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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q 門基督教青年會(YMCA)主辦、澳門美高梅贊
／大助的「第一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頒獎禮於

2010年12月 4 日假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五樓蓮花廳完滿

舉行。

在現今的社會，最容易被成年人肯定的青少年，

多數是成績卓越或在某項技能有突出表現的，當然，

是次選舉我們邀請到在不同領域上各具專長的評

審組成初選及總選的評審團，評委按參選者的年齡及

其相應的傑出表現，以及參選者的品德及面試表現來

作綜合的評審，經過2010年9月 26 日及 10月 30 日兩次

的評審面試後，順利選出並已獲是次選舉之首席評審

教育暨青年局蘇朝暉局長確立之十名傑出少年（何詩

琪、宋激、李婉文、李淑瀅 、 林健生 、 黃君搏 、 黃嘉

—眾支持是次選舉之評審及支持單位，以表謝意。同

時，傑出少年更在容光耀代局長的監誓 、 以及在眾人

的見證下進行宣誓儀式，承諾日後定會本著積極正向

人生觀，繼續努力學習 、 自我增值，實踐積極人生，

並且身體力行，熱心服務回饋社會。接著， 主辦單位

亦邀請到比賽評審李峻－先生及其中一位傑出少年及

其家人進行分享，分享他們在是次選舉中最深刻的體
這些都應予以表揚。而社會上時亦不乏一些為了理想

和目標而奮力追求 、 面對逆境和困難全力克服以及對
莉、廖子晴、鄭珮盈 、 譚知微）及五名表現優異的少 會。

年（何冠忠 、 張煒東、黎道茵 、 譚亦敏、譚家俊）；
於國家與社會盡力承擔的年青人。只是對於這樣的青

少年，可以肯定他們、鼓勵他們、支持他們 、 甚至表
而剛於 11 月 28 日結束之「傑出少年我撐你」網上投票

揚他們的渠道和機會，實在不足夠。這就是促使本會
活動，林健生脱穎而出獲最多公眾票數支持，當選為

「我最欣賞的傑出少年」。
舉辦「第一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的主要原因，為要

提供一個這樣的機會和平台。

「第一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的目的是為了表揚

在成長過程中有傑出表現及曾經付出努力的少年人，

勉勵他們繼續努力不懈、發揮自己及貢獻社會，期望

藉著他們的奮鬥故事，感染其他少年人，同時亦為本

澳社會注入積極正向的能量。是次選舉分成三個組

別，參選者可因應自己的表現或經歷而選癢其「參選

方向」，分別為：

個人成就 ： 參選者在品德、學業、藝術、體育、

科研等方面有傑出的表現。

個人奮進： 參選者在成長過程中的奮鬥歷程，如

何積極面對挑戰及困難等。

2010年 12 月 4 日假澳門世界貿中心五樓蓮花廳舉

行了頒獎禮。當日蒞臨頒獎禮的嘉賓包括社會文化司

司長代表社會工作局容光耀代局長、是次選舉之首席

審評教育暨青年局蘇朝暉局長、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的

理 、 監事、澳門美高梅簡博賢總裁、支持單位香港遊

樂場協會温立文總發展主任、傑出少年選舉的各位評

審、傑少之星王菀之小姐 、 各友好機構的代表 、 獲選

的少年人，以及支持他們的家長、師長及朋友 。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關淑鈴總幹事在致辭中表示，

在今次傑出少年選舉中 ，優秀的少年人確實不少，雖

然他們未能得到任何獎項或殊榮，但他們的經歷及所

付出的努力，已深印在一眾評審的心坎中 。

典禮中除了頒發所有獎項

社會參與 ： 參選者熱心及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充 外，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理事長

分學習及發揮個人專長，關懷他人、社會及國

家。

在今屆選舉中，主辦單位亦邀請了香港歌手王菀

之小姐擔任「傑少之星」，她亦親臨頒獎禮中支持及

勉勵一眾少年人。最後， 一班傑出少年更以歌聲回饋

給台下各位蒞臨支持及肯定他們的親友師長 。

「第一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頒獎禮雖然完滿結

束，但這班傑出少年將會成立「傑出少年協會」，繼

續為身邊的人及社會「發光發熱」，以實踐他們宣誓

的承諾 。 另外 ， 主辦單位亦會印製「—人—故事」分

享文集，將傑出少年的「生命故事」與更多的人分

享。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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冏詩琪

