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八年四月

堯聲編輯委員﹕
顧問：鄧錦明校長、張迪生副校長、林君敏老師
委員：王菊英老師、呂以碧老師、馬淑玲老師、廖美儀老師

　　2018年1月2日是2018年第一個上課天，我在早會上向全體同學提出了一個問題：「為甚麼要上學？」

　　踏入了廿一世紀的第18個年頭，資訊科技的發展，指向了一些新趨勢――資訊爆炸：隨時隨地可以獲
得大量的信息；人工智能：幫助我們解決大量生活問題；虛擬世界：科技超越了地理的限制。配合這些趨
勢，我們見到一些新事物出現：無人駕駛車輛、無人機速遞、無人超市、虛擬教室……嚴格來說，若說學
校是學習知識、技能的地方，那麼已可被科技取代。任何一個人，可以在家中，甚至任何地方，獲得資訊
和習得很多技能。

　　不過，學校並不單是學習知識、技能的地方，更是經歷群體生活、學習與人相容的地方。人生要走的
路，充滿著難題、挑戰，要面對這些困難，的確需要知識、技能；不過，那不是一條孤獨的路。在路途
上，我們會發現身邊有許多人，每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但每個人的路，都充滿著相遇、平行的路徑。這些
旅人，跟我們或近或遠，總可以互相呼應，甚至能互相扶持――在崎嶇不平的路途上，支持我們繼續前
行。在學校中，同學在課堂學習上，可以小組形式互相切磋；在課外活
動，例如籃球比賽、童軍團隊中，學會團隊精神，以至在每天學校生活
中，學習如何有禮待人……這一切，都是群體的學習。

　　也許很快地，我們會發現，機械人漸漸「入侵」我們的生活：家庭傭
工由機械人擔任、在茶餐廳為我們奉餐的是機械人、生產線上要求精準的
工作更理所當然地是機械人的強項。我們無可避免地要跟機械人打交道。
不過，我們更需懂得與人合作、與人相處。

　　撰寫這篇文章當天，正是一年一度香港馬拉松比賽的日子*。42.195
公里的比賽路程，理應是每一個選手獨自面對的挑戰。不過，我們卻看到
不少跑手，身邊有同行者；視障跑手有領路員；有跑手策略性地與其他跑
手互相擋風，減少體力消耗。人生中需要同行者，馬拉松比賽如是，人生
數十年的旅程更如是！

　　期盼同學們明白在學校中的生活，能經歷本學年主題「友伴同行更自
強」！

錦明
2018年1月21日

正向解難多路向
友伴同行更自強正向解難多路向
友伴同行更自強正向解難多路向
友伴同行更自強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傳道書 4:12

*本校校友魏賡先生在是項國際性比賽中榮獲香港選手第一名，借此一角恭賀他的成就！

校長與校友魏賡合照



　　中學畢業後，在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系修讀社會工作學系。2015年的炎夏，正式成
為一位社會工作者。我帶著亢奮而又緊張的心情踏進辦公室之際，隨即發現第一天上班
亦是社區中心暑期活動開始之時。沒有喘息安頓的空間，我便匆匆開始了社工生涯，至
今已踏入工作的第三個年頭。
　　回想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面對了種種不同的挑戰。我要感激這些挑戰，它們就像嚴
師，帶我一步一步走向成長。
　　有人說工作是為了生活，「搵食啫」。我必須承認，工作是必須得到相應的報酬。
如果金錢是工作的推動力，那工作滿足感便是工作的助燃劑。滿足感源自於服務使用者
的改變，上司的認同，工作的成就感等等。然而，在年復年，日復日的工作中，滿足感
並非時時得到，取代而來的更是排山倒海的工作帶來的麻木。曾經在暑假一個多月的時
間內完成了80多節小組活動，同時面對不同的文件工作，連基本休息時間都未必足夠，
遑論停下來問自己是否滿足。
　　得不到滿足容易令我感到迷茫，而工作中的失落感更容易令我感到挫敗，對自己充
滿質疑。工作中要面對不同青年人的成長問題。別小看一個只有十多歲的生命，他們充
滿想法，卻得不到滿足，承受的可不比成年人少。作為同行者，總希望陪伴他渡過時
艱，盼望他走出陰霾，重新出發。然而，除了可解決的問題，這個世界更多的是不能解
決的問題。明明在身邊卻無能為力，又或者被當事人拒諸門外，只能在一邊乾著急。為

