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小容小傳 

 
  生於廣州，七個月大時，尚在襁褓中便隨父母親移居香港，為家中長

女，並有妹妹四人。整個幼年及青年階段，在荃灣居住，先在荃灣天主教

小學就讀，後轉至德聲小學完成小學階段。其後，考進了位於葵青區的佛
教善德英文中學，完成七年的中學課程。八十年代，以優良成績考進香港

大學文學院修讀中國語文。畢業後，投身教育界，在順利天主教中學當上

中文老師。 
 

  在一次機緣巧合下，因一塊晶石，認識了丈夫，並於二千年結婚，婚

後育有兩位女兒。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下旬，確診乳癌末期，與癌魔戰鬥了
一年四個月，不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凌晨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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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愛妻小容 
 

                      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夜難為情。 
 

                                                                            植 

 
 
 
 

世界彷彿變得不真實了 
 

  由那一刻開始，這個世界彷彿變得不真實了。 
 

  那晚突如其來的一個電話，讓我還未有心理準備接受媽媽由情況危

急，到離去的這個事實。那晚，醫生完成了最後的檢查，我們便一起送
別媽媽，之後跟著爸爸，並在妹妹的同行下，我們由醫院回到家中，整

個過程，我覺得像是發了一場夢，感覺十分之不真實。 

 
  現在偶然在家裡一個人時，望向沙發平時媽媽最愛坐的位置，知道

她已經不在了，但我卻感到，她沒有離開我，她是在我的心中，從來沒

有離開過。 
 

大女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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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不捨 
 

  對於媽媽的離世，我感到十分悲痛，真的猜不到她會那麼快的離我

們而去。 
 

  與媽媽最難忘的片段，應是在新年期間，每一天都到醫院探望媽媽。

每一天的探望，也發現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的情況差，胃口也不好。
記得住院時，在病床上，媽媽還是愛喝茉莉花茶，那次，就是在媽媽臨

走前，我餵了她喝茉莉花茶，這個片段是難忘的；還有，就是媽媽常感

到精神緊張而咬破嘴角，於是我就為她塗上護唇膏，可惜現在已沒有機

會為她塗上了。 

 

  到了現在，我對媽媽仍是有依依不捨的心情，希望媽媽在天國可以
跟公公、小狗 TOBI 及 SUGAR 團聚。 

 

二女兒上 
 

我姐小容 一生承教 
 
  我姐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凌晨，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的離開

了，走完了五十餘年的人生。 

 
  回顧我姐的一生，她是一位嚴謹認真、心懷坦然及感情豐富的人。 

 

  相信應是父母的影響及身為家中長女的關係，我姐是一位處事認真
且嚴謹的人。父親及母親，他們重視規矩，身為長女的我姐，肩頭的責

任確是不少。父親一直希望女兒們能夠大學畢業，有了學識便能保障生

活，父親有此願望，身為子女的怎能不圓夢？我姐在讀書方面確有能力，
她以理想的成績得到了港大及中大的同時取錄，最後在幾經思量下，選

取了只須三年就完成課程的香港大學文學系，相較中大，能早一年畢業，

少繳一年學費，便能早一年工作，就可減輕父親的擔子，或許這就是長
女的身份，抉擇時須多一分考慮。回首今天，我們深切明白到，選取港

大是明確的，當然不是因為那少了的「一年」，而是在大學裡，我姐結

識了一班感情真摯的好同學、好朋友。在病榻前，我姐的老同學──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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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明、秀文及慕慈姐，她們細述大學時的生活點滴，除了為我姐打氣外，
也撫慰了我們的心，每一個從前的生活點滴，聽進耳裡，是鮮活的，也

是深刻的。回顧我姐在大學時期的三年生活，多了一番的認識，確信那

段日子雖是平凡，但卻是豐盛的。 
 

  大學畢業後，我姐就進入了順利天主教中學，當上一位中文老師。

作為一位中文老師，是辛苦的，有無數的中文課業需要批改，所以我姐
平日在家中，陪伴她的就是一疊又一疊的作文卷，看見最多的是她「爬

格子」的時候，倦了就伏案休息，猛然醒了，就再批改課業去，人生就

這樣的在「順利」消磨了三十年的歲月。大家常說「三十而立」，我姐

在教學中，三十年過去了，她得到了些甚麼？初入行時，是一位教師，

三十年後，她還是一位教師，我姐是一位心懷坦然的人，工作上若能更

上一層樓，固然開心，但時不我予，也坦然面對。對名利如是，對得知
不幸惹上癌魔的利爪侵蝕亦然，在年餘的戰爭中，我姐還是往常的她，

坦然面對生死，直到最後一刻。相信就是因為我姐是一位心懷坦然的人，

不多加計算，所以她在三十年「順利」的歲月中，能得到學生的愛護及
同事的支持，特別是在人生最後旅程上，讓我們家人認識了「順利」的

校監神父、康校長、詹校長、潘老師、「七小福」、「九男女」及「十

兄弟」，他們對我姐的關心及支持，我們滿懷感激。細味我姐在「順利」
的三十年悠悠歲月，或許是平凡，但應是順遂的。 

 

