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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屆 總 領 袖
生中六甲班的劉杰
明，是同學口中的
「學霸」，長期穩
佔級內三甲，又是
名運動健將，文武

雙全，榮獲今年度「個人發展獎勵計劃」金
章，可謂全方位發展的楷模。而不為人知的
是，劉同學曾在內地上學，三年前才來港定
居，經歷了中港兩地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這
次訪談，將走進劉同學的生活和經歷，解開他
不為人知的秘密。

學習與運動 締造精彩難忘的中學回憶
「學霸」，想必都是嚴格律己，常駐自修

室溫習，獨有一套學習方法的人。然而，劉同
學與「學霸」一貫形象不同，對於學習方法，
他坦言道﹕「我算不上特別勤奮的人，不會
瘋狂操題。對我而言，最重要是上課認真聆
聽老師講解，這能使學習事半功倍。課上專
注和認真完成日常功課是我吸收知識的主要
方法，當然也會額外做點練習。」聽來與一
般學生的做法大同小異，關於「認真聆聽老
師講解」，劉同學大方分享他的心得，上課
時他會盡量跟著老師的節奏去思考，默默地
自我提問，嘗試自己解答；百思不解，才會
請教老師。「尤其對於理科的概念，獨立解
難可把概念理解得更透徹。」

外型陽光正氣，個性謙虛低調的劉同
學，有如其他「理科人」，享受解難的過程，
喜歡不斷挑戰自己。他在數、理兩科表現出
眾，甚至代表學校，參加第36屆香港數學競賽
(HKMO)，在全港數百所學校的激烈競爭中，他
與同學成功躋身前50強，進入決賽，為我校開
創先河。

訪談期間，劉同學的目光總不自覺地飄向
身旁「咚咚聲」的籃球場，偷瞄球員練習。其
實，別光看他平時勤學用功，舉止彬彬，實則
他也非常好動，中三時是籃球隊隊員，中四時
擔任綠社體育秘書，中五又移身至綠茵場，加
入足球隊。即使中六學業繁忙，劉同學仍堅持
學校龍舟隊的訓練，始終和體育運動「藕斷絲
連」。對此，他信念堅定地說﹕「划龍舟頗具
挑戰，對我的體能和意志都是良好的鍛煉，多
做運動對身體確實有益無害。」即使生活多忙

碌，面對繁重學業，他對運動始終投入，抱著
恆久不渝的熱誠，著實令人敬佩。

在繁忙的學業中通過運動找到平衡，劉
同學始終認為「學生不可以只讀書」，他常鼓
勵身邊的同學多參與活動，或許這正是他常保
持精力充沛的原因吧。他去年也曾擔任總領袖
生、導航計劃主席、中文學會副主席、英語大
使等職位，常常都被不同的活動和責任包圍，
到哪裡都會看到他活躍的身影。想必劉同學積
極參與不同活動的經歷，定能給他帶來獨一無
二、精彩繽紛的中學回憶，也是其他同學學習
的榜樣。

中港教育大不同 珍惜本地多元發展
鮮為人知的是，劉同學曾在廣州生活，

中三才正式加入司徒浩的大家庭。「廣州的學
校和香港的有甚麼不同呢？」一提及廣州，劉
同學立即精神抖擻，腰板挺直，滔滔不絕地憶
述，「以前在廣州上學過的是寄宿生活，週末
才會放假回家。少了煩瑣的交通往來時間，加
上學生在校規定不能使用電子設備，會投放更
多時間於學習。但內地讀書壓力大，功課量很
多，每月都有一次考試。面對級裡超過800人
的激烈競爭，每每看見考試排名不如預期，壓
力和危機感難免大增，但樂觀地看，這種競爭
亦可以激勵自己更加努力。」

相對而言，香港的學習氣氛較輕鬆，但
劉同學一點也不鬆懈，更因而提升自我要求，
剛來港讀中三時，他提醒自己不要輕易滿足現
狀。當問及最欣賞香港教育方式的哪一點，劉
同學頗有感觸地指出，「香港的師生關係很
好，彼此亦師亦友。老師會常與學生溝通，可
做到因材施教。而內地老師沒辦法顧及太多同
學，常處於機械化的教學和操卷的無限循環
中。」雖然內地教學法對於取得高分是頗為有