著青年人而失落，是工作時經常出現的片段。另一種失落，就是對個人能力感的失落，我總遊走在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去
面對工作的思量，一個個無眠夜總是伴隨我。
　　要說問題，說一千個仲夏夜都未講完。太多的失落感，太少的滿足感，在行內，社會工作員都會擔心自己是否已
burned　out。不過我知道，難處天天有，把自己困在難處中，當下的美好只會逐點逐滴流逝。於是，兩個重要的提醒在這
兩三年間一直伴隨著我。
　　一是認清楚自己的局限。從事對人的工作，不是按序就班就可以處理的
事。每個生命都有其獨特之處，我又怎可能有能力去處理每一個生命？更何
況，一個人的問題要得到解決，環境和時間是其必要條件，渺小如我又怎跟造
物主的掌管抗衡？有人說事事都自認不足，不就顯得社工很無能嗎？的確，在
盡力做好各種介入後，我們的確要容讓青年人自己成長，讓自己無能地放手和
陪伴，等待更好的來到。
　　另一個重要提醒，是真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信念，我們永遠
沒辦法滿足所有人。唯有真誠去做自己，做自己相信的，始終別人會尊重你就
是你。一直在與青年人同行時，都鼓勵他們真誠的對待別人，對待自己，因為
我們沒辦法永遠假裝。我們真誠去承認自己的失落，向伙伴承認自己的難處，
最後會發現，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都可以享受其中。
　　學生時期對工作有無限憧憬，到工作時就對學生時期無限懷念。慶幸人生
是一步一步走過來，叫我面對難關時，回首過去也能得到力量。

馬嘉綿校友

　　天天都有「好心情」——這實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心願。然而，現實
裡，人生往往是充滿未能預知的困難及挑戰。我們或許未能掌握逆境為何及怎樣
到訪，然而我們絕對可選擇面對困難時應抱的態度及採取的合適解難方案。有了良好
的裝備及知識基礎，深信面對困難時，仍能保持「好心情」也不再是天方夜譚。

　　本年度，本校與家福會攜手在校推動了「好心情計劃」(Joyful@School)，更獲得政府的撥款
資助，期盼透過教授有系統的情緒管理課程及一連串的小組體驗活動，讓同學進一步掌握多角度分析
及解難的方法和技巧。同時，也鼓勵同學以正面、積極及樂觀的態度來面對生命中各項的挑戰，享受
生命中經歷的大小事情。

 「獨特人生，精彩滿Fun；活在當下，感恩所有。」人生或許儼如天氣
般變化不定，時有下雨，時有陰晴，時有大霧，更時有風霜。但我們更

確信雨後的彩虹必定是光芒綻放的。「希望在明天」似是老生
常談，但當中的道理卻是非常真確的。就讓我們一同努

力，活出我們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

好心情計劃 (Joyful@School)好心情計劃 (Joyful@School)好心情計劃 (Joyful@School)

工作處境之難工作處境之難工作處境之難工作處境之難

課堂上分組教授解難方法。



5B班陳昭漢
 廿八年前，即一九八九年六月某天，我
離開了李中校園，那一情景仍深印腦海。
 昨天傻小子的我，經時日磨煉後，發覺
原來最好的朋友，最簡單的生活，最快活的
日子，只能在校園裡找到。回憶當年的校園
生活，那麼單純、那麼真摯。老師的有教無
類，同學的以心激勵，仍銘記於心。
 回望今天的自己，真的要感謝每一位老
師，感激今天仍是要好的朋友，感恩回憶的
校園仍是美麗如昔。今天再踏進校園，多了
新建築及新臉孔，而校園四周聳立而茂盛的
樹木，正印記著我們當年在李中的青蔥歲
月，它孕育出不同年代的學生。

