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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日，我正式離開了全職的工作，進到人

生的另一階段——「退休」。回想以往的人生，電機工程

畢業後在發電廠工作了六年，隨後約有四年全時間在英國

進修，完成了電機工程碩士及博士的課程。回香港後，不

覺在不同的教育崗位上工作了三十年。人一生有很多不同

的角色，放下了全職工作的身份後，希望能繼續積極地回

應，努力扮演好其他角色。

	 五年多前開始思想退休後

的工作方向，當時想過退休後

可以用一些時間在英國服事當

地的華人，有這個想法可能是

因為曾經在英國學習和生活了

四年。當英國的新冠疫情稍為

緩和後，於五月中便出發到英

國探討當地華人社區的需要，

用了三個月時間走訪了不同的

城市，適逢香港居民可以透過

英國海外公民計劃移居英國，

我在不同城市都遇見不少剛移

居到英國的香港家庭，令英國

華人社區的生態起了很大的變

化。待英國的疫情穩定後，希望每年可以有一些時間探訪

及參與當地的華人培訓工作，同時在香港亦會透過線上聯

繫，建立夥伴關係。

　　除了探討在英國的服事外，退休後在香港仍會繼續參

與中學、小學和幼稚園的辦學工作。香港正面對教育的新

挑戰，感恩過去三十年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累積的經驗

正用得著。另一方面，也會參與在柬埔寨的亞洲人力資源

中心／學院的工作。長遠希望能將學院的課程從專科升格

至本科水平。其間除了負責課程發展的工作外，亦會參與

建構策略性的發展計劃，包括校舍籌建工作，希望能幫助

當地社區及年青人。課程發展方面，除了提升年青人專業

的知識和技能外，像「雲彩會」的宗旨一樣，希望在過程

中能強調生命的建

造，幫助同學建立正

面而積極的價值觀和

人生觀，見證及培育

他們生命的轉化，進

而貢獻社會。

	