效的，但在劉同學看來，內地學生很難成為一
個願意學習、享受學習的人，更毋用談發展甚
麼個人興趣和才能。

比較兩地截然不同的教育，劉同學深有體
會，他讚嘆香港的教育更注重學生的全方位發
展。對於紅十字會、童軍等機構，劍擊、壁球
等運動，他都是來到司徒浩中學才初次接觸
的。學校的體育發展也令他得以重拾昔日的
足球夢，在青蔥的黃金歲月中馳騁球場。

香 港 長 大 的
學生早已把多元課
外活動視為理所當
然。若我們能從劉
同學的感言中得到
些許啟發，或能學
會更珍惜這些得來
不易的機會，更享
受香港教育給予我
們的多元發展。

格言贈來者 志氣夢想不可缺
文憑試近在咫尺，面對畢業後的長路，劉

同學已計劃好向科學方面發展，如工程系。他
希望能貢獻社會，把科學理論運用到真實生活
上，用科技或發明去改變現狀，造福他人。

「人品學問，俱成於志氣，無志氣人，
一事做不得。」這是劉同學的格言，他指出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無志而不立，人品好，
學問高，都建立於志氣。無論想要達成甚麼目
標，都必須拿出決心和勇氣去追求。若只是空
想，而不付諸行動，只會一事無成。」他也藉
此鼓勵自己和學弟學妹，勇敢去追求目標，不
要小看自己。他眼見不少同學常對自己缺乏自
信，不敢踏出追夢或作出改變的第一步。「夢
想無大小，無論結果如何，努力過，就不會後
悔。」

同樣地，相信為了實現他的目標，劉同學
也會不遺餘力。他開玩笑地說，「待我四十五
周年校慶回來，再看下回分解。」

前總領袖生劉杰明 文德體藝兼備
記者：6A鄭彩娟

劉杰明（後左二）學業忙碌，
但仍不忘投入龍舟訓練

劉杰明（右一）曾為中文學會副主席，
積極傳揚中國文化

劉杰明（前左一）熱愛足球，
乃足球校隊成員

劉杰明（右一）於領袖生
交職禮上接任總領袖生一職

劉杰明（左六）曾於內地寄宿學校生活，
學習風氣嚴謹

記者鄭彩娟與劉杰明交流甚歡



老師的話

何善明老師
2019年11月底，香港上空出現了罕見的天文現象—「四星連

珠」，即抬頭可見月球、金星、木星和土星在上空連成一線（「一

線」的意思是指在我們的視線上成一直線，並不代表四顆星真的連

成一條直線）。此天文現象之所以罕見，是因為每顆星的公轉周期

不一︰木星周期12年、土星周期29年、金星
周期200天。如想看到「九星連珠」這種更罕
見的現象，恐怕要等到2149年了。同學如對
天文現象有興趣，除了可上網或到圖書館查