註：陳校友現職消防隊目，駐守荃灣消防
 局，他的太太應慧欣也是同屆校友

5C班曾健忠
 無論什麼時候，書包裡總會有一對全能的運動鞋――
「白飯魚」。它是我們的長短跑、籃球、足球、羽毛球、外
出旅行不可或缺的「名牌」波鞋。當年樸素的生活中，從來
不會有物質的比較，更不會追求奢華的生活，只想著放學去
球場踢球。
 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踢球不是主要的過程。我們最享受
的是完場後那樽透心涼的「荷蘭水」，令大家暢談歡笑，回
味無窮。
 後來7-11便利店售賣自助式的思樂冰，我們在杯內放進
三支飲管，拼命地
與機器鬥快，無限
續杯，十分刺激。
 轉眼間，八九
年畢業的我們都已
為人父母，能夠再
聚也是一種緣份和
難得的機會。感恩
大家能把這份友誼
一直延續下去！

註: 曾校友現在是虎牌產品(香港)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5D班鄭志南
 「841012」――至今，仍然未弄清楚這組數字是否代表
1984年入學的第1012位學生？但這數字卻深刻地銘記於心
中。
 網上流傳一段這樣的對話：
 「有人問佛祖，『喜歡』與『愛』有什麼區別呢？
 佛祖指了指一個孩子，只見孩子站在花前，久久不肯離
開，最後，孩子被花的美麗迷醉，不由的伸出手把花摘下
來。佛祖說，這就是喜歡。
 接著，佛祖指了指另一個孩子，只見孩子滿頭大汗的在
給花澆水，又擔心花被烈日曬著，自己站在花前。佛祖說：
這就是愛。
 喜歡是為了得到，而愛卻是為了付出，這就是最本質的
區別！」
 千真萬確，是「愛」讓我這個反叛的青年獲得眾老師們
的循循善導，並在孜孜不倦的引導下才得以積極地面對人
生；是「愛」讓我這個高傲的青年獲得眾同學們的不離不
棄，並在孳孳不息的包容下才得以凝聚一班三十多年深厚感
情的兄弟姊妹。
 千言萬語亦無法表達這感恩之心，在此，請容學生向一
班李賢堯紀念中學的老師們說一聲「我愛你！」

志南上

註：鄭校友現職精密加工公司市場總監，他的太太陳頌妍也
　　是同屆校友

5B班錢佩珊
 時間飛逝，一轉眼已經畢業將近三十年。還記得當年畢業典禮上，我為着將要
踏入人生新階段而興奮，但內心亦湧現着不能形容的失落感。當日的矛盾心情實在
難以筆墨形容。
 同學之間的友誼都是真摯單純的，不但從未聽過同學之間的欺凌事件，我們更
會因為同學向老師求情。在烈日炎炎之下，不同級別的同學又會一起在操場上打
球，直至上課鐘聲響起，才帶着一身汗水離開。
 李中的團隊精神亦是令人難忘的，記得有一次紅十字會到學校招募師生們捐
血，老師一聲血的呼喚，我們一班同學全數參與，浩浩蕩蕩的走向禮堂，奉獻出我
們的第一滴血，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五年的李中校園生活，為我留下數之不盡的
美好回憶，更感恩當年的每一個「你」在我身邊出現。

註：錢校友現職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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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學生的點滴寫給母校的情書―― 2017年聖誕節 

第一滴血

母校的回憶

李中情李中情

陳校友一家三口溫馨
家庭照

曾校友與家人的有趣家庭照

錢校友與家人合照

八九年畢業班的校友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回校參加校友會
的燒烤活動，濟濟一堂。

 這期《堯聲》，我們請來了六位同一屆但
來自不同班別的校友共訴當年情。



5D班黃笑蓮
 「這校園，這班房，這走廊，這禮堂……」 
 闊別了母校廿八年，但在這裡的一切一切，我沒有一刻忘記。叮叮叮叮……一
聽見下課鐘聲，我便立刻和同學們第一時間「飛」到小食部買一支「熱辣辣」的維
他奶，暖在心頭，好不快樂。簡簡單單的上課、下課，沒有現今科技的配套，生活
卻很易滿足。同學間的友誼，就像清泉一般純真。每天說說笑笑，你「窒」我一
句，我回敬你一句，互相作弄一番，完全沒有機心，也沒有什麼爾虞我詐，實在快
樂無比。離開了這校園，那真是另外一片天地，更讓我常常不自覺地回憶起那段單
純不過的日子，甚至在夢裡也經常回味。
 我的老師、我的同學，謝謝每一位成為了我回憶中重要片段的你們。