　　感恩在人生的下一站仍可繼續參與建造生命，願這微

小的服事，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反思•整裝•再出發
      

蘇國生博士（董事會主席） 羅燦輝博士（本會董事）

董事感言

 按香港特別

行政區達六十銀

齡便要退休的要

求，筆者於2020

年9月退任校長崗

位。按一般人的

想法，退下工作

了三十多年的職

責應是賞心樂事，惟那段時間疫情肆虐，心裡常掛念老師

同工們在前線奮力作戰，每天為同學進行網課的困窘，新

接任的校長如何帶領學校，以至疫情持續對學校收生的影

響等等，因此常常禱告記念和學習交托。

 筆者喜愛教學，在香港教育界工作了近四十年，雖因

年齡原因而要退下崗位，但對教育仍有濃厚興趣，剛巧香

港出現移民潮，部份資深老師求去，騰出一定空缺，友人

由於未能招聘到合適的資深老師，便邀請筆者考慮重拾教

鞭，免辜負年青學子，更何況文憑試在即，如未有資深老

師引導，恐浪費一班有求學心志的同學。筆者雖已沒有參

與課堂教學多年，但對課程內容仍是有一定認識，加上只

是閒賦在家，倒也欲再展身手，故毅然答應，重入黌宮。

 為了妥為預備，免浪費學生時間，筆者先把過去多年

香港中學文憑試的相關科目題目做一遍，這可讓筆者掌握

文憑試的要求，亦可把學習重點在教學過程中提示同學。

另外，筆者亦開始收集不同學校或出版社的模擬試卷，以

強化試題庫。當學生在課堂上知道老師為他們所作的預備

功夫，都顯得十分雀躍，大家對未來的學習也充滿希望，

這可算是一個好開始。

從校長（亦即

一般人所理解

的領導）之職

轉回作學校基

層的老師也有

很多學習，不

單是心態，也

有很多事務上

的適應。例如從前只道班主任工作是每位老師的責任，那

能體會當班主任的心理壓力，每天追通告、追功課、發放

學校消息、跟進違規學生，那邊又有人來課室找學生通知

小息期間的活動，可謂不一而足，真是天天在「戰場」。

萬一忘記了那些細節，又恐影響同事工作，甚至被投訴。

這種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

 學校，我回來了。



	 常言道：「人生像演戲」，戲內有閒角、配角及主

角，完全知道故事發展的是導演。您有沒有想過在您人生

不同的階段您的角色是什麼呢？誰是導演呢？我今年六十

一歲，有如黃昏般光芒漸漸消失，但回想過去我的人生就

如一套戲中的情節，很多年前的一個經歷、一個交談、一

個感覺或一個想法影響了之後人生的每一個決定及結局。

	 小時候我只是一個閒角－心裏總感覺在家人眼中是一

個無關重要及沒有人願意花時間去瞭解和明白的小男孩，

但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後驅使我願意在工作以外去幫助一些

沒有人關心他們需要的孩童，今年已經是第二十五個年頭

了，我仍然未忘初心，相信是小時候經歷當閒角的體驗讓

我明白他們的感受，願意繼續幫助他們，如果沒有當閒角

的體驗很難想像自己會有這份熱誠和堅持。

	 回想四十五年前和一位長輩的交

談令我主修計算機科學，大學畢業後

進入一間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繼而有

另一個想法後進入銀行界工作，我的

人生每一個階段真的好像有一位導演

按照他編寫好的劇本一步一步地引導

我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當然我自己

也很用心去聆聽和演好每一個階段的

角色，努力不懈地去學習才能做到。

	 四年前因為公司發生股東變更，我感覺自己又變回配

角，對公司所付出的努力和忠誠都不被重視和接納，當時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應該把我的精神和時間投放在更好的地

方——家庭，於是我便決定提早退休。回想過去四年我能

夠與兒子一起渡過升學的挑戰，與先父在他有生之年完成

他的願望和支持我太太面對外母的病危及離世，四年前一

個不再虛耗時間的決定，結果令我獲得這麼多珍貴的經歷

及回憶，每次想起心裏總是非常感恩！

	 將來會是怎樣呢？只有那位編寫生命劇本的導演才會

知道。下一場我將會是閒角、配角或者是主角？其實什麼

角色也不重要，我只要把握現在擁有的精力、健康、時間

和機會聽從導演的指示去演好每一場戲，為其他人及自己

的人生帶來更多精采和滿足！

陳凱傑先生（本會董事）

	 中國近代文豪魯迅先生曾說：「……地上本沒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後來這句說話經常被人簡化

成「路是人走出來的」。但對我來說，我的人生遭際，特

別是臨近退休的日子，卻成了這句說話的反面註腳。

	 自大學畢業以來，我便從事

教書育人的工作，中學校園一直

是我耕耘的園圃。三年前，小兒

子在英國修畢大學課程，經濟重

擔得以息肩，我便萌生了提早退

休的打算，好讓我在適意的生活

中，走遍大江南北，實踐我的承

諾——把我懂得的歷史故事，分

享予與我相濡以沬，繾綣半生的

太太。另外，完成寫作香港一所

百年老校的歷史。

	 但路有時不是人走出來的，因為上天的安排，有時也

不容人意。就在我提早退休後的兩個月，一所直資中學的

校長找上我，邀請我為他的學校推展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教

育工作，因此，在放假一年後，我便重拾教鞭，以「教育

發展總監」之名，築圃耘香，實踐大半生推廣中國歷史與

文化的心願。

	 正當我埋首苦幹，準備以此完結我一生的教育事業之

際，不意柳暗花明，前路再轉。一年半前，香港特區教育

局招聘發展歷史課程的負責官員，朋友勸我應徵，認為可

在更寬闊的舞台，為香港的歷史教育，貢獻所學。因此，

我便不揣謭陋，嘗試申請，最後僥倖中選。2021年2月，

我在教育局開展了教育事業的新一頁。

	 路，本來是由人走出來的。但我在退休之後所走的

路，好像都不是自己預先謀劃的。不過，無論是路選擇了

我，還是我選擇了自己的路，我的初心仍舊沒變，就是以

所學好好培育中國的下一代，讓他們認識民族的歷史，自

信於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並肩擔民族復興的夢想。至所

禱也！

葉深銘博士（本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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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裡我的兩個寶貝相繼到來，再說到四年裡這個如孩子般的「麒麟初心」的機構應運而生，從最開始靠孩子們自己拿