  任凡如何坦然，但當提及情一字，誰人也逃不掉，特別是我姐，一
個不愛流露情感，卻又是一位感情豐富的人。早前翻弄她的一個抽屜，

竟發現了她還藏著一對女兒的臍帶，細心的用塑料袋裝好，並寫上女兒

的名字以識別。對於如斯重情的人，縱然在最後的歲月，她多次口說人
生應沒啥放不下，但最教她捨不下的應還是一對女兒、相知相愛近二十

年的丈夫及年邁的母親。在病榻前，我姐曾說過令她遺憾的是「白頭人

送黑頭人」，這份遺憾，確實已沒法彌補，但我們姊妹四人還在，會好
好的侍奉母親，姐安心吧！一直以來，我姐就是丈夫的一雙眼，負責瞄

準方向，方向確定了，只消丈夫一聲令下，二人就攜手向前衝，他們自

有獨特的相處方式，在他們的小天地裡，活得簡樸及自在。現在我姐先
行走一步，肉體將隨一縷輕煙化成塵土，誠如姐夫對我姐最後的情話

「會把骨灰放在身旁，我走到那兒，你就走到那兒。」我姐已掙脫了肉

體束縛，姐應更安心的自由來去了！至於我們兩位姨甥女「小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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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我姐最大的心願就是盼望二人能努力讀書，走出自己的康莊大道。
這對小姐妹本就是她的小縮影，他們一定會依媽媽的心志而行。姐，放

心吧，真的可以安心的四處逍遙了！ 

 
  來匆匆，去也匆匆，就這樣，我姐走完了五十餘年的人生。五十餘

年，一個微小數目，不過在五十餘年間，每一個重要的人生階段，我姐

也能碰上愛她的人，有父母親，有四位妹妹，有朋友，有工作夥伴及學
生，有摰愛的丈夫及一對女兒，我姐應是在愛的懷抱下離開的。 

 

  最後，感激我姐「順利」的一群夥伴及學生，為她結集一本紀念冊，

以作留念，請讓我們家人藉此一角，祝願所有愛我姐的人，身心康泰，

生活愉快。 

 
  最後之最後，謹以我姐摰愛的一句詞作結「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四姊妹上 

 

 
 

 

 
 

 

 
 

 

 
 

 

 
 



 

5 
 

傷感、交託、感恩、傳承 
 

小容： 

 
我們傷感，因我們捨不得你的

離去， 

 
我們要學習交託，學習如何將

我們的生命交託給天主； 

 

我 們 感 恩 因 我 們 有 機 會 認 識

你，有機會跟妳一起工作、一

起生活， 
 

我們要傳承，我們會努力將在你身上學習的實踐出來，以認真的態度去

面對工作，以愛去關心身邊的朋友及我們的學生，傳承你的精神。 
 

耶穌在福音這樣說：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小容，你雖然已離開人世，但我深信天主會照料你，天主定必會賜給你

平安，小容，在天主的懷抱內安息吧！ 
 

現世的生命雖然會結束，但愛是永不止息的；生命亦會因愛而延續。 

讓我們在世上延續小容老師的愛！ 
 

詹燕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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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矣，小容！ 
 

  佛家說：「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我想我和你應修

了六、七十年福才有今生的因緣吧。 
 

  你是我來「順利」認識的第一個同事。那天來簽約，康校長在教員

室中找着你來帶我遊校園。記憶中的你，留着一頭曲髮，穿了一條半截
裙，氣質清純，十分「文青」。起初，跟你認識不深，只見你話不多，

常常伏案工作，不時聽到你說改文至凌晨二、三時，然而第二早卻不見

你面上流露一點疲態，我那時想：「這個江老師精力充沛，但勤力得

『變態』！」 

 

  後來，和你一起教文化科，你那時已教了好幾屆的高考，經驗豐富，
而我卻還是新手，對課程掌握很不熟練，你卻沒有嫌棄我，還認真的跟

我備課，重新設計課堂活動。那些年我們兩個「儍婆」在電腦前嘰哩呱

啦的討論，然後我上網找資料，你打工作紙，我做 powerpoint，你剪片。
於是我們的課堂有了聽盧業媚的《為什麼》思考人生的意義，有了看

《終極天險》、《鐵達尼號》談兩難、談生與義的抉擇。我們合作無間，

默契十足，工作雖然艱辛，卻充滿歡笑聲和滿足感。我在你身上學到了
作為老師的仔細、認真和嚴謹，你除了會琢磨教學內容和課堂活動外，

還會斟酌 powerpoint 的版面、底色，因為你說這會影響學生的眼睛；你

對工作紙的邊界、行距、字體大小也有要求，你說這不是「奄尖」，而
是專業的表現，我們要求學生做功課整齊，自己怎可不做榜樣？在你的

指導和扶持下，我們跌跌撞撞的走過一次次的教改，赤手空拳的煉出一

個個新課程。小容，你不但單是「順利」學生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更是我的最強後盾！在我迷惘恐懼時，你給我意見、安慰和認同，伴着

我走過困難重重的路，我實在無言感激！ 

 
  工作以外，我們「七小福」的相處是平凡而溫暖的點滴。飯桌上，

你羨慕秋嬋每個假期都出外旅行，無憂無慮；你會謔稱不愛吃叉燒包的

阿袁是「鬼婆」，要點她愛的燒賣給她吃；你會提醒阿 Lim 不要改文到
深夜，要好好睡覺；你又常提醒穿裙子的我，「咪咁貪靚，天氣冷要着

長褲，唔係會凍親對腳！」；小小失眠，你會建議她：「試下臨瞓前浸

腳，好瞓 D 架！」；芝芝午餐喝凍檸茶，你就教訓她說：「唔好再飲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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嘢，對身體唔好！」。有時我們確實因天氣熱想喝一杯汽水，大家總會
不自覺的先看看你的表情，如果「江醫師」皺眉頭，我們便說：「唔好