5A班何潔明
 在李中時的日子確是令我回味無窮，總括來說「甜酸苦辣」都
有。回想起來，我相信這是神的旨意讓我進入這間基督教中學就讀。
　　開始算是「甜」的，中一時的班主任是王菊英老師，她任教中
文、音樂和家政，所以對她印象至今是比較深。音樂課學習吹奏牧童
笛，那牧童笛仍保存至今。
　　在我們的那些年代，中三後要選擇文、理或商科繼續學業，我對
文科較有興趣，甚至曾經因為害怕未能入讀文科班而連夜發惡夢。若
真的被派至其他科系，那真的是「酸溜溜了」。
　　雖然在那時讀書覺得很「苦」――常常要記很多的課本內容，也
覺得「辣」――要應付考試；但現在感到那些「訓練」就是日後在社
會工作中一份不可或缺的「磨練」。若是缺少了「磨練」，我們或會
忘記「感謝」！
　　讓我藉此感謝多位曾經教導我的老師，多謝你們盡心盡力的擺
上！

註：何校友中五畢業後赴美留學，現定居芝加哥並任職教會幹事。

李中的甜酸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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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蓮十五二十時

5A 黃渠城
　　在這次模擬法庭比賽中，參加的一眾同學都獲益不
少，過程中亦有喜有悲。值得我們欣喜的是我們一眾穿
上整整齊齊的西裝踏足一個平日只能透過電視才看見的
地方――高等法院。一踏進高等法院就有一種莊嚴、嚴
肅的氣氛圍繞著四周，這也使我們認真起來――認真對
待這個崇高的地方，認真對待整個比賽。這是一段不錯
的經歷。
　　使我們抱有遺撼的，是我們無法進入次輪比賽。賽
制中，初賽有兩場比賽，憑同學的努力和付出，我們在
第一場比賽獲勝。而第二場比賽，因策略出錯等問題不
幸落敗，最終無緣進入次回合。當然，參與的同學難免
有失落之情。不過，我們也明白到結果並非是比賽的唯
一目的。是次比賽中，我們學會的法律知識、一起合力
解難的經歷，也是十分珍貴的回憶，豐富了我們的中學
生涯。

4A 鄺穎東
　　在這次模擬法庭的比賽中，我有很多體會和收
穫――學懂了一些法律知識，獲得了進入高等法院的機
會。法庭內莊嚴的氣氛到了現在我還記憶猶新。在第一
場比賽中，我校飾演檢控官的角
色，面對著友校的同學以及法官
的提問，我有著從未感受過的壓
力和緊張，幸好有著同伴的支
持，大家互相補足，我亦能從證
人身上套取到所需的證供，順利
勝出第一回合的比賽，更有幸獲
得「傑出訟辯榮譽獎」。藉此多
謝學校給予這次參賽機會，令我
的中學生涯添上更多色彩。

　　法治乃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基石，認識法治也應從
年少開始。因此，本校今年參加了由香港學界模擬辯
護及模擬法庭協會舉辦的模擬辯護及模擬法庭比賽，
讓有意投身法律界的學生能真正了解本港法律制度運
作的過程，同時亦讓同學進一步擴闊其眼界。
　　透過這比賽，希望能促進青少年主動學習，提升
他們對法治、公義、公民責任等概念的認識和認同，
並學習獨立的批判性思考、建立自信、解難能力、應
變技巧及團隊合作的精神，培養正面積極的態度。

