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 年   第一年 

 

(左起：尹鑑雄老師、陳伯嘉校長、謝洪森副校長、陳雪均老師) 

 

左起：陳玉燕老師、梁慧詩校友、王凱明校友、魏永宏老師、 

謝洪森副校長、陳伯嘉校長、陳雪均老師 

 



1998 年   第二年 

 

左起：尹鑑雄老師、鍾偉順老師、葉錦有老師、黎樹雄老師 

 

39 小時後，全隊人到達屯門掃管笏終點站 



1999 年   第三年 

 

老師們及一眾支持的同學，其中多位亦參予日後的毅行者， 

你看得出是誰嗎？ 

2000 年金禧校慶毅行者   第四年 

 

左起鄧秀芬老師、彭圞老師、吳秀麗小姐、陳子清校友 



 

(左起鍾偉順老師、陳雪均老師、尹鑑雄老師、葉錦有老師、 

尹鑑雄老師、何建興老師，在大雨及氣温驟降十多度中完成路程) 

 

2000 年救恩書院金禧校慶毅行者鄧秀芬老師、彭圞老師、 

吳秀麗小姐及陳子清校友與一眾支持者舉起興奮的手勢合照 



 

桑蘭小姐以樂施毅行親善大使身份到校，與同學分享心聲。 

2001 年    第五年 

 

(左起後排：袁達枝先生、袁達宗老師、葉錦有老師、尹錦棠校友、

莫偉豪 校友、沈國威校友；前排何慶錦先生、吳嘉俊校友) 



 

(左起後排：袁達宗老師、葉錦有老師、何慶錦先生、袁達枝先生) 

2002 年   第六年 

 

(左起：袁達宗老師、何慶錦先生、陳伯嘉校長、尹錦棠校友、 

葉錦有老師、袁華秋老師) 



 

2003 年    第七年 

 

後排左起：陳伯嘉校長、家長陳澤文先生、陳雪均老師、 

吳秀芝老師、袁達宗老師、尹鑑雄老師、葉錦有老師； 

前排、袁達枝先生、何慶錦先生(中)，準備出發。 



 

在大雨中完成，已分不出汗水還是雨水。 

2004 年   第八年 

 

(左起：何慶錦先生、甘子勤校友、楊曉理校友、葉錦有老師) 



2005 年    第九年 

 

左起：家長王錄明先生、家長羅雪梅女士、温考儀老師父親、 

陳伯嘉校長、袁達宗老師、楊曉理校友、葉錦有老師、甘子勤校友，

出發前留影。 

 

袁達宗老師家人及各同學合照 



2006 年    第十年 

 

 

張庭欣校友與前來支持的母親合照 



 

(袁達宗老師、張庭欣校友、何健衡校友、葉錦有老師 

與眾支援者合照) 

 

首年獲得教育組籌款冠軍，袁達宗及葉錦有老師代表接受。 

 



2007 年   第十一年 

 

(左起：232 隊校友張國光醫生、何慶錦先生、 

家長勞國標先生、葉錦有老師) 

 

(左起：331 隊傳林志光傳道、王珮佩老師、 

陳玉燕老師、尹鑑雄老師) 



 

(左起：332 隊莫偉豪校友、陳伯嘉校長、家長羅雪梅、家長鄧蓮娣) 

2008 年   第十二年 

 

112 隊：陳曉茹老師、朱益敏老師、黄凱盈老師及黃佩珮小姐(07-08 年度老師) 

113 隊：葉錦有老師、袁達宗老師、勞國標先生及何健衡先生(07-08 年度中七畢業生) 

533 隊：梁兆聰先生(04-05 年度中七畢業生)、鄭錦渝先生(04-05 年度中七畢業生)、 

畢敬聰先生(06-07 年度中七畢業生)及李洪樟先生(06-07 年度中七畢業生) 



 

周家駒校長、羅副校長、黎達強老師及眾家長一起支援隊員後留影。 

 