飲凍嘢啦！飲熱嘢！飲熱嘢！」，有時看見你微笑開綠燈，我們就像小

孩子得到大人允許一樣的開心，說：「今晚高興，可以飲可樂！」你溫
暖的提醒背後盡是對姊妹的關懷。 

 

  「七小福」再加上
HK Lam、喜興哥、阿

卓 ， 早 餐 、 午 膳 、 慶

生，每次吃飯都歡欣無

限。偶爾你會跟他們喝

杯紅酒，大家怕你醉，

不敢給你多添酒，你卻
輕 指 酒 杯 說 ： 「 怕 咩

呀，呢度好少啫！」大

家都笑你原來是女中豪
傑。即使酒後你還是那

麼含蓄，支頤微笑，間

中發表幾句意見，月旦
人物，評論世事，溫柔卻不軟弱，剛直而通情理。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是

我們最後一次飯聚，你本來說有點累，不想出來了，但為了和 HK Lam 慶

祝「登陸」，你最後還是來了。看見你來，我們都喜出望外。那天我們
「七小福」、「十兄弟姊妹」都人齊了，大家特別高興、特別難忘！ 

 

  小容，你不只是我的好同事、好拍檔、好姊妹，你還是我的「同居」
密友—— 「同居」於一個屋苑，「同車」一起上下班。那兩年，我們有

時會晚上去小小家，三家人一起吃飯，又或到你家去吃植哥親手炮製的

宵夜糖水，逢年過節我就給你們送薑餅、送蘿蔔糕。我們每天見面不下
十小時，但還是有說不完的話，好幾次我們說得難捨難分，站在大廈門

口說了二、三十分鐘，管理員叔叔都向我們投以狐疑的目光，好奇這兩

個「大嬸」在說甚麼。我們談甚麼？其實是無所不談，談學生、談工作、
談家庭、談社會、談人生……小容，謝謝你和我分享、分擔生命中的喜怒

哀樂！是這二十多年來的交往令我們那麼不同的兩個人變得那麼相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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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感恩上天讓我來到「順利」，讓我遇上那麼多好人，也讓我
遇上了你！今天我們暫別了，將來我們一定會重聚！正如我們可以在首

爾的街頭偶遇上，我相信來生我們也一定能再次相遇！ 

 
  別矣，我的摯友！ 

 

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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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容： 
 

每當稱讚你時，你總是淡淡地說：「是嗎？」、「很小的事。」

「沒什麼了不起。」。 
 

但此時此刻，我還是要稱讚你： 

欣賞你的井井有條； 
欣賞你的細心謹慎； 

欣賞你的默默耕耘； 

欣賞你的温婉； 

欣賞你的認真； 

欣賞你的堅毅…… 

 
  你的離開，許多學生感

到相當難過及不捨，他們提

到「江老師」時，我感到他
們對你有深 深 的敬意及懷

念。小容，別看輕自己的能

量，別看輕自己對學生的感
染力，你在教育工程上已完

成了大事，有很大的貢獻！ 

 
  小容，你是了不起的！ 

 

  形體上，你我遠了；但心靈上，你我近了，因為比前更想你、更念
你！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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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小容的一封信 
 

小容： 

 
  2 月 21 日凌晨，電話傳來了妳走了的噩耗，心很痛…… 徹夜難眠……

不停想起了很多片段……記起和妳最後的對話：「妳要加油！等我出

camp 後再來看妳！」妳當時默默點了頭，終於也等不了……妳真的安詳
地走了……為何要這麼快把妳帶走？為何不多給妳一點時間？讓我們四個

好友和妳去一次旅行… …知道妳也很想和我們去的，第二次的化療摧毀了

我們的計劃。一切已經不能實現！不知在天家的妳可好嗎？可有想起我

們呢？ 

 

  萍水相逢，偶爾邂逅，是人生莫大福氣。1989 年開始認識妳，或許
我們都喜歡中國文學，亦曾一起教授過中史科，話題便多起來了，妳也

幫忙了解開很多我在中文上的難題，後來更在輔導組中合作無間，感覺

妳是一位不喜歡表達內心感受的人，但欣賞妳沉默中有自己的見解，亦
會堅持信念，工作認真盡責，對家庭家人都盡心照顧，對人對己都很有

要求，更是姊妹們公認為記憶力超強的老師！ 

 
  多年前我們的親近對話，記

憶深刻，妳坦誠訴說了很多妳的

心事，我也給了妳鼓勵及建議，
感謝妳對我的信任，彼此友情是

更進一步。在匆匆歡笑的歲月中

我們幾個同事成了好姊妹，互相
支持和鼓勵，經常一起午飯閒聊

或偶爾聚餐，都無所不談，笑聲

不絕。 
 

  雖然這一切已不再…….想起妳的笑容、說話、表情都是那般熟悉及親

切，這一切會常在我們心中！我永遠懷念妳小容 -- 我們的好姊妹！ 
 

芝芝 

 



 

11 
 

 

小容： 

 
  你現在不用再受病魔折磨，在另一個世界可安好？還記得一月下旬，

你才和我、HK Lam 慶祝生日，那時你看起來還不錯，想不到一個月後，

你就突然離開！但願你好像電影《玩轉極樂園 Coco》所說一樣，你只是
離開現世，去另一個世界繼續生活！ 

 