何明慧老師

八九年畢業班的校友經常相聚聯誼，感情要好。

黃校友與家人合照

模擬法庭比賽模擬法庭比賽模擬法庭比賽



小學生積極參與課堂 校長與學生打成一片

模擬插秧工作 模擬農村工業活動

整裝待發 歡呼一刻

啦啦隊積極參與健兒們投入比賽 頒獎一刻

小學生到校参觀小學生到校参觀小學生到校参觀

畢業班閃避球比賽畢業班閃避球比賽畢業班閃避球比賽

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

中五通識科──模擬
農村經濟活動
中五通識科──模擬
農村經濟活動
中五通識科──模擬
農村經濟活動



中四歷奇營中四歷奇營中四歷奇營

福音週福音週福音週

齊心攀越高牆 學習團隊精神

Eternity樂隊載歌載舞 陳明恩小姐分享見証後與師生合照

豐盛多姿的一年豐盛多姿的一年豐盛多姿的一年

每天在設計及科技室候命，商討活動的詳情，失去與朋友
共餐的機會。感激你們，讓學校宿營、城市定向等活動能
順利地第一次在李中發生。這些活動印證著我們與同學的
共同、難忘、歡愉回憶，更見證李中的改變。感激支持
「圓」的同學，與我們攜手創造新的事。
 你我都不能把一切事做到完美。我做的事和你做的事
也許不一樣，但你我都有著生命的力量，這是我們共同的
恩賜。我們可做的就是抓緊這份恩賜、我們獨有的價值，
在各自擅長的範疇上、屬於你的舞台上，盡力做到最好。
珍惜每個機會，讓我們踏出一大步嘗試，再次肯定自己，
別讓負面的說話毀掉自己的價值。趁著我們仍有生命氣
息，我們要挑戰自己，發掘自己的潛能。
 我相信人生就是在不斷追求，你我的人生都是獨特
的，每人都有擅長的領域，即管大膽作出嘗試，你經歷的
會成為你人生中重要的一課。進步或改變絕對不是一時三
刻可做到，亦不會有完成的一天，但我們擁有機會和同行
者，就足以讓我們的生命充滿驚喜且不孤單。我十分喜愛
香港中文大學沈校長於臨別講辭中的說話，「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to improve yourselves 
and to reach for the stars 」，初中服務的機會讓我觀
察更多、慢慢裝備自己，讓我高中的時候，有機會實踐我
的目標。當珍惜每
個機會，成就屬你
的獨特人生。
 未來仍有無限
的挑戰向我們招
手，我會用生命的
力量面對。

1617年度學生會主席6A陳曉慧

 在我的中學生涯中，學生會佔據了不少位置，可說是
造就我的最關鍵鑰匙。學生會是一個機會，讓人嘗試承
擔；學生會是一個平台，讓人於實踐中成長。學生會就是
這樣帶著那股凝聚力和影響力，讓人願意竭盡己力與同學
同行，將更好的帶給同學。十分幸運地，我能在學生會中
見證自己的成長、同學的成長、以至李中的成長。學生會
遺留給我的故事、去屆所作的事工，成為我中學裡的傳
記。    
 當我初次接觸學生會的時候，我還是一名初中生。我
帶著各種的冀盼、幻想，展開我的工作。在過去擔任幹事
的三年，我曾感受學生會確實不「起眼」，或者存在感薄
弱。我以為學生會是同學的好朋友，會互相幫忙或扶持。
但擔任幹事期間，我發現可能是一些誤解，可能是同學未
透徹了解學生會的工作，可能是未完善的制度，令學生會
在同學眼中得不到很多正面的評價，認為學生會未能達到
他們的期望。同學的願望、評價就好像是拼圖中散落的圖
片，東一塊，西一塊的，難以拼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
    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盡我能力拼湊最多的圖片，凝
聚更多同學，令同學與學生會的關係更緊密。進而可以讓
同學認同學生會是一個值得倚賴的群體，學生會能帶歡樂
予每一個同學。另一方面，我亦盼望著李中的改變，改變
成為一個「更可同學愛」的地方，帶著進步，與同學更緊
密地成長。這是我堅定持守的目標。
 堅定的意念也許是一切的根基。不論在運動、學習、
工作上，你獨有的信念都在支撐著你每一個的行動。當我
們沒有這信念，也許我們容易放棄、感到疲憊、缺乏進步
的動力。而我，一直靠著這個意念，不但完成了整年學生
會的工作，我更是為此而充滿能量。我知道，我所做的，
會有影響力。 
 我要感謝一眾幹事。去年整年，你們都在勞碌奔波，



