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嬌嬌：「宏恩的大門寫上“KA CHI BUILDING”，“KA CHI”（嘉智）是“Gratia”的拉丁
文發音，意謂恩寵。龐教授教會我的，正是感恩，一份強大的力量。」



你留意到宏恩的大門寫上 “KA CHI
BUILDING”嗎？ “KA CHI”（嘉智）
是“Gratia”的拉丁文發音，意謂恩寵。
能在宏恩學習，於我是神此刻給予的
大恩寵。

不知不覺，在宏恩已經來到第二個年
頭。我一年級生時被選為班代表，和
班主任的接觸亦較頻密。去年四樓的
教員室剛剛裝修完工，不少教職員都
要搬遷物品，班主任邀請了我為學院
裡比較年長的老師搬書。當天工作印
象最深的是，龐憶華教授一直說很感
謝我的幫忙——然而，他並不是我當
天幫忙過的教授。我沒幫他，為什麼
他會向我連聲道謝？感覺真的有點莫
名其妙！

後來，有老師要求我去指導一位學習
上遇上困難的同學，碰巧龐教授路過

看到，往後便一直說很感謝我的幫
忙。我沒幫他，為什麼他再次感謝我
呢？我心裡開始反思，或許他是以基
督徒的身分，時時刻刻記著自己基督
徒的責任，心存基督的大義說出來
的。

莫名的感謝，深深地感動了我，但也
襲來絲絲的慚愧。我突然意識到，儘
管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卻對幫助別人
不甚積極，也不特別投入。就算參加
教會主日，也是形式化地完成任務。
過去一段日子，亦要平衡工作、家庭
以及求學，早已忙得不可開交，對身
邊發生的事冷漠得已如止水。然而，
本已退休的龐教授仍保持著一份熱
枕，這份精神影響了我，重新拉近了
我與神的關係。

此事以後，我的校園生活起了變化，

除了更主動跟同學交流，對身邊有需
要幫助的人，也不吝於伸出援手。基
督曾說，「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
白分施」，這話彷彿在我的心田上萌
芽。

宏恩這個地方，成就於基督無盡的恩
寵。龐教授教會我的，正是感恩，一
份強大的力量。這裡的人大多擁有信
仰，但願我們時刻感恩，讓其生活
化，共同為這個大家庭作出一分貢
獻。

宏恩的這些年，將是我人生的特殊回
憶。因為我們的小，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更加密切；因為我們的小，團體中
更能體現家庭成員的互相扶持。和其
它八大學院相比，宏恩的小，從另一
個層面倒體現了她的大。

 董嬌嬌（
2018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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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梁惠玲

文章的作者和文中的主角都是我所認識的。作者從老師莫名其

妙的一句道謝中，反思自己基督徒生活的虧欠，是件多麼有福

的事。常言道，一句美好的話能造就人，在這裡正正體驗出來

了。每次看見龐教授都給人一種和藹親切的感覺，在學習上問

他問題時，他總是認真聆聽和細心分析去回答，時時把別人的

事情放在首位，讓人有被尊重的感覺。曾聽人說，某某大學的教授很冷酷，他們不關心學生的需要，

只管教完自己那科就完事了。對比之下，很慶幸我們學校有龐

教授這樣的老師，學院雖小但溫情處處，龐教授把老師的樣式

帶到生活中，常常把禮貌用語掛在嘴邊，不管別人是否幫助

他，他總是欣賞別人的付出並感謝他們，相信龐教授的行為不

僅僅影響到作者一人，最少我也被感動了。
回應：詹丹妮
我對Pang Pang都有啲熟悉，覺得佢好有年資，對同學都好好。一次我喺

corridor經過，見到Pang Pang，佢好關心學生，唔會有種距離感。佢都記得

我，雖然佢教過好多人，我覺得好親切。雖然我哋High Dip，佢同我哋同埋

degree學生都打得埋。雖然佢年紀有啲大，但睇得出同學生關係好好，好關心

學生。喺授課時，好著重我哋程度，有時會邀請嘉賓嚟。佢係一位好好嘅老師。



劉藹欣：「如果我是綠葉，那麼你就是水了。上善若水，綠葉現在
因為有了水的灌溉後，也在這校園展開一片生機，慢慢成長。」



還在我來宏恩不足一年，也許是日子
尚短，坦白的說，我並未遇上什麼刻
骨難忘的事，讓我感受到僕人領袖的
精神。準確的說，我不太認識「僕人
領袖」是什麼。不過，現在的我稍微
掌握多一點了。