著各自家裡的凳子，擠在十平米的屋簷下，到如今分散在兩個鄉鎮的四個網站，這一路上我一直認為她是一個凝聚了所有關

心和支持公益事業人士的初心的機構。

 今年以來，聽到更多的回饋是覺得我們很忙，做了很多公益服務，當地政府部門從最開始的「跟我們沒關係」到如今

投入部分資金和場地支援，邀請我們去做不同地方的服務……而這背後也帶來了諸多的挑戰：人員的劇增；作為創始人的自

己，肩負著太多的使命和期待，也在逼迫自己要快速成長去面對各種挑戰。還好這一路上，有一直默默關心支持我們的「雲

彩會」、愛心人士，時不時給予我們問候，甚至帶同學到當地做義工，正是因為秉持「只要是正義之事，只要初心是好的，

總會被看見」的信念，一路走來挑戰與機遇並存。作為新時代的一名青年人，有幸參與和見證

這一切美妙與困難的發生，也是一種莫大的幸福，看到那些從自卑、暴力成長為兒童之家小骨

幹的孩子，聽到那些老人念叨著「這些社工年輕人太好了，讓我們在有生之年那麼開心」，陪

著長期臥病在床的青年站起來走出去，和村裡帶孩子出不去的婦女姐妹們共同商議未來的公益

互助店等等這些事情，一樁樁真實地發生在每天忙碌而充實的日子裡，正如當年「雲彩會」對

我的幫助一樣，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地把公益、溫暖、情感傳遞到家鄉的父老鄉親們身上。

 每一段路都不會白走，作為一名從這裡走出去的青年人，如今回到家鄉能夠做這樣一些力所能及之事，甚是榮幸和驕

傲。在這四年裡感謝每一個支持和幫助「麒麟初心」的你們，願未來的路，繼續不忘初心、腳踏實地、攜手向前！

 2013年我和小芳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開辦了「寶貝幼

稚園」。兩個年輕人沒有資源，也沒有經驗，憑藉著對夢

想的憧憬，我們開始踏上幼教的征程。但偏小學化的方法

無法吸引孩子們的興趣；缺乏社交經驗，人際交往跟不上

業務的需要。

　　2016年教育部門在全縣範圍內對辦學條件差的幼稚

園進行全面的整頓，我們「寶貝幼稚園」也在這次風浪中

被迫停業整頓一段時間，通過半個月的整頓，我們才得以

重新開課。2017年，由於場地被政府徵用，我們被迫進行

三次搬遷，完整的幼稚園被打散成三個教學點，場地、物

資、教師、教學、管理等因素驟然成為最大的困難，這也

是我們幼稚園最艱難的一段日子。

 後來，我找到了「雲彩會」，通過林老師的推薦，我

認識了很多愛心人士，也得到他們的幫助；2018年幼稚

園擁有屬於自己的場地，有滑梯等大型玩具；2019年，

我們把幼稚園更名為「小太陽幼稚園」，意謂幼稚園像初

升的太陽溫暖照耀四方。2019年9月，我們有了幼兒專用

校車，同時接管了一所國辦幼稚園，這些成就為幼稚園紮

根奠基。通過兩年的努力，我們的成績得到鄉鎮領導的認

可。2021年下半年，我們再

接管了另一所國辦幼稚園，

同時配備新的校車，三個園

區的生源達到220人，擁有

教職工19名，是整個鄉鎮民

辦幼稚園師資和配備最好的

幼稚園。

 想成功，除了個人努力，還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小太陽幼稚園」取得今天的成果離不開林植森老師、朱

老師、蕭老師等愛心人士的幫助，也離不開「雲彩會」及

愛心機構的全力支持，在日後的辦學中，我們將這份愛化

作初升的太陽，把陽光溫暖這片土地，讓夢想的花蕾在田

野間綻放！

     驀然回首，才發現我與「雲彩會」結緣十年了，這些年

來，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一直受到雲彩精神的影響，甚至激勵

著我前行！

　　大學畢業那年，懷著雄心壯志想闖一番，但很快便被現

實擊潰，陷入迷茫，失去自信與激情，就這樣混噩了三年

多。2017年中，因參加「雲彩會」的畢業生創業分享會認

識了愛心人士朱老師，喚醒我埋藏心底的創業夢想。數月之

後，他出資給我開辦小吃店，可是對一個全無餐飲經驗，只

能在網路上自學做菜的人，創業之路必然崎嶇，結果開業不

足兩個月，租約突然中止，食店被迫關門。

　　朱老師與我卻鍥而不捨，半年

後另覓新店開業，那時候由於人手

不足，我一個人既是收銀員，又是

廚師，還要當洗碗工！這一路走來

百感交雜，也想過放棄，幸好在朱

老師的指導和鼓勵下，才能堅持下

去，並構思如何作出轉變。2021

年3月，食店以新姿態登場，主打

香港的車仔麵，在過去半年的不斷改良下，生意漸見起色，

而我們辦食店的理想：將部分盈利作慈善用途，也一步步接

近了。

　　由大學到創業，「雲彩會」都陪伴著我，把我從無知青

年，引領成有責任、有擔當、不畏艱辛、懂得感恩的妻子和

母親，這是一份怎樣的情？也許「雲彩會」有時像一位長

者，有時是我的家人、老師或摯友。她扮演著不同角色，在

我人生不同階段中把愛和光帶到我生命裡，助我揚帆啟航，

展翅高飛！

感恩•回饋•續夢想     畢業生分享

返鄉公益創業心路  鄭紅琴

張成才 顧春煥把夢想插在田野上 助我揚帆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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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雲彩會」在雲南助學工作邁向二十一周年，我