蟬聯教育組籌款冠軍，陳曉茹老師、學生會會長吳俊賢、 

校友會代表翁毓玲及正、副校長，代表學校將支票交付籌款項目經

理黄玉閒小姐。 



2009 年    第十三年 

 
112 隊： 葉錦有老師、勞國標先生(2A 勞天朗同學及 5E 勞天諾同學家長)、                          

何健衡先生(07-08 年度中七畢業生)及梁毅文先生(00-01 年度中七畢業生)。 

113 隊： 陳羅雪梅女士(校友陳子健家長)、羅伍杏賢女士(3A 羅嘉喬同學家長)、 

林何悅萍女士(2E 林裕康同學家長)及文美寶同學(中六乙班同學)。 

114 隊： 周志成老師、黄家銘先生(救恩書院電腦技術員)、 

譚續敏同學(中六乙班同學)及劉仲瑋同學(中六甲班同學)。 

115 隊：畢敬聰先生(06-07 年度中七畢業生)、鄭錦渝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 

黃禮祥先生(06-07 年度中七畢業生)及杜康維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 

 

經過 40 多小時，114 隊終於完成艱辛的路程，到達終點。 



 

家長教師會多年來一直為毅行者隊提供全面的支持。 

 

連續三獲教育組籌款冠軍，家教會羅伍杏賢、林何悅萍女士、校友

會畢敬聰先生、學生代表譚續敏及文美寶同學，代表學校將支票交

付籌款項目經理黄玉閒小姐。 

 



2010 年    第十四年 

 
112 隊： 葉錦有老師、謝志立老師、廖彥鳴老師及姚家俊同學(5B 班) 

113 隊： 家長林何悅萍女士、家長方李嘉儀女士 

家長梁林悅萍女士及家長吳海輝先生 

114 隊： 陳福祥先生(05-06 年度中五畢業生)、家長吳嘉俊先生(05-06 年度中五畢業生) 

           張祖勤先生(05-06 年度中五畢業生)及麥灝徽先生(崇真會富善堂會友)  

115 隊： 鄭錦渝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黃禮祥先生(06-07 年度中七畢業生) 

劉錦明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何俊輝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 

 

112 及 114 隊於金山相遇，已是凌晨 2 時了，來一張合照再上路。 



 

112、114 及 115 隊同在水浪窩相逢，更有新舊家長們及錦哥的適切支援。 

2011 年    第十五年 

 
112 仁愛隊：葉錦有老師、楊銘輝醫生(2B 楊曉晴家長)、廖彥鳴老師及勞國標先生 

(7B 班勞天諾家長) 

113 喜樂隊： 謝智立老師、陳麥碧霜女士(2D 陳皓山家長)、柯育進老師及曾繁裕老師 

114 信實隊： 劉錦明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麥顥徽先生（崇真會富善堂會友）、 

鄭善文小姐 （07-08 年度中五畢業生）、黃雅婷小姐（07-08 年度中五畢業生）  

115 和平隊： 鄭錦渝先生 (05/06 年度中五畢業生)、黃保樂先生(09/10 年度中七畢生)  

溫昀浩先生 (09/10 年度中七畢業生) 、徐家樂先生(09/10 年度中七畢業生)  

 



 

2011 年是 15 年來，天氣最嚴峻的一年，滂沱大雨，滿路泥濘，在

困難中領悟到貧困人之苦況！ 

 

2011 年共籌得$141,749 善款，周家駒校長、家教會林何悅萍女士、

校友會主席黄曉霖小姐、學生會主席陳銘南同學及各曾參與樂施毅

行者同工，一起代表學校將支票交付樂施會籌款項目經理黄玉閒小

姐。 



2012 年    第十六年 

 
112 仁愛隊： 葉錦有老師、勞國標先生(第一屆家長校董)、楊銘輝生(3A 楊曉晴家長)及 

蔡孟麒先生(11-12 年度中七畢業生) 

113 喜樂隊： 何慶錦先生、楊曉艷老師、嚴穎嵐老師及李躐康老師 

114 信實隊： 劉錦明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麥顥徽先生（崇真會富善堂會友）、 

方  駿先生（11-12 年度中六畢業生）、王堃炎先生（08-09 年度中五畢業生）  

115 和平隊： 溫昀浩先生 (09/10 年度中七畢業生)、鄭澍嵐先生(06-07 年度中五畢業生)  