4A楊曉晴
 王卓行先生分享自己年輕時因為驕傲和一個「勇」字，便貿然進行高風險投資，因此損失了
很多金錢。當時他很迷惘，幸好他的家人鼓勵他，讓他重新站起來，才有今天的成就。他借這件
事告訴我們投資時應該要明白當中的操作，並要想清楚風險最高的時候，自己是否能夠負擔得
起。我明白到營商和投資都一定有它的風險，除了要勇敢，同時做任何事都要深思熟慮和有計
劃，而且要懂得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站起來。這是一個成功人士的特質。他的分享十分精彩，
不但讓我深入了解有關營商的知識和現今營商環境，更令我開始思考自己人生的路向和實現夢想
的路。

4B黃源毅 
 王卓行先生工作經驗豐富，曾涉足教育界及政府部門等。對談的過程中，他談到學習成績的
高低對於一個人是否必然重要的問題，又有同學問及香港現時的教育制度就是催谷學生拿取好成
績，忘了教育的根本。而王先生教曉我們，透過學習能令我們「下筆琳瑯，發言暢美」。訪問確
實是獲益良多。感謝老師的付出和安排，讓我們可以上到寶貴的一課。

4C劉伊翹
 訪問中，王卓行先生提到「每個人生階段都有要做的事情」，我覺得現在我要做的事就是讀
書。很多人認為讀書只是要取得好成績，覓得一份好工作。但是王先生提到，讀書是溝通和學習
的平台，也是提供營商的途徑！因為好的營商，先要能夠與顧客流暢明快地溝通。透過這次王卓
行先生的分享，我在冒險的人生建立了正確的價值觀，知道很多關於香港的營商優勢和人生的方
向。這是一次寶貴的學習！

與商家對談201８與商家對談201８與商家對談201８

 本年度，本校的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科為中四級學生舉行了兩場與商家對談的活
動。首場訪談誠蒙一所別具一格的髮型屋
(Nova Hair & Make)負責人答允，讓本校學
生前往髮型屋參觀，並獲其中兩位合夥人
Don But和Hung Ng接待，與學生分享營商的
經驗和成為合夥人的心路歷程。另一場訪
談，我們誠邀了前投資推廣署高級經理王卓
行先生，親臨本校與學生講解現時香港的營
商環境及分享自身的人生經歷。
 在此，再次感謝各嘉賓抽出寶貴的時間
和學生上了特別的一課。

座談會後大合照Nova Hair 門前大合照

王卓行先生與同學
時有互動

同學積極回應

以下是其中一些學生分享對談的點滴和感想：

4A黃芍棋
 這次訪問，我學到很多課外知識，例如創業前必須好好
規劃，並且明白工作需要忠於理念，才能成功，更重要的是
要有努力的精神和大膽創新，才會令生意和自己不斷進步。
作為老闆要將心比心，做生意不應該只為賺取利潤，也要為
顧客設想。嘉賓也教導我們要選
擇一條適合自己的出路，否則只
會浪費時間；我們也要多嘗試不
同的工種，以免入錯行而後悔。
嘉賓的教導令我頓時醒覺，現在
要好好為自己計劃將來。當人為
自己作好規劃，將來的生活會比
沒有計劃的人好；「三思而後
行」，犯錯的機會便會減少。

4A蘇珈瑩
 Nova Hair & Make復古的裝修令人感覺很舒服溫暖；店
舖外，還有一些椅子和桌子，感覺像一間cafe，這些東西都
是合夥人對髮型屋付出的心思。過程中提及髮型師的特質，
合夥人Don和Hung認為首先自己要愛美，才能幫別人打扮；
而且不能害羞，更要有良好的語文能力，這樣才能與客人溝
通，有更多客人。最後，他們激勵我們年青人，現在找不到
目標是正常的，但是要嘗試不同類型的活動，接觸不同的
事，在這些活動中找到自己的興趣，才會找到自己的目標和
夢想。

4A李卓樺
 訪問中，Don和Hung提到因為
加租問題而結束舊舖，讓我明白
在香港經營店舖的主要困難是面
對租金的壓力。他們搬到新舖
時，逐家逐戶派發傳單，過程十
分艱苦，但他們沒有放棄，反而
努力完成。他們堅持不加價，希
望能夠挽回顧客的支持。顧客不
但沒有流失，反而見證着顧客一代又一代的成長，顧客就像
他們的朋友！原來在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上，還可以存在
着一份人情味，這該是他們能留住客人的原因。我要好好學
習他們堅毅不屈和努力嘗試的精神。雖然學習十分困難，但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所以我也要像他們堅持下去！