仍是中學生的詩琪巳有多次短宣和義務教學服務

經歷，到訪的地區包括孟加拉，泰國和中國內地。

在兼顧繁重課業之餘，她將自己的課餘時間貢獻

給社會，包括參與探訪老人院，兒童院，街頭佈道，

社區關懷等。她一向以身作則並鼓勵同學—同參加義

工活動，同時努力推廣和策劃各項社區活動。

她做事認真，樂於與人溝通，通過自己的行動不

斷為社會散播正能量。

今年二月才從內地轉來澳門的中二學生宋澂 ，在

學業上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她努力克服語言障礙和教

育程度的差異，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成績已有顎

著的進步， 上學年更考取第一名次。

她看起來很文転 ，但面對學業和問題卻相當主動

積極，對自己有著很高的要求 。

她覺得自己在廣東話和英語在聽力上仍然有些障

礙，依然堅持不懈地學習和謙虛提問。她認為謙虛使

人進步，而逆境能夠磨練人的意志。也正是因為這份

執著和良好的心態 ， 讓她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取得巨

大進步。

她的理想是成為—名醫生，救死扶傷，貢獻社

會。

) 
，全賴誠愨

婉文多次參加校內外的英語辯論、演調和集捅比

賽，積極參與對外交流活動，社區活動以及學生會工

作，同時也是學校籃球隊的優秀隊員。

外向主動，落落大方是她的風格；她心態積極向

上 ，與人為善，時常靠自身的經驗和耐心感化身邊同

儕。

在他人眼中，她是—位「德－智－體－群」全面發展

的好學生，但婉文總是以行動證實自己的信念：「沒

有最好，只有更好 l 」

病魔沒有將他打倒，異樣的眼光沒有讓他退縮。

「淋巴回流障礙」和「乳糜腹」這兩種疾病一直困擾

著建生，疾病影響了他的營養吸收和發育情況，使他

看上去和同齡人不甚相同。

周圍異樣的視線曾經讓他感到恐懼，但父親的辛

勞，母親在病榻旁的悉心陪伴，姐姐的細心關愛，讓

他克服了怯懦，更加珍惜和家人的相處時間。他在學

校專心聽課，回家自律温習， 一直維持著理想的學習

成績。

他在上年和今年兩次飛往北京接受手術和治療，

在病床上仍努力學習。手術的體驗讓他變得更加堅強

勇敢，也更積極與同學建立關係，友善溝通。喜愛打

乒乓球的他還參加校際比賽，在球桌上努力到最後—

分鐘。

他從不放棄自己的健康和前途， 一直積極投入學

習，他想讓別人了解，自己的努力能夠克服生理上的

障礙，閃耀屬於自己的光芒。

油瓚－（十;!:t榘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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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瀅積榎參與校內外活動，更以學生會副會長身