閱資料外，更應該到野外實地觀星，才能深

深體會到大自然的宏偉壯麗。

周碧霞老師
你可有想過以家庭教育取代學校教育？我育有一子，但我從

沒想過以家庭教育取代學校教育。學校所能提供的學習環境，是

家庭給予不到的。在學校裡，學生過著集體生活，與同齡的青少

年一起上課、相處，互相鼓勵、競爭，能使他

們的學識和品行一同進步，亦能為日後面對社

會打好基礎。學校生活是成長的重要階段，望

大家珍惜在學校的每一刻，不論上課或玩耍，

這都將成為你美好的回憶。

曾佩文老師
一位網民發現一張鈔票上寫有一段文字，仔細

閱讀後，他認為這張鈔票可能對原主人別具意義，

於是在網絡上發文尋人。皇天不負有心人，鈔票最

終物歸原主。原來這張鈔票屬於一名少女，她去年

錢包被偷，結果遺失了父親死前留給她的這張鈔票。失而復得的少女自此

不再為遺失亡父鈔票一事而感到自責了。這故事讓我們知道，一個舉手之

勞的行動足以填補別人生命中的遺憾。從今天起，大家積極踏出助人的一

步吧！

潘德華老師
人生經常面對很多問題，需要運用邏輯

思維解決。在此跟大家玩一個問答遊戲，必

須立即回答，不能花時間細想。問題：你參

加賽跑，追過了第二名，你是第幾名？如你

回答「第一名」，那就錯了，因為你追過第二名，你只

是取代他的位置，你正是第二名。由此可見，犯邏輯錯

誤的原因，往往是被不相干的語言陷阱誤導，因此必須

緊扣題目作思考。邏輯思維重視的不是知識和學問，而

是思考的周密與嚴謹。

邱慧萍老師
星期三進行排球練習前，每每

要多番呼喚，請一群熱愛籃球的同學

離開讓出操場。有一次，最後一名同

學終於離開籃球場。那名同學個子不

高，是球場常客，每趟也見他打得大

汗淋漓、衣衫盡濕。那時，男孩拿起書包及地上的

飲品準備離開，突然他回頭一望，發現籃球架旁有

其他同學遺留的飲品盒，便靜靜地走回去把它拾

起，扔進遠遠的垃圾箱。

旁觀到這一幕，我心裡暗暗讚賞那孩子。即使

旁人眼中的他未必是優秀的學生，但在一個不起眼

的角落，他做出了自覺自律的行為，讓我覺察到人

心的良善。我們不必很出色，只要做一個善良正直

的人已足以讓人佩服。

邱明慧老師
某天，一位外籍客人結賬時給了年輕侍應一

大疊紙幣及一堆錢幣，年輕侍應滿面悵惘，不知所

措，呆呆站着。過了一會，客人不耐煩了，問他有

何問題，他不懂回答，就這樣對

望了十分鐘。結果客人招來了經

理，並投訴那位年輕侍應。原來

那位年輕侍應不懂數算這麼多的

現金，面對突發情況又不懂處理。

初聽這則奇聞，我也感到匪夷所思，但再想

想，日常生活中這些事例屢見不鮮。怎樣剝香蕉

皮？怎樣撥打固網電話？如何開關煮食爐⋯⋯

是時代進步，舊產品被淘汰？還是我們對小孩

過份呵護，以致他們的本能「被退化」？這值得我

們深思！

鍾信成老師
「街拍」是攝影中的

一門學問，當中需要融入

生活、瞭解社區，需多留

意觀察街上路人的行為、

姿態，豐富自己的見聞，才能拍攝出好作品。

現今大家上街時，大多只關注手機的螢

幕，往往沒有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其實這樣會

令我們錯失很多。嘗試由今日開始，改變一下

生活習慣吧！

龐柳英老師
看著同學紅彤彤的臉，聽著同學聲聲的「加油」，理解同學

內心的激情：這是人生第一次的畢業長跑，也是中學生涯最後一次

比賽，只要咬緊牙關，就能跑到終點。衝刺過後，同學的雀躍、興

奮，拿著獎牌饒有興趣地在暢談、蹦跳、拍照⋯⋯這是中六同學到

元朗大棠參加畢業長跑的情景。如此美好的景象，不正是大家憑著

意志和毅力譜寫的嗎？

那天回家，我走進菜市場，看見新鮮的菠蘿，

猶豫著該否買回家，心想：如何刨削呢？自己一向都

用罐頭菠蘿做食材的⋯⋯那刻，同學參加長跑的堅毅

動人情景在我腦海中浮現，我為何不嘗試呢？同時，

腦海裡也浮現兒時媽媽削菠蘿的片段。試一試又何妨

呢？於是，我決定買一個回家。經過我的努力後，菠

蘿削好了。看著削好的新鮮菠蘿，想像著過一會兒就

可品嚐美味的菠蘿炒飯，不禁垂涎三尺。

生活，就是如此，只要肯嘗試，勇於嘗試，總會有意想不到

的收穫。



米埔考察
1C郭麗明

10月，學校帶領中一同學到米埔考察，目的是讓我們瞭解香港
生物的多樣性和培育愛護環境、守護大自然的品德。

我們通過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香港分會的講解，認識了多類本
地生物，如：水生動植物、昆蟲、兩棲爬蟲、魚類及哺乳類等，單
是雀鳥已經超過400種，當中還有49種受全球保育關注，包括黑臉琵
鷺、黑嘴鷗及小青腳鷸。