  我們仍很掛念你！掛念愛乾淨的你，把生活的空間都收拾得井井有
條，因為你一直很珍惜擁有的物品；掛念你為學生憂心、勞氣， 因為你

當他們如子女般痛愛！掛念你為我們細數過去的人和事，因為你有超強

的記憶力，能將生活中的人和事記得清清楚楚！掛念你介紹的歌曲、電
影，因為你懂得欣賞這些美妙的樂韻、故事！ 

 

  雖然你走得如此突然，很多事想做，但你現在可以將它交託給家人、

一眾兄弟姊妹，我們會幫你完成的！珍重！我們會一直記掛著你的！ 

 

秋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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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 
                 

小容： 

 
「我識了一個人，他很有趣的。」這是你某天跟我說。然後，記不清甚

麼日子，我倆走到荃灣一個商場和那人聊天到晚上。 

 
然後，你和他踏上人生的另一階段。 

 

「我好像有了孩子。」這又是你某天跟我說。然後，娃娃落地後，我倆

的話題少了，因為你又踏進人生的另一階段。 

 

雖然如此，但我倆從沒覺得我們感情淡薄，因為
我倆還會在不多人的時候，不擾人的角落，說悄

悄話、說家庭、說學生、說女兒、說樂事、也說

不快事，我倆感覺依然親密。 
 

我俩就是這樣，一晃眼相知相交了四分一世紀。 

 
常說人生無常，彼此是過客。 

那日，在你的床前，他說我們彼此是緣份。 

我更相信緣份無盡，只是在那一方再續吧！ 
那夜，我倆不就是在夢中傾談嗎？ 

小容，我倆依然我倆，緣無盡，份無減。 

「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存念靜土，為你默禱。 
 

                  媚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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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容在心中——憶小容 
 

  面對學生，我會叫她江老師，和她共事、相處，喊她江老師實在彆

扭，她是一個如此率真的人。 
 

  在教員室工作的同事，必定不會反對，小容的桌面是其中一張最整

齊的。被她教過的學生，對她的第一印象，必定是她秀麗而溫婉的字體，
書寫在作文紙上的評語，整齊得有如打印出來，卻一點也不冰冷，因為

當中是她反覆思量之後，不知斟酌過多少次，一筆一劃寫下的。幾年前，

我跟她教同一級，在期末考試派卷之前，她一清早走來和我商討幾篇作

文的評分，說不太清楚自己評分是否正確，我見分紙在 4 分和 5 分之間

塗改過幾遍，我看過之後心裡想：其實同學表現真的界乎合格與不合格

之間，她經驗豐富，必定能向學生解說。我表達我的意見，說兩個評分
也合理，她說：「那怎麼行！對學生來說，合格與不合格差很遠啊！更

何況我的準則一定要很清楚！」至此我才明白，小容的整齊、做事有條

理，就是因為她的認真和堅持。 
 

  幾年前開始，我常常與「七小福」姊妹和兄弟一起午飯，在生活的

話題和某個年代的記憶之間游走。其中一樣為大家折服的，是小容的記
性極好，無論是科組要處理的繁雜事務，還是歷屆香港小姐的名字，她

都能準確而充滿自信的回答。最厲害的是，她記得自己三十年來教過的

每一個學生的名字，並且準確說出他們畢業年份、他們的好友，還有其
他科目的任教老師！每當其他老師詢問回校舊生的印象，都會來找小容。

我們常常讚歎她的記性為何如此的好，她說：教過的學生怎會不記得? 教

過的啊！的確，她對學生影響深遠。回想她生日的時候，畢業多年的學
生送過來的禮物，想想平日在飯桌上談論他們的近況和成功，她面上滿

足的笑容，還有這幾天，我在 facebook、校友會的網頁留言閱讀到對小

容的回憶和讚美，有人說江老師是他的文學啟蒙老師、有的說他記住江
老師教他讀書、做事都不要只求功利，要默默做好自己的事。其實我想

說，她教學生的所有東西，全部都可由她自己身上看出來。 

 
  小容為人低調，對工作、對學生、對生活的細節都有要求，事事都

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不會常常掛在嘴邊，更不會強加於人身上，而對人

寬容。我常常想：她做事精細，我有時候粗疏冒失，就如她的字體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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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而我的卻凌亂如雨下，身為前輩的她，還會給我嘗試的機會，還
會聽我分享教學上的不同做法，令自己盡善盡美，這已足以令我好好記

住，一生學習。小容對衣著、對食物的味道細緻要求。她衣著樸素，卻

對每一種顏色的細微差別很講究；她愛好家常便飯，會仔細地分析小菜
的味道，對音樂、戲曲，都有自己特別的喜好，並且忠於自己的喜好，

她喜愛曖昧的綠色和紫色、喜愛毛衣、喜愛南音，這些她都不會常常掛

在嘴邊，我有幸能聽她分享一二。 
 

  有一次，小容在病假期間回校，她坐在桌

前收拾整理，一面從容的和我分享：我應該也

沒有機會回來教學的崗位了，真有點可惜，不

能做到退休。當時，我不知道如何應對，也忘

記了自己如何應對。今日，我想跟你說，小
容，不要覺得可惜，你的學生，都以身為你的

學生為榮，你已經將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放

在順利天主教中學的學生身上，你的貢獻，足
以寫在你自己的歷史、順利天主教中學的歷史

當中，願你在往生的淨土，不再有塵世的牽

掛，好好安息。 
 

卓少雄 

   
 