分義務組織和策劃多項聯校及校內大型活動及比賽，

更曾遠赴粵北探訪，參加匯業盃以及澳門基本法問答

比賽。

她待人接物謙遜有禮，温和友善，並且富有責任

感，對班級無私奉獻 ；她成績優異，尤其在人文科學

名列前茅，書法也是她的強項。在學業之餘 ，她選擇

在校外進修葡萄牙語及就讀興趣課程，不斷提升自

己；並熱心投入各種志顔服務，身體力行為社會貢獻

—份心力。

在被問及理想時，她的回答顯得與眾不同：「我

的目標是做一個有誠信的好人。」嘉莉就是這樣一個

實事求是，談吐自若的女孩，熱心的她總是以行動和

言語感動身邊人。在兼顧學業成績和藝術體育才能的

同時，她把課餘時間投入了社會服務和慈善活動，更

長期擔任民政總署圖書館義工。

她叄與過多項活動，如學生會， 司儀，繪圖等，
·--; 一—

並從中尋找到百己最愛的柔道，更在今年的學界柔道

` 比賽中取得44公斤級別第一名的好成績。

君搏興趣廣泛，對寫作情有獨鍾，年僅十七便

創立了學校的「文學創作社」。他談吐大方幽默，論

事則條分縷析。他有著健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品格

仁善，待人誠摯寬厚，並樂於助人。他成績優異，博

識多聞，且能融會貫通所識所聞，活學活用。寫作之

餘，他也從事雕塑創作，並熱愛歌唱和運動。

君搏醉心閲讀，尤喜文化、藝術書籍，希望能

持續拓展自己的視野和想像，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品

味和藝術涵養。目前已獲頒兩個重要文學寫作獎項（

包括最近的「文學狀元」獎），正在嘗試網絡寫作的

他， 一直在努力為自己成為大作家的夢想添磚加瓦，

奠基築底。

君搏説：「保持謙虛的心態才能正視自己的不

足，通過從現實和他人身上汲取知識和經驗，才能向

前走。」

身為澳門花樣游泳隊隊員，子晴曾代表澳門出

戰香港，全國以及亞；州多項賽事。她熱愛花泳，每晚

放學後堅持練習至九點，自主和堅持是她對自己的要

求。她勇於面對考驗，善於從比賽中獲取經驗，反思

自己。她也喜愛鋼琴，並即將參加綱琴七級考核 。

兼顧愛好的同時，善於管理時間的她在學業上也

有著優良表現。在平時學習中經常幫助後進同學。她

樂於助人的品格讓她獲得同儕和師長的好評。

鄄珮盈

珮盈年僅12歲， 三年前主動提出到上海求學，

希望能夠獨立生活，拓寬視野；於是她成為上海世界

外國語小學第—名澳門學生。雖然語言和教學程度上

的差異以及陌生的環境都讓她感到不適應。但她深深

記得就讀培正中學附小時老師曾經講過的大禹治水的

故事，當面對困境的時候，不逃避，不放棄，努力向

上 。即使初入學時成績全不合格，到小學畢業時已取

禱優異成績，並獲得三好學生的稱號。在兼顧學業的

同時，她也沒有放棄對花樣游泳的熱愛，仍堅持參加

辛苦的集訓，從比賽中獲得經驗，學習他人長處。她

靠著自己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如此驚人的進步 I 這不僅

是個人的榮譽更是澳門人的驕傲丨

珮盈常説干小朋友也有自己的想法和經歷，對社__,_- .... 
會亦會帶來不少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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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微為人積檯向上又平易近人，是大家的好朋

友 。 她在音樂領域展現了相當的才能，在澳門青年音

樂比賽鋼琴獨奏和四手聯彈曾取得名次。除了以優異

成績通過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八級資格外，同時擔任培

正中學管弦樂團大提琴手。亦曾榮膺澳門青年交響樂

團（少年團）優秀團員。

她對數學及作文也有濃厚的興趣，曾獲全國數

學小論文金獎及作文一等獎。除持續每年得到學校頒

發的全年學業成績優異獎和品格優良獎外，她在語言 永不言敗的信念和不懈努力之下，他多次獲得
方面也有著相當追求 ， 能掌握粵語、普通話和閩南話 校內外頒發的優異成績獎，同時也積極參與校務和多

並努力學習英語和日語。她在課餘時間常參加公益服 項義工活動。
務，如支持宣道堂慈善會的愛心工程助學計劃 。

聽著道茵流利的粵語，實在很難想象她是在小

學二年級時從巴西移民來澳。

在＂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比賽"中分別獲 環境的變化和語言的障礙沒有讓她氣餒。數年