郭緯堯先生 (06-07 年度中五畢業生)、林運庭先生(06-07 年度中五畢業生) 

 

 

起步前留影，之後大家各隊各自上路，直奔 100 公里後的終點。 

 



 

115 隊平安歸來，支援隊一起合照。 

 

114 隊經過 41 小時，終於在星期日凌晨 2 時半抵終點。 

 



2012 年共籌得$154,774 善款，周家駒校長、家教會潘淑嫻女士、學

生會主席潘靜蓉同學及李志誠、馬綺雲副校長，袁達宗及葉錦有老

師，一起代表學校將支票交付樂施會籌款項目經理黄玉閒小姐。 

2013 年    第十七年 

 
111 仁愛隊： 葉錦有老師(體育及中史科老師)、何慶錦先生(實驗室技術員)、 

楊銘輝醫生(4B 楊曉晴家長)及袁君顥先生(06-07 年度中七畢業生) 

112 喜樂隊： 明兆基先生(1C 明 朗家長)、麥碧霜女士(4F 陳浩山家長)、 

李俊玲女士(3C 吳卓邦家長)及李卓雄先生(6A 李嘉禧家長) 

113 和平隊： 劉錦明先生(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吳梓健先生(12-13 年度中六畢業生） 

伍紹德先生(12-13 年度中六畢業生）、徐靖濤先生(12-13 年度中六畢業生）  

114 信實隊： 黃梓軒先生(12-13 年度校友會主席)、王堃炎先生(08-09 年度中五畢業生）  

             吳梓謙先生(10-11 年度中七畢業生)、伍梓耀先生(08-09 年度中五畢業生) 

 



 

 

2013 年共籌得$158,218 善款，周家駒校長、家教會潘淑嫻女士、家長

校董林何悅萍女士、馬綺雲副校長、各班學生代表等，一起代表學校

將支票交付樂施會籌款項目經理黄玉閒小姐。 

 

 



2014 年     第十八年 

 
111 救恩書院仁愛隊:葉錦有老師(體育及中史科老師)、王景榮老師(電腦及數學科老師)、 

鄭詩璐老師(英文科老師)及楊銘輝醫生(5B 楊曉晴家長) 

112 救恩書院喜樂隊:明兆基先生(2A 明朗家長)、李卓雄先生(2D 李嘉文家長)、 

李俊玲女士(4C 吳卓邦家長)及張燕基先生(2C 張諾恒家長暨本年度家長替代校董) 

113 救恩書院和平隊:袁君顥校友(06-07 年度中七畢業生)、袁達枝先生(袁達宗老師兄弟） 

袁君諾先生(2013 支援隊隊員）、陳紫珊小姐(2013 支援隊隊員） 

114 救恩書院信實隊:勞國標先生(第一屆家長校董)、曾嘉鏵校友(10-11 年度中七畢業生）  

冼鈞譽校友(08-09 年度中五畢業生)、陳展鋒校友(10-11 年度中七畢業生) 

545 崇真會富善堂隊: 劉錦明校友(04-05 年度中五畢業生）、張祖勤校友(05-06 年度中五畢業生) 

方  駿校友（11-12 年度中六畢業生）、吳梓健校友(12-13 年度中六畢業生） 

 

家長教師會支援隊義工及周家駒校長，在水浪窩提供暖在心的食物和

適切的按摩，讓我們重新得力！ 



 

山藝組 8 位隊員，連同多位中五同學支援隊，在荃錦坳享用黎達強及

袁達宗老師預備的晚餐，準備最後 20 餘公里的衝刺！ 

 

114 隊連同黎達強老師及上屆校友會主席黃梓軒先生，一同衝線。



 

本校榮獲「樂施毅行者傑出籌款獎」，同時由家教會主席 

鄭錦華先生、周家駒校長，代表學校將支票交付樂施會籌款項目經

理黄玉閒小姐。

2015 年     第十九年 

 

0111 全隊領取完成証書合照留念。 



 

周校長、家長教師會主席暨各委員及義工，到水浪窩為隊員 

提供適切的支援，如送上食物、湯水及按摩。 

 

起步前，二十位隊員，手拼手，互相勉勵，振奮士氣！ 



 