我們在觀鳥亭內看到了中華鷓鴣、棕頸鴨、小白鷺、白鶴、灰鶴
等；還在考察的路途上看見了綠頭鴨和鵲鴨呢。講解員很耐心地告訴
我們不同雀鳥的習性和辨認方法，我們可以根據鳥的形態、特徵和行
為綜合判斷，還可以根據鳥鳴聲、飛行姿態識別牠們。

這次考察，讓我們瞭解不同動植物的特徵和生活環境，大大增廣
了見聞。

E閱讀計劃
1B周昭宇

在「E閱讀計劃」課堂中，老師教導
我們如何利用平板電腦閱讀電子書，讓
我們從中領略閱讀的樂趣，以及培養良
好的閱讀習慣。我覺得在學校能夠使用
多元化方式進行學習是好事，這可讓我
們從中獲得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經驗，所
以我期盼學校可以多舉辦這類活動，讓
我們更積極地學習。

圖書館萬聖節活動
2B陳姵熹

很喜歡這次活動，它給我們提供了增加課外知識的機會，讓我們
更踴躍到圖書館借閱圖書，寓學習於娛樂中。同學在閱讀課外書後，
可獲得一些糖果或巧克力，口袋中的知識和零食均是滿滿的。

參加啟知中心探訪長者義工服務
4A邱思賢

這是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參加探訪長者義
工活動。我們上門探訪的是陳婆婆。與她初次
見面，短短相聚已一見如故，像老朋友般交談
甚歡。她熱情地向我們展示親手製作的手工藝
品，又分享生活趣事，氣氛輕鬆愉快。

這次活動讓我們反思：我們願意在假日探
訪陌生的長者，和他們聊天，那麼對自己的親
人，又是否應更好好關心呢？

香港房屋協會工作體驗
4A夏潔瑩

這次工作體驗，負責的主要是文書工作，
例如整理文件，這令我對房協的運作有更深的
認識，這些都是書本上不能學到的知識。雖然

這次體驗只有一天
半的時間，但已令
我十分難忘及明白
了很多事情，例如
學會打字的重要、工作的正確態度等。總括
來說，這次體驗十分有意義，值得參加。

理財工作坊
3C黃子烽

學校舉辦了一個名為「理財工作坊」的活動，它透過遊戲的方
式，讓我們瞭解股票買賣、投資風險等知識，打破了平常上課的嚴肅氣
氛，而且能讓同學明白及意識到理財的重要。這個活動令人獲益良多，
讓我認識到應如何有效理財。如果來年再舉行這活動，我一定會參加。

中二紀律訓練生活營
2D杜展希

經過這次生活訓練營，我學會了團隊合作及
做事要守紀律等良好品德。在活動中，團隊合作

非常重要，例
如收拾東西、
做飯及洗碗的
時候，可以分工合作，每人做一點
事，不消一會兒，就能把任務完成。
這道理在上課和工作方面亦很有用，
讓人終身受益。

萬聖節「鬼屋」活動
2B廖婉然

我覺得今年
的「鬼屋」比去
年的刺激好玩。
遊戲當中，你可

以大聲呼叫，又可以從中學習一些英文
生字。特別是當你從鬼屋出來時，會有
意外的收穫，只要向英語外籍老師說一
句：trick or treat，她就會給我們一顆糖
果作獎勵。

學界越野隊比賽
6C楊格

有幸參加這一場比賽，對於快畢業的
我，真是很有紀念價值。記得當日衝線時，
我感到無比刺激和快樂，這是我多年來在學
界比賽中唯一獲得的個人獎項。我能站上這
個高度，真要感激我的教練和老師，是他們