得動畫製作賽第一名和教育信息化發明創新獎這兩項 的自身努力和家人的幫助之下，她克服了語言難關，

好成績的冠忠，是個多才多藝，對繪畫和電腦動畫製 並在朗誦方面有卓越表現，曾獲得葡萄牙語和普通話

作尤其熱衷的優秀少年。 獨誦比賽的獎項。而在學業上她也頗有建樹，曾獲教

青局頒發的 「李白獎」和「蓮花獎」°
他性格認真，堅持，對學業和興趣都投入了大量

的時間和努力。成績優秀的他在課餘時間常參加多種

類型的活動和課程，發掘出自己在電腦動畫方面的潛

力。他勇於接受挑戰，積極參加各項實踐和比賽，不

斷提升自我。

此外，他也積極投入義工和社區活動， 幫助他

人，為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

從小熱愛乒乓球，曾獲得公開賽事的獎項；但

因為一次嚴重的錯誤，使亦敏不得不放棄這項興趣。

經歷失敗之後，他並沒有氣餒，而是把眼光轉

向了學術領域。舊有理想的傷痛經歷讓他在尋找到目

標後更加執著和堅持，從此他為學業埋頭苦幹，為學

業放棄了玩樂的時間。

她在音樂方面有著相當的造詣，今年暑假已經

成功考取鋼琴彈奏八級資格。

憑著積極向上的心態和樂於助人的性格，黎道

茵—直給同儕和社區人群帶來正能量。

包強動n

曾有在兩校中連讀三年中－這種挫敗經歷的家

仍是中學生的煒東已給自己制定了香港中文大學 俊，因為這次經歷慢慢認清現狀，找到了重新出發的

的目標，願望是學有所成後回澳擔任一名教師，培育 起點。

人才，貢獻社會。被問及最尊敬的人時，他毫不猶豫
他將以往失敗經驗轉化為重新振作的動力，學會

地回答「教師」，也正不斷朝著這個理想努力前進。 在不同環境中調整心情，養成了良好的心態。之後學

他性格耿直謙厚 ， 富有責任感；在學業上相當刻 業取得檯大進步，於班級名列前茅。

苦，成績優異，經常幫助後進同學。

志作育若才

在課餘時間，他積極參加朗誦比賽 ，訓練自己

的口才和朗蛹能力_可貧多茄厰詠團排練七累積舞台經-- ----驗。 他相信通過這些活動能接觸到更多優秀和志同道
.-' ... 

合的同齡人，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好書推呤_ 

他發撣自己積極主動的性格和領導能力 ， 熱心地

參與校內外活動及社區服務。曾代表學校參與澳門特

殊運動會的活動和服務，更前往韓國，武漢，福建及

廣州等地協助特奧參加者進行比賽 。在加入童軍的八

年時間裡，表現—直相當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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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及蓋茨訪華，擺下慈善晚宴，廣邀中國富豪

出席，席間還分享了他們對金錢運用的看法 。 這次

豪門宴，廣受傳媒關注，有傳內地富豪紛紛固避 ，

逃避「裸捐」 。 我們這等「布衣」 平信徒，決沒有

被邀裸捐的煩惱，但我們仍會有一大筆「金錢」 ，

需要好好運用。那金錢，就是時間！《再給我一個

月》 (One Month to Live) 的作者 ， 正提醒我們善

用時間的重要。他從死亡的恐懼説起，然後揭示許

多人在企劃人生上的盲點，再給以30帖計劃人生的

良方。現在且看看他的無隠人生四大原則：

熱情地活：每天都好像過最後—天

完全地愛 ： 以超凡的愛愛人，改變世界

謙遜地學習：從困難和痛苦中成長

勇敢地離開：讓生命發揮深遠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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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心中的香格里拉

