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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核數師

多謝支持！雖然張佩玲團隊是唯一參選及必然當選的團隊，我們一如以往

會用心服務各位！

來年希望有多些校友肯參選，或者加入我們的團隊做義工 - 委員！

在這裏再次多謝各連任的委員肯出錢出力繼續服務校友會！

各理事的合作也不能缺少，多謝！

校友會工作有: 出席母校各項活動及邀請嘉賓、回饋母校、和家教會保持

聯絡、安排周年聚餐、派２名代表入校管會[2016-2017是陳景生校友 (1962

中一) 及周榮森校友 (1962中一)] 、每月第二星期日開放筲官“Sunday 

Open”、聯繫校友、及每年出版一至二期會訊。

周年晚宴參加者每年差不多都有20圍，而平均年齡愈來愈低，更是值得高興！

今年適逢55周年特加辦球類比賽，10月16號及23號準決賽，11月6日總決賽，

參加隊伍非常踴躍！

以往招收會員，我們只是每年招募畢業生，來年希望加強招募其他屆別校友，

爭取多些聯絡資料, 讓我們服務範圍擴大！

各校友你們好，謝謝你們對校友會的信任和支持，任重道遠，新－屆理事會將會

與新一屆執委會衷誠合作，希望能將會務更上一層樓。

今年適逢母校55周年校慶，校友會將會在十月至十一月特別舉辦校友盃球類

比賽。在各籌委們的辛苦努力下，事情進行得如火如荼，校友們報名十分踴躍，

更多謝陳永桂老師答應贊助獎杯和獎牌。這活動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令不同屆別

校友能聚首於母校，以球技會友，更能體會筲官體育精神，真是難能可貴。

希望各校友能帶同子女抽空回母校觀看十月十六日和十月二十三日的初賽，以及

十一月六日的決賽，以示對各參賽校友的支持。在此謹祝各校友身體健康。

執委會會長 - 張佩玲  

理事會主席 – 周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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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輝校長

李德輝校長於上學年加入筲官，他抱持著甚麼教育理念 ?
他又希望為筲官帶來甚麼改變﹖

一年過後，他對筲官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我們特地跟李校長進行專訪，加深校友們對這位新校長的認識。