與小容老師共事三十多年，大

家一起在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和輔導
組工作，她説話不多，但工作超多，

是勤奮的「小工蜂」，經常將學生

的功課、堂上表現和事務掛在口邊
和儲在心內，一生致力教育下一代，

春風化雨，桃李滿門，得到學生和

老師的愛戴，我們永遠懷念她！ 

黃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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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容老師： 

 

  您撐著一葉輕舟，渡盡多少學子渡江。 
 

  您從事教育三十多年，仍然孜孜不倦，春風化雨。每當看到您書桌

上一疊又一疊的筆記，井井有條地擺放好，總感覺到教育事業確不易為。 
 

  那天，我們作備課分享，言談間才發現我們都是老上海金曲的愛好

者。尤雅、葛蘭、顧媚，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此起彼落，我倆談得眉飛色
舞，而我還記得您很喜歡白光。您說您喜歡那時代的音樂氣息，總覺得

埋藏了一種美好卻已無法追回的情懷。中文人大概總會有著這般的投射，

您仿佛就是一個重情的人。 
 

  小容，我無法忘記那天您把一盒全新的紅筆轉贈給我，說：「你加

油，慢慢改。」那一刻我頓時語塞，只好雙手接過。我倆強作微笑，心
中有很多安慰說話，卻說不出口來。 

 

  最後，衷心感激您對我關顧，跟您學習的日子雖短，但您無私的分
享，在我心中卻永遠是一份深重的恩情。 

 

  小容老師，我們忘不了您為順利人躬身撐竿的身影。請不用掛心，
您曾經陪伴渡江的學子，將會在廣闊無垠的原野上落地生根，勇闖更多

高峰。 

 
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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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加 入 順 利 這 個 大 家 庭
時，有幸和江老師一起任教中

一級中文科。 

 
  初為人師，要問、要學習

的地方很多。某次擬好了一份

試卷，以為已經盡善盡美，便
信心滿滿地交給同事審閱。試

卷傳回來，卻見小容細心地圈

出大意而犯的錯誤，不禁深感慚愧，亦從小容身上學會了認真和細心。 

 

  江老師是一位樂於提攜後進的好前輩。每每我帶着滿臉問號向小容

請教，她總不徐不疾、一點一滴地耐心指導。「唔緊要，慢慢來。」簡
單的一句，是對後輩最好的鼓勵。 

 

  有幸與這位好前輩共事是我的榮幸，但願她安息，在另一個世界快
樂祥和地生活。 

 

敏瑜 
 

<記江老師> 
 
  認識江老師的日子不算太久，但能夠與江老師共事，向江老師學習，

是我人生的榮幸。而江老師，在我二十多年的教學生命中，也是我最敬

重的老師之一。 
 

  猶記得初到｢順利」，有幸與江老師鄰坐，不時得到老師適切的提點

和幫助，特別是在教材的運用和對學校規則與文化的適應。想起最初代
課的日子，有次我拿著幾疊寫作範文和工作紙，呆呆地站在課室門外等

候上課，剛好老師經過，可能觀察到我的模樣，擔心我是否能充分發揮

教材的作用，得到最佳的教學效果，特意走過來，細心再作適當的指導
提點。為此，除了感謝，我對老師的專業和責任感，起了由衷的敬意。

後來，每逢放學當值，老師都刻意遷就我的時間，與我或分頭，或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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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巡校」，讓我更好地完成學校分配的任務。當中情義，銘感於內，
至今難忘。 

 

  除了熱心助人，江老師對知識、對學問、對教學的追求與完善，也
令人敬佩不已。坐在老師鄰座，每次切磋交流，對於答案或真相，老師

往往窮追不捨；對教學方法，老師務必力臻完善。曾有幾次，老師層層

追問，婉轉善意地旁敲側擊，直至我能提出合理妥當的答案，方肯休止。
類似的情境，我一邊暗地汗顏咋舌，另一邊由衷佩服老師鍥而不捨、一

絲不苟、止於至善的態度與精神。 

 

  老師平素的教學生活，克勤克儉，不

辭勞苦，每每先公後私，甚或因公忘私。

老師對教育的付出與貢獻，不可量計，令
人深為感動。記得在｢順利」那年，我被

安排任教中六級的說話課，因此有幸也能

接觸到江老師的高足。期間，從同學身
上，我感受到老師平時言傳身教之功，潤

物無聲之美。及公開試過後，更得悉同學

獲得超凡卓越的成績，這正好反映了江老
師的教學成果，我深信，也是老師對學問

和教學的認真與追求的體現。由是，我一

則為同學欣喜，一則對老師的敬仰日增，
也一則，堅定了育人與教學的信念。無疑，於我們的生命中，都遇上了

一位不折不扣的良師！ 

 
  江老師杏壇三十載，春風化雨，英才天下。今辭世息勞，順變舒安，

垂範後人，堪足慰仰。機緣巧合，幸沾恩澤教化，不勝感激，謹為此記，

不足不盡。 
 

袁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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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容老師： 
 

  上次重遇是兩年前，那天學校舉辦盆菜宴。二十多年不見，你一眼

認出我，還毫不含糊的說出我的名字。那一刻，我混身發熱，身體不由
自主的縮小了。雖已是兩孩之母，我彷彿突然變成孩子，回到母親的懷

裏去。 

 
  中六那年，我選修中國文學，和八位「文學烈士」並肩作戰。大班

變小班課堂，讓我戰戰兢兢，害怕老師會把一切的散漫錯誤看得太清; 你

卻選擇隱惡揚善，默默備課、找資料，又擔心課堂沉悶，找來有趣的軼

事聊作點綴。你用愛心和温柔作支柱，用包容和鼓勵作後援，讓我在高

考中國文學科取得優異成績。這份榮譽，是你陪我走出來的，我一生難

忘。今天你雖離開，你的耕耘已有美善的收穫，你的香氣瀰漫在空氣中、
滲透到校園裏，永不止息。 

 

