得老闆一笑，更為派對帶來老闆豐厚的禮品

贊助。Winnie 總結說，懂得處理人際關係，得著多些，

碰壁也會少些。

後記

筆者與 Winnie 不過數面之緣，她卻能像「鐵板神算」

一樣準確道出筆者的性格，確實令人佩服她觀人於微的

本領，其後與她面談，才知道這一雙「慧眼」得來不易，

除了靠在職場上打拚的經驗，Winnie 在 MBTI 十六型人格、

NLP 身心語言學也下了很多鑽研功夫。說到未來計劃，

她希望能多做輔導青少年的義務工作，和他們溝通，以自己

的實戰經驗和知識回饋社會。

Winnie ( 前排左三 ) 與一眾 "Energetic Kids" 到海洋公園遊玩，
他們更是 Winnie 在筲官的最好朋友，當中不少仍保持聯絡至今。

Winnie 與丈夫及同為筲官畢業生的小兒子合照，家人感情深厚。

同為筲官畢業生的大兒子大學畢業，Winnie 和丈夫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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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會訊的一個新嘗試。過去我們曾邀請不同的校友作訪問，話題大

多圍繞他們的人生經歷，內容都以事件為主。這次我們嘗試突破舊有

的形式，對校友的履歷只作簡述，而讓他們有機會分享他們的價值

觀、感覺和各種意念，讓大家有機會看到他們的內在世界。每一次，

我們會就被訪校友的背景草擬一些句子的開首，然後給他/她一段充裕

的時間思考，並按個人的真實經歷續寫句子，與大家分享。

自由的毀亡…… 有人說沒有自由是真正的自由，那是哲學問題；我說，用最大的力度追求、
保護自由才是最重要，尤其在它已經逐漸崩壞之時。
如果只可以保留一種權利…… 流行曲唱「愛是最大權利」，雖然我從不認同愛是
「權利」，而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但新聞有時很無情，但它越無情就越提醒我，
對家人、朋友、伴侶甚至不相干的人事物，我有權亦必需去愛，前提是不可盲目。
倔強…… 做記者必需具備的條件，倔強地相信、倔強地堅持，跌過、碰過、撞板過後，
仍能繼續倔強，這時，一名記者挑戰權威的膽識與斤量，也就練出來了。
一個人的身份…… 世界公民、中國國民、香港市民兼《明報》蟻民，人是多元的、身份也
就多變，在我看來，各種身份不構成矛盾。
傳媒的可愛…… 深入了解世界的善美與醜惡；在灰色地帶中找黑白。
傳媒的可怕…… 對「真」越來越迷惑。
沉默…… 很多人，包括從前的我，以為沉默是美德，但社會在變，過度的沉默有害，甚至
可能「被發聲」，如何理性有效地打破沉默，是我正努力學習的課題。
尊重與禮貌…… 做記者不時要與人對質，此時受訪者可以拒答、逃避或胡說八道，
但請尊重採訪權和保持禮貌，請勿「兇」記者甚至動手，這只是心虛懦弱的表現。
現時的香港好比…… 螞蟻下的熱窩，沸騰沸騰了許久，偶而噴出的熱氣，辣得讓人
面紅耳熱，可幸是讓更多人「熱醒」了；爆發一刻不知何時來臨，願鐵屋的吶喊
可感動更多裝睡者，勇敢面對這都市的「不和諧」。
如果我可以向筲官的魚池發問一道問題…… 魚呢？

周婷	(Tina	Chow)，筲官2000至2007年龍社，
2010年畢業於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現為
《明報》港聞版記者，曾憑2012年國民教育風波
相關系列報道，獲「人權新聞獎-中文報章新聞
大獎」。

續寫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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