李德輝校長 專訪
訪問及撰文︰馮子蔚、唐榕株

（李︰李德輝校長）

問︰您當初為何選擇執起教鞭？

李︰我的性格喜歡教導別人，我覺得把學生

從「不懂」教到「懂」，那一刻真的很有滿足

感。加上自中三起，我便開始替小學生補習，

我十分享受整個過程，這亦讓我更清楚當老師

適合自己的性格，所以在大學畢業後，便決定

投身教育界。

問︰您對教學抱持甚麼理念 / 方針？

李︰我認為老師不但傳授知識，還可多跟學生

們談天，了解他們遇到的問題，並提供適時

協助。雖然我現時沒有任教任何班別，但我

很希望多跟學生相處，如我曾在同事請假時代課，

教學生 SINE，COSINE 及 TANGENT 呢！

作為教育工作者，其一大重任就是教懂學生做

人，與他們分享人生經驗，教導他們以積極的

態度學習，幫助他們成長。很多時候，只有通

過細心觀察，留意學生的需要，我們才可為他

們多做一點，這是我一直抱持的理念。

問︰在多年教學生涯中，您最深刻的事是

甚麼？

李︰我記得有一年擔任文科班的數學老師，其中

一位學生自中一起，數學成績從未合格，但最後

在會考中取得合格成績。當然成績不是我唯一

所看重的，但看著學生在自己的教導下逐漸

進步，突破自己，真的很鼓舞。我所珍惜的，

還有與學生之間的關係，當他們畢業後回來找我，

記得我教過的東西，已令我感到非常開心。

2

個人檔案

˙	畢業於香港大學理學士，

主修物理

˙	畢業後 25 年間，於新界

鄉議局元朗區中學任教物

理及應用數學科，後晉升

至主任及副校長

˙	2015年至今於筲箕灣官立

中學擔任校長



李校長與兩位校友合照

問︰您對筲官的第一印象是怎樣的？您認為

筲官的同學有何特點？

李︰坦白說，舊校是我的成長之地，故得知轉校

的消息時心情是挺複雜的。但到了筲官後，同事

們都很親切，感覺就好像加入一個大家庭，所以

我很樂於接受轉變。筲官的學生都很乖、心地

善良，簡單來說就是很「純品」，而且可塑性高，

是可造之材，我亦希望以自身經歷教導學生要以

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改變和挑戰，始終身教勝於

言教﹗

問︰擔任校長一年，您對筲官的整體感覺是

怎樣的？您希望為筲官帶來甚麼改變？

李︰我很開心能成為筲官的一分子，亦希望令

更多學生感到自己屬於這裡。記得我校男子

排球隊在校際比賽中獲勝時，在場師生無不激動，

這份凝聚力實在使人動容。雖然我不會在課室

跟學生上課，卻能以另一種方式關心他們，即在

行政層面上作出配合，方便老師們的教學工作，

如改善課室設備。我希望為學生帶來好的改變，

從細微之處滲入不同元素，幫助他們為未來作好

準備。

問︰您對同學們有何寄語？

李︰我想送四個字給同學們	—「珍惜、把握」。

我們學校的抱負為“WE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ALL	 ASPECTS	 OF	

LIFE”，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為學生提供學習

機會，我亦希望同學們能珍惜這學習環境，

並在六年中把握每個機會去發揮所長。正如我在

加入筲官後的第一篇演說中提到，我希望同學

們 能 成 為“ENERGETIC”，“PASSIONATE”，	

“INNOVATIVE”，更重要是“CARING”的人，

了解他人需要，從而幫助他們，這是我最希望

同學們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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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馮子蔚

前言

記得上一次參與周年晚會時，

我的身份還是筲官學生。沒想到，

一年後，我卻成為了校友會執委

會的一份子，以校友的身份參與

本年度周年晚會的籌備工作。

校友會周年晚宴

晚會情況

本年度的晚會遷到北角的海關總部宴會廳舉行，

主題是「友情歲月」。相隔一年後再次與昔日

老師同窗聚首一堂，校友們都非常雀躍，當然

少不了要拍照留念。今年新設的拍照區大受

歡迎，校友們可拿著Emoji道具，免費拍攝即影

即有相片，留住這美好時刻，如此方便有趣，

難怪遠處便能看見長長的人龍﹗

今年適逢母校創校55周年，校友會訂造了一個

校徽形狀的蛋糕，配以色彩繽紛的水果襯托，

十分奪目。李德輝校長及一眾嘉賓主持切蛋糕

儀式後，緊接以來的是校友會中樂團的演奏，

樂曲包括《送我一枝玫瑰花》、《天空之城》和

《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一首首悅耳悠揚的曲聲

中，晚會的序幕徐徐揭開。

因應今年晚會的主題「友情歲月」，校友會悉心

準備了名為「老友鬼鬼」的遊戲，測試一下大家

對好朋友的認識。遊戲要求兩位好朋友背對背

師生再次聚首一堂

校友會中樂團

李校長及嘉賓主持切蛋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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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馮子蔚

坐著，主持會就其中一方抽出問題，雙方所得答案

相同即可得分。縱使校園歲月或許已離我們很遠，

但當年的點滴卻仍歷歷在目。當有校友被問及最

討厭甚麼科目時，即有老朋友玩「大踢爆」，指出

對方當年上所有課堂都倒頭大睡﹗台上的校友玩得

十分投入，幾乎每題都有組別得分，鬥得難分難解﹗

台下的校友亦歡呼支持好友，熱鬧非常，相信遊戲

勾起了不少校友的校園回憶呢﹗

晚會完結前，任教視藝科的鄭煥華老師還跟我們

分享了學弟學妹於公開比賽的優異成績，並逐一講解

作品背後的創作理念，在座的校友均為學弟妹得獎

的喜訊及鄭老師的分享報以熱烈掌聲。

最後，晚會在一片歡笑聲中告一段落，看見各屆校友

相聚、促膝詳談，使我十分期待於不久的將來，我屆

校友出席晚會的畫面呢﹗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袁校長和新上任的李校長亦

有出席晚會，與各師生校友同樂。袁校長在離開

筲官後，於九龍伊利沙伯中學出任校長。我謹代表

校友會感謝袁校長於任內對筲官的付出與貢獻，

並祝願他在新學校工作順利	!

今年校友會晚會在歡笑聲中完滿結束，

感謝各位師生校友出席。期待下年晚會有

更多新面孔出現呢 !