4C關呈獻
 這次令我對髮型師這行業有更多的認識。原來做髮型師
也不容易的，跟傳聞說的一樣，由洗頭髮開始，一步一步的
學習更多的技巧，最後才成為一位髮型師。訪問的尾聲，有
一段話讓我有深深的反思，嘉賓勉勵我們：「未來需要的是，
你敢於嘗試，不用害怕失敗，因為我們有補回失敗的時間。
簡單來說，敢於嘗試，有一半的成功機率；但如果不嘗試，
成功機率一定是零。儘管你成績未如理想，但將來的成就，
可能比任何人都高。」沒錯，嘗試才有成功的可能。這也讓
我反思自己的人生：究竟自己的夢想是甚麼，我應該如何去
嘗試挑戰自己……許多許多的問題在我腦海中不斷盤旋。

同學積極提問

其中兩位合夥人用
心回答學生的提問



數學 Fun Fun Fun：活用數學，計出無限FUN數學 Fun Fun Fun：活用數學，計出無限FUN數學 Fun Fun Fun：活用數學，計出無限FUN

伍百勤老師、鍾淑恩老師及趙素靜老師

 統計，可說是極之生活化的數學課題。
 2C及2D班的同學們首先要自行創作一條統計問
題，讓其他同學作答。設計者收集問卷後，需要
整理已收集的數據，並製成統計圖表。最後他們
需要按照數據的特性設計一件符合同學需要的產
品。他們更需要在課堂中推廣其產品。過程中設
有即時問答環節，最後由班中同學一人一票選出
最優秀產品。

以下是最優秀的產品： 

 你喜歡以上哪一個產品 ?
 生活化是同學需要搜集、組織、分析及表達數據，更
要靈活利用數據，設計符合大家需要的產品。

 優質教學就是1 + 1 ≥ 3
 透過老師的創意課業設計，同學不單學會計數，還學
會應用、溝通、設計及解難。學生的學習成果是豐富及多
元的。

第一：提神噴霧劑 第二：Super Sport Watch

 近年，在全港中、小學教育中聽得最多的名詞相信非「STEM」莫屬了。
STEM教育的推展起始於2015年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內提及教育局會更新及強
化科學、科技及數學課程與相關的學習活動，加強相關師資培訓，使學生可
充份發揮創意潛能。

 可以這樣說，STEM教育並非一套全新的知識或課程，它著重教師（及家
長）創造學習處境，鼓勵學生在這些處境裡學習靈活運用上述各科的知識，
創造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教育當局能加強各方面的資源來推動、提升對STEM
教育的重視，是回應了全球教育及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說回李中如何推動STEM教育。在上學年，各相關科目的老師已開始籌劃
如何於課程引入STEM教育的元素。除了不斷參與外間的講座或課程、物色相
關產品及服務外，我們亦向有經驗的先行者「取經」，務求走少一點「冤
枉」路。經過大半年的商議後，我們決定17-18年度STEM教育會先在中一及中
二級實施。中一及中二級會於綜合科學的相關課程裡開展，同學將有機會學
習如何運用所學的科學、數學及其他知識來解決一些科學問題。實踐活動將
集中於本年六月底，以試後活動的形式進行。另外，中二級由設計與科技科
及電腦科合作，從原有的課時中抽出12節，讓同學先學習裝砌MBOT機械人、
立體設計軟件的應用、3D打印及機械人編程，再以機械人比賽形式，讓同學
分組嘗試運用所學的知識使機械人能克服一些障礙，以求在比賽中獲勝。現
階段我們發現同學在學習上都顯得比過往更主動積極。我們盼望他們最終能
突破單一的思維，靈活運用所學，克服困難。

 最後，除了在中一、二的正規課程裡開展STEM教育外，我們在課外活動
中也加入了兩個與STEM相關的研習班――3D打印及機械人編程，供有興趣的
同學報名參加。我們期待透過上述的安排，李中今年可以營造出一個不同於
以往的學習氣氛，提升同學的學習到更高的層次，更為李中未來STEM教育的
發展奠定一個穩固的基礎。

陳偉文老師李中「STEM 教育」發展簡述李中「STEM 教育」發展簡述李中「STEM 教育」發展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