周家駒校長、家長教師會主席鄭錦華先生、校友會主席廖偉良先生、

馬綺雲、李志誠副校長及隊員們，一同代表學校將支票交付樂施會

籌款項目經理黄玉閒小姐。 

2016 年     第二十年 

 
左起：校友吳家榮先生、家長明兆基先生、家長張燕基先生、 

葉錦有老師、家長李適貞女士、校友何嘉進先生、 

校友曾志峰先生、麥敏權老師及家長楊銘輝醫生。 



 
走了一日一夜後，走到另一早上，大伙兒吃過支援隊帶來的早餐， 

大家手拼手，互相勉勵，振奮士氣！各隊隊員們在支援隊同行下， 

繼續走上餘下的四十多公里路程！  

 

2017 年     第二十一年 

 

周家駒校長和前救恩黎達強老師，一同為校友隊打氣。 



 

家長教師會主席劉麗嫦女士(左五)及支援隊隊長林何悅萍女士(左二)， 

與一眾家長義工，悉心準備膳食。 

 

左起：樂施會署理籌款及傳訊總監黃玉閒小姐、袁達宗老師、學生會主席 5A 陳婉溶同學、

利永行老師、麥敏權老師、周家駒校長、校友會主席黃裕瑋先生、家長教師會主席劉麗

嫦女士、家校合作委員會主席林家偉老師、馬綺雲副校長及葉錦有老師，代表學校接過

傑出籌款獎盃，並送出支票予樂施會。 



2018 年     第二十二年 

 

在救恩出發前，洪開基牧師及張家慧姑娘， 

為們眾位毅行者祝福及祈禱。 

 

20 位隊員手持救恩校旗，展現救恩上下一心團結精神。 



 

0111 全隊接受完成証書，支援隊一同分享完成 100 公里的喜悅。 

 

今年四社社長及學生會主席一起出席移交支票及頒發傑出籌款獎。 



總結： 

救恩書院自 1997 年以來，由尹鑑雄老師帶頭派出第一隊，參與

樂施毅行者善舉，至今已有二十二個年頭。樂施毅行者是一項講求體

力和意志的活動，以四人組成一隊，需於 48 小時內橫越 100 公里麥

理浩徑，翻越廿多座高山。隨着年日和參與隊數增多，已有更多人認

識毅行者的意義和精神。 

 

二十二年來，救恩書院已為樂施會籌得善款 260 萬，以支持樂施

會在本港、中國內地、非洲及亞洲地區推行扶貧救災和倡議工作。 

 

樂施毅行者凝聚了救恩書院的「救恩情」。我們學校不是特別富

有，但在校長及各老師、同工、校友、家長、同學們、富善堂的支持

下，捐出自己的一點一滴，集腋成裘，我們各隊員都相當感動的！ 

 

過去老師、同工、多位家長、校友，同學，累計起來不計其數，

組成不同組合的隊伍，一起走過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路程，100 公

里的路上，彼此扶持和鼓勵，增添了隊員間的感情。 

 

藉着一年一度的樂施毅行者活動，顯出「救恩大家庭」的精神。 

希望這份精神可以延續，薪火相傳。 

 

 



［自 1997 至 2018，22 年來，至今已累計共籌得超過 260 萬善款］ 

年份 籌款金額 備    註 

2007 120,269 樂施毅行者「教育隊伍組別」籌款冠軍 

2008 127,414 樂施毅行者「教育隊伍組別」籌款冠軍 

2009 124,739 樂施毅行者「教育隊伍組別」籌款冠軍 

2010 127,540 籌款破上屆紀錄 

2011 141,749 籌款破上屆紀錄 

2012 154,774 籌款破上屆紀錄 

2013 158,218 籌款破上屆紀錄 

2014 210,351 籌款破上屆紀錄及 

榮獲「樂施毅行者傑出籌款獎」 

2015 176,669 榮獲「樂施毅行者傑出籌款獎」 

2016 245,112 籌款破歷屆紀錄 

榮獲「樂施毅行者傑出籌款獎」 

2017 233,601 榮獲「樂施毅行者傑出籌款獎」 

2018 283,380 籌款破歷屆紀錄 

榮獲「樂施毅行者傑出籌款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