師生再次聚首一堂

老友鬼鬼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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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六的秋冬季，相信大多數學生都埋首於
學業上，「操 paper」、「清 concept」都是
學生的必然活動，以往每天放學後的運動
時間彷彿已經不復再現。而對一班中六的
男子排球隊員，中六的暑假更具意義；這是
他們踏上賽場為校比賽的最後機會，每一球，
都包含着選手對冠軍的思念；每得或失一分，
都是他們心裏不能磨去的回憶。

在過去的一年，可算是筲官排球隊近年成績最好、

集大成的一年，分別在港九中學校際排球賽和全港

學界精英排球比賽取得一金一銀的成績，更重要

的是，高年級同學能如願以償贏下奬杯，一圓中學

排球生涯的夢想。亦因應男排在學界上取得的優異

成績，校友會這次特別邀請排球隊的三名主將

作一個訪問，和大家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及對打排球

的感想。

排球在香港不算是一種熱門運動，偏偏筲官的同學

卻熱衷於此，甚至在排球場上多年處於學界聯賽

第一組，更不時取得優異成績。和大多數同學、校

友一樣，小編對排球隊的印象不外乎是無論陰晴，

在星期一、三、五的放學時段，排球隊成員不分男女、

高低年級，都在放學後立即開始練習，務求在七時多

學校關門前完成當天的練習內容。而為求盡快

練習，不時可以看到他們在下雨後幫忙弄乾場地，

其他同學有時也得讓出場地予他們。儘管如此辛苦，

需要這麼多的耐性和信念，依然有一班同學努力

不懈地練習，是甚麼原因令他們堅持下去呢？

「排球是我們的歸宿」

當初為何會開始打排球，三位同學都表示不太記得，

但對於堅持打排球的原因，他們卻異口同聲表示，

「筲官的排球隊隊內風氣十分好，練習以外還不時

有其他活動，令隊員們更加團結一致，離校多年的

師兄也經常和我們見面敘舊，就是這股向心力讓我們

繼續打下去。」和好朋友們並肩為校作戰，捍衛師

兄姐們留下的好成績，是驅使他們一直打排球的原

動力，而打出好成績的滿足感亦為他們注入更多力量。

排球˙青春
2014-15 排球校隊專訪
訪問︰譚子峰、梁國信

撰文︰譚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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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校內進行練習  

隊員們在場上專注作戰，意志高昂!



當然，排球比賽的勝負不只取決於團隊意識，

同樣重要的還有排球技術。這當然不能一步

登天，而是靠球員們認真跟從教練指示練習，

一點一滴地積累下來。不僅這樣，他們還需要

思考自己在比賽上的角色，從而作出針對性練習，

才能善用自己的長處，貢獻球隊。

「除了技術，心理強大亦是							
我們的武器」

有了技術，有了團隊意識，亦需要有強大的心理

作支援，才能贏得比賽。對於隊員們來說，

在 2014 年戰勝拔萃男書院是突破心理關口

的一大里程碑。四年前，當他們認為自己的

練習已經足夠，能夠取得不錯成績的時候，

在分組賽第一場對上男拔時就被對手直落三局

完封，令當時年少氣盛的他們產生陰影：「拔萃

係冇可能贏到」，「我哋冇可能贏到拔萃」。在那

之後，隊員們知恥近乎勇，刻苦訓練後在 2014

年的復仇戰中獲勝，經那一役，筲官男排的信

心和實力有增無減，最後殺入兩項比賽的決賽。

「因為自由，所以更要自律」

排球賽場上的戰績，畢竟也只是在排球場上適

用，球員們的正職還是讀書：「運動是對身心

的一種磨練，可以輔助日常的學業」。在考試的季節，

隊員們會停止練習，令學業成績不受影響。「筲官

的風氣很自由，所以學生更要自律，不入岐途。」

師兄姐和老師都經常提醒他們，先要在學業上有穩定

的成績，繼而才在運動上發揮所長。

奪獎後，隊員們都不約而同感謝家人和老師，感謝

他們體諒自己一直以來的任性，亦感恩身邊有著總會

提醒自己的人：「沒有他們，我們走不到這步」。

我們都同意，成功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背後總有

人在默默支援。生命會互相影響，亦令三位隊員以

當體育老師為志向：「令其他人都愛上體育。」

以生命影響生命，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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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穎賢校友專訪
1997年入學；現任校友會秘書