們感恩擁有這些年來結緣的雲彩畢業生，過去我們都一直

以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繫，今年年初為了能更好的匯聚

他們相互交流，增進情誼，彼此砥礪，和善用各人的專業

資源，給別人提供支援和提升生活素質，進而參與公益，

造福社會，因此，我們先組織「雲港之家」群組，加強畢

業生之間的聯繫，更於八月成立「雲港資源中心」，由數

名畢業生擔任委員，共同策劃和推展活動。

　　這兩年我們已通過網上交流，結連省內外的畢業生討

論戀愛婚姻、工作規劃、個人增值等貼身話題，也藉著實

體活動，把身處昆明的畢業生相約一起參觀幼稚園、分享

美食、愛好、藝術創作等，甚至全家參與公益服務。

　　多年來，一些愛心人士常與畢業生保持聯絡，有些藉

自己的營商經驗幫助有志創業的畢業生、有些到訪畢業生

開辦的鄉村幼稚園和社區中心作義工，並捐獻金錢和物

資，愛心人士與畢業生的生命得以繼續相互擦亮。

雲港資源中心
　　因我對畢業生的負擔，被安排統籌有關工作，然而在

起步階段我需要不斷學習，包括認識畢業生、構思活動，

聯絡講者及主持，推廣宣傳等。當反應冷淡時，我要耐心

和作出內容與策略的改變；當各人積極參與和獲益時，我

會為大家同心同工產生的效果感到滿足喜悅。然而，畢業

生工作的路走來不易，但因著畢業生和愛心人士那份濃厚

且純樸的感情，激勵著我們放膽踏上，只有這樣，「雲彩

會」的初心與使命才能傳承下去。

財務概況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年度，「雲彩會」的助學金和行政費捐款約共港幣136萬元。這年度受助學生共305名，包括

247名大學生和58名高中生，助學金支出約港幣53萬元，文化交流及培訓活動和行政支出約港幣83萬元。由於持續受著疫情

影響，大部分的文化交流和培訓活動仍無法舉行，然而我們卻通過網上和其他方式給予學生關懷和鼓勵。2021年9月至2022

年8月年度，受助學生共271名，包括266名大學生和5名高中生，助學金共港幣44萬元。助學金額減少主要是由於這部分的

捐款遞減，和合作的祥雲四中暫不批出新的高中助學名額，但原先受助的學生仍可繼續接受資助。在2021年11月助學金發放

完畢後，「雲彩會」的結存是港幣14萬元，只能應付約三個月的經常費開支。

 若有感動捐款，請以支票（抬頭請寫「雲彩教育及文化交流協會或YCECEA LIMITED)，或直接存入本會戶口：匯豐銀行

480-303130-001，並將支票或存款收據寄回本會收，信封請註明「雲彩會收」。

 寫此文時，我身在香港，然而心神卻游走於雲南與香港兩地，既要關顧

昆明辦公室的工作和學生的需要，同時在這裡把握機會約見與造訪愛心人士

與朋友，向他們致謝和分享近況，也因社會經歷疫情和轉變，一直在思量能

為這個受傷的城市做點什麼！

　　「雲彩會」悄悄的渡過去年的二十周年，也剛滿了二十一歲，今天仍

能持續履行使命，都因愛心人士風雨同路，不離不棄，和登記後的主管部

門——公安廳及教育廳的支持，這次回港前教育廳領導向我表示除可幫忙轉

介一些需要扶助的學生外，更希望我們加強文化交流活動，以促進內地及香

港兩地人士的互相瞭解，讓社會更趨繁榮穩定，我們為此得到極大鼓舞，這

不僅是「雲彩會」的初心與使命，也是未來我們繼續發展的方向。

雲彩情
風雨無阻

趙佐菊（昆明同工）

林植森（執行總監）

 然而，經濟問題仍讓我們擔心，支持者和「雲彩會」同樣面對入不敷支，極需要我們彼此紀念和伸出援手，以致我們有

足夠的能力和信心為貧困的雲南農村孩子提供適切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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