教導我，為我帶來榮
譽，令我實現了本是遙
不可及的夢想。

活動花絮及感想



中六級「模擬放榜」活動
6A劉杰明

模擬放榜日，我直到踏進禮堂前，心
情仍是波瀾不驚。但活動開始後，便有些
忐忑不安，雖然知道老師會保守地評估我
的成績，但這的確有一定參考價值，若與
心中理想不符合，心中難免失落。拿到成

績表後，說不上晴天霹靂，但也猶如當頭一棒，於是我暗下決心，要
做得更好！然後，便到了選擇出路的時候，我選擇了JUPAS面試。在
第一次面試中，我完全沒有準備，從中得到了許多建議，瞭解到以後
面試前所需作的準備，受益良多。不管文憑試結果如何，其實條條大
路通羅馬，總
可以找到一條合
適的人生道路，
不應氣餒。現在
應全力向文憑試
衝刺！

中一迎新競技大比拼
1C李桌楠

11月中，學校舉行了「中一迎新競技大
比拼」，當中有很多需要團隊合作才可完成
的遊戲，目的是希望我們對新的環境可以有
更大的歸屬感，並且建立友誼。活動中，我

們雖然沒有取得好成績，但班
主任不斷鼓勵我們，而我也瞭
解到班內不同同學的性格和處
事態度。活動過後，同學彼此
的默契也大為提升，大家相處
也變得更融洽。

「中二同班一家親」活動
2C李倍欣

「得獎的班別是2C！」一陣歡呼聲傳來，不論老師或同學都
為我們喝彩、鼓掌。數月前，中二的所有同學都參加了學校舉辦
的「同班一家親」活動。遊戲的過程中，大家的情緒都十分高
漲：有的同學大聲打氣，有的同學則在場外對出賽的同學加以提
醒，無一不為自己班賣力叫喊，沒有一個同學是閒著的。結果，
全賴同學的通力合作，我們才能在最後獲得勝利。在這個活動

中，我學會了如何與
別人合作和交流。雖
然期間曾因少許的意
見不合而吵了幾句，
但這次有意義的活動
大大增進了我們的歸
屬感和凝聚力，令我
們大家之間的友誼更
加堅固。

全方位學習日
6C余振鵬

今年是中學生涯最後一次全方
位學習日，我們的心情特別興奮。我
們全班決議，先燒烤，後玩遊戲，好
好體驗離島的風情。當天，我們一到
達梅窩，便馬上分工合作，準備燒烤
用品，但卻發現原來大部分食物都未
解凍，於是我們趕急地用水把食物浸
着，幸好最後也能弄妥。由於很多同學平時少燒烤，所以出現不少
「暗黑料理」，有的更把麵包燒出火來，引得其他同學哄堂大笑。這
些笑聲成為了我的深刻回憶，永世不忘！

學生會選舉
4A黃嘉宜

一年一度的學生會選舉令人
雀躍！選舉期間，校園內洋溢著
後選內閣宣傳的熱鬧氣氛，同學
也十分投入和享受這種喧鬧。投
票當日，各個候選內閣都拼盡全
力「拉票」，爭取我們手中寶貴的一票⋯⋯最後宣讀投票結果，
新一屆的學生會誕生了。期望新一屆學生會能夠積極面對各種考
驗，各位同學能投入各項學生會活動，享受美好的校園生活！

「Hello From Me, Too」英文閱讀計劃
1D葉芷晴

當天老師讓我進行一個「拋鍋」小遊戲，我便把它當作平時在廚
房翻班戟一樣，我連續幾次成功「拋鍋」把班戟翻到平底鍋裏。我覺
得這是個好嘗試，因為可以考驗自己的眼力、毅力和信心，過程是挺
緊張的，擔心「班戟」會掉在地上。後來經過多次嘗試，我愈做愈有
信心，我希望日後可以再參加這類有趣的活動。