讓我體會何謂「僕人領袖」的人，是
位老師。他並不是高高在上，倒如同
行者，無分你我，無分彼此。

有一次，我看見身邊的同學面露難
色，神情似是不忿，甚至紅了眼激動
起來。當下，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
焦急地瞧瞧四周，看看有沒有人能幫
助。無助的感覺揮之不去，心也因急
躁而跳動不止。急於尋求幫助的我，
不停踱來踱去……。

忽然，我在走廊的盡頭看到另一個身
形。頃刻，紊亂的心定下來，因我曉
得事情很快便會得到解決──就是他
這一位老師，形象親切，話語也總帶
著治癒力。這種預感果然應驗，那個
同學跟他交談過後，很快就言笑晏晏
的走開了。

這也勾起了我初來宏恩報到的回憶。
在這陌生的環境，身邊沒有熟悉的朋
友，我很不安，不禁封閉自己。在早

會時，會選擇遠離講台的位置；在課
堂上，則挑離門口最近的座位。甚至
午息，亦寧願出外堂食，為的是避免
接觸或遇到校內的師生。日子雖悶，
但我在抽離中找到一絲安全感。

不過，這不健康。

終於，我嘗試跟上述提郅的老師談談
我的問題。他說：「每個人都有未適
應的時候，不用強迫自己，但也不要
封閉自己，慢慢接受，漸漸改變。」
聽完他一席話後，我的不安，還有一
份隔閡感，彷彿慢慢消彌。事實上，
那此以後，我在校園投入更多，對身
邊的人也開始上心，不再一放學就馬
上回家，有空也會蕩到202室坐坐。
他的說話治癒了我，改變我的心態，
讓我告別冷漠，抺走心裡的孤單。

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吧，不然怎可如此
舒人心扉？在他面前可以暢所欲言，
任憑你吐多少苦水，善解人意的他從
不打斷。他只會悄悄地聽，細聽你每
一句。我看過不少原先還一臉愁容的
學生，跟他𣈱談過後，或多或少都能
夠一展歡容。

又有一次，我遇上一個上堂的煩惱。
想傾訴，又不知該找誰。最後，還是

找了他。見面初時，我渾身繃緊，因
為以往很少主動向人傾吐。我說話
時，看着他認真聆聽的樣子，心裏不
由得感嘆。我得說這裏所形容的「認
真」，並不是指他一臉嚴肅，面無表
情地看著我。相反，我在他眼神中讀
取到專心，一心一意聆聽我的心事。
我知道人人都能聽，但並不是人人都
懂得聆聽。這位老師，當時就像一位
故友，靜靜的聽，偶爾補一兩嘴，使
我可以繼續娓娓道出我的故事。剎
那，我像在炎夏裡口乾時灌下一杯清
涼的水，「咕嚕」一聲，內裡暢快無
比！

在他身上，有聆聽，有同理心，話語
間還帶着治癒心靈的力量。想來，這
就是僕人領袖的特質了。

也許你不知道我是誰，但是我由衷感
激遇上你──Kanis，謝謝你！

如果說我是綠葉，那麼Kanis就是水
了。在我認識你的兩年間，你給我的
話語以及支持，我會牢牢緊記。不是
你，我不會參加ICAC大使計劃；不是
你，我不會參與學長計劃；不是你，
我不會帶著信心參與這一切。上善若
水，綠葉現在因為有了水灌溉後，也
在這校園展開一片生機，慢慢成長。

劉譪欣（2017心理學系
）



盧啟進：「現在到了大學最後一年，我開始問自己，是否容
許這種生活持續下去？我決定踏出一步，闖出一片天下。」



三年前入讀宏恩，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

牢牢記得當時校長跟我說的一番話：「宏恩家庭
歡迎你，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讀書。」

這是一個動力，令我知道自己像一粒種子一樣等
待發芽。

每位老師都有僕人領袖的影子，為我們灌溉、施
肥 ，甚至除蟲（除去我們一些壞習慣）。雖然宏
恩校園比較細一點，學校所有人的關係卻變得更
加緊密 ，甚至每一張臉都可以認出來。我們可以
隨時請教老師，每日返學也可跟正在努力打掃的
姐姐講聲早晨，放學又可找找 IT部門的人吹
水......。