陳巧玲 1990 年畢業 
 

中文奇葩 - 悼江老師 
 
  很不容易才寫出了這個標題。「悼」這個字，來得太沉重、太冷！ 

 

  剛好三十年前轉校插班來到「順利」修讀中六中七高級程度會考，
當時認識了江老師，教授我「中國語言文學」；這亦是我此生的其中一

個幸運。 

 
  在教學上，江老師對中文科是全情投入的。還記得當年她經常都帶

點倦容授課，為着我們只有十個、八個選修「中國語言文學」的學生，

她每晚做教案的時間甚至還比我們溫習的時間要長呢！在她身上，體現
了什麼是《詩經》的溫柔敦厚。當時中七畢業時，她贈了「中文奇葩」

四字給我們一班同學，畢生難忘！今天看來，我愧配此四字，妳才是我

們心中的「中文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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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人上，她隨和、坦
誠，又沒有架子！就是這樣的

她，才可以和我們建立亦師亦

友的關係。我的婚禮、她的婚
禮、大伙兒的聚會、私下的茶

聚......彼此無所不談，又能互

相支持。數算日子，轉眼就三
十寒暑了。 

 

江老師： 

 

  想不到再一次為了寫作是在這樣的情況。今天你孓然離去......不捨！

但我永遠珍惜這份友情和關係！願你在別處消遙自在，「游乎四海之
外」！ 

 

黃志明 1990 年畢業 
 

 

Miss Kong： 
 

  你是我 F.4-F.5 的班主任及中文科老師，你是一位好有耐性好關心學

生的老師。你的聲線、笑容、筆記是我最難忘的。還記得無論我們班有
多反叛、多難教，你對我們都永遠用心教導耐心耹聽。你那把溫柔的聲

線從來都沒有鬧過我們，你那張笑容永遠都掛在臉上，你用心為我們製

作出來的中文筆記，鄰班同學都求我班借影印來讀。 
 

  雖然很傷心難過，但我知道你會在另一片天繼續遙望你曾教過的每

一個學生成長。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能再相見。 
 

  我已經畢業了 25 年，落堂鐘聲響起，容我再向你說一聲 "Goodbye 

and thank you Miss Kong"，我永遠都是你的學生，你永遠都是我最愛
的老師。 

 

周潔珊 1993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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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 
江急風湧雨瀧瀧，小舟中，志未窮。 

陳蔡驚困，琴瑟意從容。 
憶昔訓言猶在耳，撥雲霧，見霓虹。 

 

小容老師： 
 

  送你這首詞，你喜歡嗎？ 

 

  那些年，我們就常常以書信談情，這會是我給你的最後一封信嗎？ 

 

  還記得那一年，我們十三歲。十三歲，人們說的暴風少年期，你就
在這個時候，成為了我們的班主任。（到了日後當了老師的我，才知道

中二、中三學生的班主任不好做，少年在懂事與非懂事之間，喜歡挑戰

學校底線，反叛而任性，老師實在少一點耐心與愛心也不行。） 
 

  那一年，女孩子一大堆，是非多煩惱多。我、思琪、馬海、君儀、

媛及燕明就常得圍着你團團轉，回想起來也覺得很好笑。為了找到真正
的自己，那一年幾乎每天都跟學校與社會的規則對着幹。雖不是作了甚

麼壞事，但在常規的學習日子中，老師工作繁重，還得處理我們的情緒，

人際關係，品行問題......這些瑣事總是多麼的惱人。可是我們認識的你，
就是默默地，耐心的陪伴我們。你作事低調卻默默耕耘，多麼的時間就

是花在聆聽與開導中，還不厭其煩地循循指導，讓反叛固執如我也得心

悅誠服。就是這份關懷與陪伴，使我剛烈的個性慢慢緩和過來，亦為日
後亦師亦友的關係帶來了一份信任。當然，也不得不說，這讓我很愛上

中文課。 

 
  中四那年，學校辦了一個辯論比賽，對方是中六的同學，辯題是關

乎孔子思想在現今社會的應用性。面對學兄學姊與一個我們不熟識的辯

題，我們是絕對沒有信心可以勝出比賽的。那個時候你雖然已經不是我
們的中文老師，但就是在課後，與我們一起研習辯題，為我們所訂的論

點論據給予意見與分析，亦因為認真而充份的準備，最後比賽竟是勝出

了。你知道嗎？這平平無奇的比賽，讓我對語文產生了很大的情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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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亦因為你對頑固孩子的包容，奠定了日後當老師的我對頑皮學
生的接納與體諒。 

  我是如此幸運，在人生關鍵之時，總能遇到良師。小學六年級進中

學時，我的操行是丁等，可想而知我是如此的頑皮、難教。但中學畢業
時，我的操行竟然是甲等，其實我還是我，我依然固我。你對我的影響，

是一生的。直到如今，當人們問我為甚麼要成為一個老師的時候，我總

能驕傲地說，因為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時間，我遇上改變我人生的老師們。 
 

  如今的你，已脫離痛苦。很難過，但知道你現在平安、喜樂、再無

痛苦的國度裡，很想您，也很想再次多謝你。 

 