著名基督徒學者梁燕城博士於2010年 12 月 3 日（星期

五）晚上在澳門培正中學新大樓禮堂舉行「尋找心中

的香格里拉」文化講座，梁博士以自己年青時打坐求

道的體會，融合對中國儒、釋、道的研究，以及中國

傳統文化中的上帝觀，認為在聲色迷醉的都會裏，每

個人的內心都渴望追求英國作家James Hilton筆下的

世外桃園「香格里拉」，而這份人性中的美善乃源自

永恆不變的天地恩情，反映在人世間無私奉獻的真情

關愛。

梁博土五年前(2005年 11 月）曾來澳主講「睹好澳

門」，今年再度重臨濠江，特別吸引大批知識份子踴

躍出席，除了眾多培正學校的家長外，更有澳門大學

的內地留學生慕名而來，當晚參加者近五百人，會後

約三十人表示接受上帝之恩情。本講産由澳門工商基

督徒協會、培正中學合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協辦。

另外，梁燕城博士於翌日 (12月 4 日）上午獲培正

中學邀請，向250位高二學生分享信仰文化專題：「

人生的出路」，對畢業後必將升讀大學的莘莘學子來

説，眼前這位精通文化哲理、專研中國儒學、易學的

學術界大師，不但向他們展示博學求知的嚴謹治學態

度，更為他們的人生帶來新的啟發。隨後，梁博士夫

婦更與培正學校基督徒老師團契成員共進午餐，分享

他們在內地協助推動高等教育的見聞和心禱，並勉勵

為人師表者當存單純的心，委身教育事業，珍惜校園

福音禾場，建立至善至正的「香格里拉」。 「濃門基督教鐮佳音團隊」

漁人碼頭平安夜報佳音

日期： 12月 24 日 （ 週五 ）

時間：晚上9:00 - 12:00 

地點：澳門漁人碼頭太陽廣場（羅馬鬥獸場旁 ）

內容：聯合詩班、小組表演，樂隊，讚美操、默劇

合辦：播道會慈愛家庭、下環浸借會、 澳門基督教錫

安堂、基督教門諾會澳門教會、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Sammi &城市心情、 澳

門讚美操團隊

查詢： (853) 2892 1702 

綱續做儷生命不到鑰分享會
由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氹仔家庭成

長軒主辦、澳門社會工作局贊助的「繼續做個生命不

到翁分享會」於12月 4 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

分假澳門高士德大馬路七號培正中學H座8樓禮堂舉
行，共超過二百二十人參加，司儀何嘉麗小姐及分享

嘉賓和田裕美小姐，分享她如何在抑鬱困境及死亡邊

緣中站立起來，場面感人。

適逢香港循道衛理佈道團（簡稱MEM)成立五週

年，分別於九月份在香港、九龍及新界舉辦了四場聯

合佈道會，而於12月 4 日晚上八時更移師到澳門培正

中學與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合辦「MEM五週年巡

迴佈道會澳門站」，主題是『總有出路』。共有一百

六十人出席，十三人決志、兩人回轉及十三人慕道。

當晚內容有MEM魔術組精彩演出、裕美擔任見證嘉

賓、李炳光牧師分享信息及王大為牧師祝福。裕美深

情演繹了兩首詩歌－「如果我可以」及「回家」，分

享她在名利高處中突然全部失去，徬徨無助，胡思亂

想導致嚴重失眠，最終更患上嚴重抑鬱及有自殺傾
向，醫生更勸籲她立即包裹及鎖上家中所有利器。裕

美問及現場出席者，竟然超過三分之一人舉手表示有

失眠情況，原來生活在澳門的屋力也相當大。她表示

服食安眠藥亦不能令她入睡，在極度無助之下，眼淚

也哭盡，她嘗試向上帝祈禱，讓她有一個安睡，結果

她形容自己睡到似隻「豬」，而不知不覺地抑鬱病亦

康復了。以前她覺得基督徒好傻，浪費時間，時間對

她好寶貴，要賺錢及吃喝玩樂，現在她醒覺不做基督

徒更傻，「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

什麼益處呢＇」現在她會懂得欣賞自己、珍惜家人，

及願意分享神對她的愛。李炳光牧師信息中提到人要

活得精彩 ： 「縱使面對重重困難，不要害怕 ，您不是

孤單—人，要相信上帝，祂會與您同在，賜給您一條

出路＇」聚會由王大為牧師祝福結束。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第一屆傑出少年選舉 ，據聞有百多位青少年獲提名參賽，提名人多是學校

的老師、社工、校長，更難得的是也有親人，包括父母、兄姊的提名。無論是否獲獎，起碼這些青少

年在他們的家人、師長的眼中是「傑少」，而不是「大少」－－不少獲獎者真的是經歷人生中不容易

的困苦，他們克服困難，努力不懈，獲得社會的肯定和讚賞。請以禱告和行動支持青少年的成長，懇

求天父賜予青少年力量，跨越逆境，活出豐盛生命—－如同無手無腳的力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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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賨贈閱·歡迎蕡助
現金可存入澳門大晝銀行213-1-00289-0 或澳門中國銀行

21-012-000633-1 , 寄回存據 ， 註明姓名、電話及郵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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