我看到同學也在悄悄地實踐僕人領袖。例如，每
日lunch 之後，我們會將飯盒放入地下的統一垃
圾桶，如果過了垃圾桶放置的時間，就多行幾步
拋掉。又例如，誰先回到202學生活動室，誰就幫
手為熱水壼加水。

我也有不少的轉變。從前，我會留在舒適圈，每
日生活就是返學放學、練波、拍拖、研究波鞋等
等，生活可謂比較休閒。現在到了大學最後一
年，我開始問自己，是否容許這種生活持續下
去？我決定踏出一步，闖出一片天下。

近日，我參與了2019 Asia Pacific Deaf Game 的
籌委會，擔當場地部門「阿頭」。雖是阿頭，但
我再三提醒自己不可高高在上，而是與團隊一齊
流汗，一起在團體裡成長，發揮各人的所長，讓
事情變得更加順利。你可能會問，如何在學業和
這份工作之間取得平衡？我會回答，回想初衷。
猶記得當初決定讀社工，就是希望讓社會上更多
的人關注聽障人士的需要。運動會是個好好的機
會，讓公眾人士知道我們聽障人士也是有能力
的。

也許，我曾在人生旅途上迷失，宏恩卻提供一個
十分特別的平台，激發各人尋覓及發揮自己的潛
能。

盧啟進（2015社工學系
）



何曉彤：「宏恩裡大部分同學都很善良，幾乎每一位都曾
向我作出善意的問候，為我的校園生活添上色彩。」

右一：何曉彤



回應：陳有濼

我覺得宏恩的同學仔有份熱誠，喜歡照顧
身邊的人。譬如，每次Karen（註：即曉
彤）轉入202室找東西吃，幾乎沒有一次
空手而回，總會遇上慷慨的人，就像牛奶
粟米片，是由David弄給她的。
文章提到的C君，確是一個好的僕人領
袖，雖然未必做到事事解決，卻充當了陪
伴的角色。我和Karen一起做過一次性格
測試，結果顯示，我倆完全「打對角」，
性格可說南轅北轍。我跟Karen相處，不
時需要像C君一樣的人，做中間的協調。
Karen重視情感，但我處事方式不同，有
些話真的不易開口。

何曉彤（2017社工學系
）

在宏恩這個大家庭，我遇到了不少暖
心的人和事。

不得不說，宏恩裏大部分同學－－
啊，不對，不是同學，而是朋友－－
都是善良的好孩子。在我肚子餓時，
有的會主動給我一碗牛奶粟米片；在
我趕不上課業時，有的會主動推薦一
些有用資料給我。幾乎每一位都曾向
我作出善意的問候，為我過去一年的
校園生活添上不少色彩。

但現在特別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好朋友C
的故事。C比我少兩歲，卻更成熟穩
重。他有卓越的領導能力和解難能
力，是一位僕人領袖，很值得我們學
習。

有件事教我格外敬重他。有一次，我
跟好友吵架，之後在C面前哭得呼天搶
地。C在麥當勞陪伴了我三小時，耐心
地聽我，並仔細地分析事情，為我解
憂，更為我祈禱。奇怪的是，與他交
談過後，就不再那麼憂傷了－－他真
的很有治療別人的能力！

「比起與人歡笑，我更願意與人哭
泣，因為伴人歡笑的人可以有很多，

伴人哭泣的卻不多，」C這一句說話，
讓我刻骨銘心。

又有一次，我向他問及自己的缺點。
「你不應只問缺點，應同時問優點，
因為我們不能只作批評，」他立時糾
正我。C說，我有時會過分依賴人，但
亦不是不可為。「優點和缺點，從來
都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不用過分
在意，」他不忘補充。被人說出自己
的缺點，我仍聽得那麼順耳，想來還
是頭一回。也許，是我感受得到，他
認真的說，出發點只是為了我好。

C不是沒有脾氣，只是他懂得控制，從
各方面思考問題。有一次，同學大伙
兒在義工活動裡不順心，他不僅按捺
住自己的情緒，更安撫了其他同學。

雖然認識不到一年，卻因一些義工活
動，跟C逐漸熟絡起來，一起經歷了不
少事情。很想在此跟C說一聲謝謝，他
教人欣賞，大家都不禁期待起他的將
來。

第二年的校園生活快將開始，不知又
會遇上什麼人和事呢？



誠邀你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宏恩基督教學院
Gratia Christian College iAMgrat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