  小容老師，謝謝您，對不起，我愛您。 

 
蘭蕙悠悠谷中香， 

桃蹊李徑漸敞開。 

狂風雷雨一夜沓至， 
翻起巨浪。 

衝來頑童馴服記； 

夾雜陳蕾士的琴聲； 
湧來辯論擂台致勝拳譜； 

滲著孔子孟子江子睿智。 

衝來，湧至； 
心靜如鏡。 

鏡花非水月， 

盡是廿載情。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拋下、送上萬般祝福， 

掠過、溜走無盡漣漪。 
冬盡春來， 

夜過曙光現， 

掬水水更澈， 
花香滿衣。 

鄭燕霞 1994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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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Kong： 
 

  還記得嗎？妳當了我四年的班主任，在我成長過程是相當重要的

人，雖然近廿年無見，妳的樣子、聲線、語調神態我仍記得好清楚，其
實我時常會想起妳，但不知妳是否記得我，也有時會想：我們會在那個

場合再相遇呢？ 

 
  妳的愛，長存在心。謝謝愛護和教導。 

 

一直愛妳的學生 

鄭茹蕙 1995 年畢業 

   

  1995 年筆者升讀中六，由江小容老師講授中文科，課外活動參加了
公民教育小組，江師正是負責人之一，故接觸亦較多。 

 

  江師為人隨和，常於課餘與學生分享人生體驗。其時筆者正困於報
讀大學之事，江師不以出身自香港大學而唯港大是尊，相反細心分析各

院校的優點與不足，深感江師胸襟豁達，不羈於門戶學派之限。自順天

畢業以後，諸君子與江師偶有聚會，而筆者大多未暇出席。有日於車站
巧遇江師，江師隨即喚起筆者名字，這不單使久未向江師問候的我深感

歉疚，更令這個一直沒法把所有學生姓名牢記的我十分慚愧。 

 
  歲月飛逝，日前驚悉江師因病遽然而逝，順天往事，與江師相處的

點滴片段歷歷在目。高山仰止，江師之教誨，未敢遺忘。 

 
梁若愚 1997 年畢業 

 

江老師： 
 

  離開校園已久，今天方提起勁拿起紙筆書寫。從訊息中收到您離開

了的消息，一個簡單的通知符號，代表的卻是上天已把我們關愛的您帶
走了。腦海重新翻開中學的回憶，拼命的去尋找屬於您的片段，您的微

笑總讓我毫無顧忌、暢所欲言。您的勸誡總讓我感到羞愧。慶幸在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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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七對前途最困惑的時候，您給我引導，鼓勵我隨心所欲去開拓自己
的路，慶幸我今天沒有偏離您當初給我的指引、方向。 

 

  如您所言，人難得在錯綜複雜的緣份線上相遇，根本無需探究它的
來龍去脈，應該把握機會去認識、了解，幸運地能夠跟您相知、相識，

希望您在另一邊活得平安。 

 
  猶記得您對錯別字極度厭惡，原諒我今天不作謄改，勞煩您替我再

批改一次，給我回覆。 

鍾卓文 1999 年畢業 

 

  至今仍不相信你離開的消息......上一次見你大概是兩年前我的婚宴上。

你是我們中六七的班主任，畢業後每一年我們有一次周年聚會，直至十
週年的聚會。你總是記得以前每一年我們聚會的地點及出席的同學，這

就連我這個召集人也記不了。真的很佩服你的記性，更感謝你很樂意跟

我們這班畢業生保持聯繫，並期待我們下一次的聚會。之前兩年忙著結
婚搬屋，無暇安排周年的聚會，一心計劃今年安排畢業十五週年的聚會，

想不到已經沒有機會了，心裡總有點兒懊悔......記得你兩個女兒是在我們

畢業前出世的，收到你離開的消息是我產後的一星期，初為人母的我很
明白她們一定是你最不能放下的東西，但我深信她們會一直得到你的眷

顧，一切安好，請放心。 

 
楊瑩瑩 2003 年畢業 

 

江老師，多謝你２年來的教誨，毋忘你授課的熱誠。好好安息。 
 

Ahfin 2009 年畢業 

 
  小容老師，永遠記得你循循善誘、和藹可親的笑容，你不僅教導我

們中國語文，更著重教導我們認識中國文化，良好品德。相信很多同學

都很懷念上你的課......願你於主懷裡安息，願主保守你的家人親友，也願
你的愛繼續在我們之間傳揚。 

黃穎菁 2009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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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總以為未來還有很多機會可以讓我們再相見笑憶過往，或是讓
您訴苦當年教導我們這群「頑劣」學生的辛酸，但一轉眼竟已走到了您

自傳的最終章。總說師生關係亦師亦友，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好像並沒

稱職地扮演好角色。對您的要求有時好像過份的理所當然，期望每次的
作業得到又快又詳盡的評價、期望每次班上大小活動都有您的參與、期

望您關注和了解我們每一個……但我們卻不太懂得表達對您的關心和體諒、

不懂得如何主動拉近一點彼此的距離。很可惜，來不及為當初的幼稚說
一聲抱歉，來不及跟您拍一張畢業照，來不及讓您看見我們成為有出息

的人。想要回到每個場景撥慢每隻錶，想要再跟您說一聲：謝謝江老師，

江老師再見。 

陳嘉雯 2014 年畢業 

 