親炙作家講座
6C黃卓文

這次學校邀請了
蒲葦先生擔任演講嘉
賓，真的令我感到十
分意外。在他的演講
中，我學習到中文科
卷一、二一些應試技
巧，例如時間分配，
又或是如何擬定論點，他以
一道文憑試題目「讀書無用」
為例加以說明，令我很輕易掌
握到論說的技巧。演講中，最
令我難忘的是蒲葦先生播放了
一段由自己錄製的影片，影片
的主題乃範文《月下獨酌》，
這影片令我對範文有更深的瞭
解。感謝蒲葦先生的來臨，這活動真的令我獲益良多！

中六級畢業長跑
6C鄺芷晴

對我來說，畢業
長跑十分有意義，因
為這次長跑比賽是我
中學生涯中最後一次
比賽，也是我第一次
奪得冠軍的比賽！比
賽途中，我多次想放
棄，但當我想到畢業

長跑後就要面對文憑試，兩者都是要憑著意志和毅力才能成功的，我
便咬緊牙關，繼續向前衝！這次比賽不但令我增強了鬥志，還讓我留
下了美好的回憶呢！



家長教師會2019-20年度會員大會在10月24日晚上舉行。
是次活動有81位家長參加。首先由主席蘇海燕女士致歡迎辭
及作活動報告，再由司庫關澤強先生宣讀財政報告，會上無

異議通過了活動報告及財政報告。為感謝數位家長對本校的

貢獻，李碧茵校長代表本校向2018-19年度家長校董關澤強先
生及另外4位家長委員（包括蘇海燕女士、梁靜儀女士、吳育
琪女士及周旴穎女士）致送紀念品。

接著，由家長校董選舉主任陳麗儀副校長主持家長校董選舉，

本年度有四位家長校董候選人。投票結果由梁靜儀女士當選家長校

董，李雪梅女士當選家長替代校董。

小休後，由李碧茵校長主持交職禮，2019-20年度家長教師會
家長委員包括：關澤強先生、余少波女士、梁靜儀女士、劉青龍先

生及周旴穎女士；教師委員包括：陳麗儀副校長、葉永寶老師、劉

智威老師、柯佩瑜老師及余佩蘭老師。

會後，家長與教師在學校有蓋操場茶聚，中六級同學的家長則

與班主任於一樓課室討論大學聯招及多元出路事宜（註：因交通特

殊情況取消十月十一日之「中六家長會」）。家長藉此向班主任及

科任老師瞭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大家互相交流教育心得、分享經驗，茶聚

至八時三十分結束。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2020年8月 中一迎新日家長全接觸 介紹家教會資料及活動

2020年10月 中六畢業生多元出路簡介會 讓家長認識高中課程與大專收生之關係及瞭解收生的要求

家長教師會

會員大會暨交流會

家長教師會（2019-20）活動預告

家長在禮堂出席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2019-20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與李碧茵校長合照

家長與老師在有蓋操場茶聚

2019-20年度家長教師會第一次委員會會議



獲獎消息

化學科參加由「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育組」
合辦之「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成績優異，中五及
中六級多位同學獲頒發鑽石獎、白金獎、銀獎或銅獎

越野隊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學界越野比賽」（第三組別），
表現優異。除於男子甲組獲冠、亞、季軍外，亦獲得團體冠軍。

室內賽艇組參加「發現號室內賽艇比賽」，
表現優異，除於男子初中組4x500米接力賽
及高中組500米賽事中分別獲第五及

第六名，3B許庭軒同學（前排右一）更於
初中500米賽勇奪冠軍

歷史科參加教育局及香港大學合辦之
「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2019」，
同學表現優異，獲頒發嘉許獎狀

越野隊於「學界越野之王長跑賽」
（香港仔站）表現理想，隊員（左起）

4C鄧名揚、5B卓啟廉、6C楊格
分別獲第六名、季軍及第九名

田徑隊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觀塘區分齡
田徑比賽」，分別於青少年C組及D組1500米、

鐵餅及鉛球項目中獲得三甲佳績

中四至中六級五位同學到李樹培夫人
啟知中心擔任義工，獲香港中國婦女會

頒發「義工服務感謝狀」

6A林偉明同學參加「國家語委會普通話
水平測試」，考獲「二級乙等」成績，

獲頒發嘉許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