訪問︰鄺展翔、梁國信、譚子峰

撰文︰鄺展翔

譚穎賢（別名：阿Two, Two Two），在一九九七年入讀筲官，

二零零四年中七畢業。不經不覺，阿Two加入校友會執委會已

十三年了，可算是其中一位「老臣子」。大家可能覺得阿Two

在校友會中比較低調，但事實上，她非常熱衷和投入於校友會

事務。每次開會，她都會用心準備會議紀錄；每次活動，她都

努力完成自己的職務，因此我們都十分信賴她，會長更是經常

對她委以重任。或許校友們都想知道，當初阿Two是如何與

校友會結緣呢？到底有甚麼原因令她一直服務校友會呢？

看完以下專訪，相信你會對阿Two有更多了解。

（T: Two  記︰記者）

記︰阿Two，你好！談到你與校友會的淵源前，不如先從你的校

園生活說起吧！有甚麼難忘的事嗎？

T: 哈哈！其實當年我的校園生活較平淡，就是每天上學、吃午飯、

放學。

記︰那麼你有沒有後悔當年沒有積極參與不同活動呢？

T: 都有後悔的，當時只顧讀書、溫習、做功課，忽略了學業以外

的事。讀書是人生最無憂無慮的時間，應該要把握機會多參與

不同活動，接觸更多不同事物。幸好後來加入校友會，可以學習

財政管理、籌備活動、如何跟其他人合作……我在校友會所學

到的，對日常生活及工作都有不少幫助。

記︰看來加入校友會對你的影響相當大，那當初你是怎樣加入

校友會的呢？

T: 中六時，Miss Ho（何慧珠老師）是校友會的負責老師，當時

找了我和另一位同學幫忙處理校友會事務，就這樣加入校友會，

轉眼已十多年了。

記︰為甚麼Miss Ho會邀請你加入校友會呢？

T: 我也不知道呢！Miss Ho是我中四、五時的班主任，或者她

覺得我跟另一位同學適合校友會的工作，實情也不太清楚呢！

記︰當初你在校友會負責的第一份工作是甚麼？你有甚麼感受

呢？

T: 那是校友會的周年晚宴，當時在警官俱樂部舉行，我和

另一位同學負責接待來賓。這其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不過當時

有點害怕，因為不太認識身邊的人，而且跟師兄師姐的年紀

相差甚遠，不懂得與他們溝通。他們叫我做甚麼，我把事情

做好就是了。後來在師兄師姐的教導、鼓勵下，我漸漸適應了

校友會的工作了，學懂待人接物及團隊合作精神。

記︰你認為周年晚宴是最難忘的校友會活動嗎？

T: 是的，因為每年都會舉辦一次，看見不同屆別的校友回來

重聚，聽他們「話當年……」，感覺十分特別、有趣，讓我更多

方面了解自己的母校。

記︰除了周年晚宴，你還希望校友會舉辦甚麼活動呢？

T: 筲官校友都很能幹，不少在企業擔當要職或老闆，我希望

這些校友能給予筲官師弟師妹更多了解現實社會運作的機會，

讓他們參觀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而校友會在此可擔任橋樑的

角色。現時學校都努力為即將畢業的學生舉辦就業講座，但

學生未必有實地考察的的機會，故希望校友可向校友會提供更多

擔當橋樑的機會，這對師弟師妹的成長實在很有幫助。

至於歷屆校友會的工作已經做得很好，各個委員都充滿熱誠，

希望促進校友之間以至與師弟師妹之間的感情。我希望在

校友、校方、師弟師妹繼續大力支持下，校友會的活動可更為

豐富，例如舉辦旅行、燒烤、球類活動等等。

記︰在校友會這麼長的時間，你有想過離開嗎？

T: 我沒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暫時在校友會的工作量不算很多，

負擔不算很重。在會中，我可以跟其他校友一起認真地去做事，

也是這份逐漸建立出來的默契和友誼令我繼續留下來。既然在

這裡那麼「好玩」，都希望繼續跟大家一起「玩」。至於是否退

出，當到了要退出的時間就會退出。

記︰最後，你有甚麼想跟筲官校友說呢？

T: 多謝校友一直以來對校友會的活動的大力支持，我希望更多

校友可多些回筲官聚聚，更積極參與校友會活動。最後祝大家

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看完以上專訪，相信你對阿Two已有更深了解。下次出席

校友會活動時，可隨時跟她打個招呼或聊聊天，她對此是

十分歡迎的！

假如你曾出席校友會周年晚宴或其他活動，相信你對今期

所介紹的執委會委員總有些印象，這次的主角是她 ― 譚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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