  江老師是我中四至中六的班主任及中文科老師，印象中的江老師言
談溫和，對周遭細小事物亦觀察入微，假如桌上沾滿了粉末，她會拿紙

巾抹乾淨。江老師於班際比賽時雖不是經常下場跟我們一起參與，但江

老師永遠都拿著兩樽水、在背後默默為我們打氣。江老師於校內教的班
別比較多，交了出去的功課不是能馬上收回來。即使時間有限，江老師

仍盡她最大的努力為我們改功課，五份也好，十份也好，她一定會盡快

派發給我們。畢業已有四年了，這幾年從朋友口中得悉江老師身體抱恙，
最近知悉江老師與世長辭，內心感到十分難過。江老師，我們還有很多

話想對你說，我們今年大學畢業了，在江老師教導的這三年來的確使我

成長了不少，江老師，謝謝你，還有辛苦了！ 
關鎧兒 2014 年畢業 

 

  印象中既江老師，去旅行時靜靜站在一角望我地玩；記得我地仲送
過江老師一條頸巾，佢收到個時好驚訝，默默地載上那條頸巾…… 我一直

都好感恩係順利既日子，因為係順利真係遇到一班好好既老師，陪過我

地走過人生最迷茫既時間。上左大學，先知原來有班主任、有一個班，
係一件幾咁特別既事。 有人教你點做人；有人話你做錯野；有人陪你做

早操.......升左大學之後，總諗住一畢業，要返去報恩，請返啲老師食飯。

想佢地因爲我地而感到欣慰...... 江老師，願您安息，願您已在那個沒有煩
惱既樂園裡。最後再講一句落堂時嘅‘Good bye and thank you Miss 

Kong’。 

周曉彤 2014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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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師，能夠做到你的學生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感激你一直對我
們的循循善誘，每一次見到你總是臉帶笑容，聲音很柔和，很少發脾氣。

上堂的一點一滴亦難以忘記，陪伴我走過高中的三年，你除了要照顧家

庭外，更要為我們
批改連山排海的作

文，還記得你跟我

們說要到凌晨三四
時才可以睡覺。學

生心中也有不少感

觸，明白我們班有

時也會忽略了對老

師的體諒，但你依

然敬業樂業的精神
使我十分敬佩。江

老 師 你 對 我 的 教

誨，我會好好銘記
於心，我會為你感到自豪，謝謝你。 

 

校園耕耘一茬茬，育出桃李已芳菲； 
愛生如子亦摯友，師之楷模您無愧。 

 

  最後，希望江老師的一家人不要太傷心和難過，要好好生活，相信
江老師也會在另一個世界為你們加油。 

 

麥婉瑩 2014 年畢業 
 

仍記得，我對您存有偏見，把對制度的不滿訴諸您身上。 

仍記得，我抱怨還有幾份作文和綜合擱在您的簿櫃裡封塵，堆埋在油印
紙叢中不見天日。 

仍記得，我跟您談論創作，造就我今天成了一個創作系的學生。 

仍記得，也是一個農曆新年，藝人午馬辭世，您和我一起慨嘆人生的無
常。仍記得，我們暢談粵語長片，說著高魯泉是吳楚帆的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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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記得，中六那年的聖誕，您一連幾天回順利跟我們密鑼緊鼓補課和操
練。仍記得，畢業後我接手您班中數個棘手的學生，課後劇痛的喉嚨、

委頓的精神讓我終於理解您的苦處。 

仍記得，當年講到莊子鼓盆而歌，您跟我們討論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 
可是，面對眼前的噩耗，我著實不知何謂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 

 

吳俊賢 (江老師所認識筆名：見英) 2015 年畢業  
 

致我最親愛、最尊敬的中文老師： 

 

悼永昔日於紗縵 

緬懷教誨化春風 

心小志大育菁莪 
慈容宛在存心中 

 

謝謝您的教導，您永遠都是我最尊敬的班主任、最愛的文學啓蒙老師、
最喜歡的好媽媽。 

 

Ko Wai Lam Carlie 2015 年畢業 
 

6A 班永遠的中文老師： 

 
  很感激您陪伴了我們 6A 班 40 位同學渡過了高中三年的生活，亦見

證了我們每一位的成長，您是一位盡責且關心同學的副班主任，能夠成

為您的學生絕對是我們的福份。 
 

  您的中文文化造詣深厚，猶記得您於中國文化選修單元講述了許多

古人的故事，亦介紹了中國儒、道、墨、法等各家的思想，您的教導讓
我對中國的哲學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更讓我反思該何以立身處世，

您於堂上引用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更是成為了我的

座右銘。江老師春風化雨，桃李滿門，相信每一位學生均因您的循循善
誘而對中華文化增添一分認知，亦對自己的生活多一點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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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數理科的學生，我起初對中文不大感興趣，但您生動的講
課，為刻板的課堂增添一份生氣。「作文三步曲」、「綜合四條柱」等

均是我們之間的共同回憶，更是我們在順利的印記。 

 
  我們一直都知道您為我們班默默地付出，為了讓我們能在公開試上

考獲佳績而於假期間回校和我們操練口試，犠牲了自己和家人相處的時

間。或許我們太害羞，或許我們誤以為尚有時間揮霍，又或許是我們將
您的愛視作理所當然，錯過了一個又一個握着您的雙手向您道謝的機會，

現在留下的只有遺憾...... 

 

  憶起昔日中文課曾探討生死這一個課題，我們更於課堂上辯論何為

不朽。我們知道與您相處的每一份回憶都會永存在我們的心中，您的言

教身教更已深深地改變了我們。 
 

  師恩浩蕩    齊頌贊歌    感激恩師    成就了我 

 
  感謝您 永遠的中文科老師 

 

劉珈余 2015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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