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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不談政治，只談學習 — 與葉劉淑儀議員對談

專題熱話
告別紙本，迎接電子新時代...

校園點滴
創意非凡師生藝術展覽...



記者： 鄺文韜 簡銘謙 黃思憲 曾煒軒 周子霖 張俊健 陳新宇 連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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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年2月開始，學校嘗試推行以電子通告代替以往紙本實體通告，家長透過下載e-
class Parent App到他們的手機上，便能即時獲取學校的最新資訊。計劃推行了約兩
個月，到底為甚麼學校要實行電子通告?同學和家長對電子通告的措施又有何看法和
意見？本期學生報透過全校問卷調查和採訪各方意見為你探討。

只有46%的同學知道電子通告會以電
郵形式傳送至同學的eClass帳戶，可
見同學沒有細心閱讀通告的內容，或
是因為沒有瀏覽eClass的習慣，導致
同學沒有意識到以上的安排。

有42%的同學一個月瀏覽eClass的次
數少於一次，亦只有30%的同學有登
錄eClass的習慣，其餘同學使用的頻
率更低。可見利用eClass傳送電子通
告的方法未必能做到即時傳播訊息的
作用。

8%

22%

12%

4%12%

42%

同學有多常登入eClass查閱通

告？

一星期多於一次

一星期一次

兩星期一次

三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少於一次

46%
54%

同學是否知道電子通告會以email

方式傳送到eClass？

知道

不知道

告別紙本，
迎接電子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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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2%的同學比較喜歡電子通告，而
28%的同學則偏好實體通告。可見同學
比較適應生活電子化的趨勢。

喜歡實體通告的同學中，有36%的同學
認為實體通告可以方便同學閱覽，因
為同學可以保留通告的上方部分以作參
考，提示自己活動的詳情，此為電子通
告未能做到的部分。

23%

21%

8%

20%

27%

1%

同學喜歡電子通告的原因

避免忘記給家長簽名

方便父母查閱

避免漏填資料

節省處理班務的時間

環保

其他

喜歡電子通告的同學中有27%認為電子
通告比較環保，因為電子通告無須列
印，節省紙張和油墨。

28%

72%

同學較喜歡哪種通告類型？

實體通告

電子通告

36%

7%
26%

21%

9% 1%

同學喜歡實體通告的原因

方便同學閱覽

能解釋未能參加活動的

原因
運作較簡單

讓同學和家長同時知道

學校活動
培養責任感

其他

只有37%的同學認為把電子通告傳送至
eClass帳戶成效大，因為同學沒有瀏覽
eClass的習慣，亦較少留意電子通告的
內容。有同學認為，把電子通告傳送至
同學的Google帳戶或更有效。 37%

63%

你認為把電子通告傳送至同學

eClass有用嗎?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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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聲音 

從調查結果可見﹕喜歡電子通告的同學有72%，推論原因是電子通告比較
環保，可以避免浪費紙張和油墨列印，同時可避免漏簽通告，又方可便
來回交收的麻煩，因為電子通告是直接經e-class Parent App傳送至家
長的手機，即時推送通知家長。 

但是，仍然有28%的同學喜歡實體通告，主要原因是方便同學閱覽，無
須透過互聯網或詢問家長後，才得知學校的事宜，相對上較為方便和直
接，此為電子通告不能做到。
 

你知道嗎？ 

其實學校每次把電子通告傳送給家長的同時，也會傳送到同學的e-class
帳戶，供同學查閱。但是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只有46%的同學知道以上的
安排，而其餘的54%的同學也是不知道的。其實，電子通告的發放日期必
定為星期五。這樣的安排是希望可以訂立一個確實的時間，讓同學和家
長清楚知道學校更新資訊的時間，有所依從，能夠定期查閱學校的最新
資訊，做到同步的效果，令同學和家長可以同時獲取資訊。 

遺憾的是同學並沒有建立瀏覽e-class的習慣。根據調查結果﹕有42%的
同學每月瀏覽e-class的次數更少於一次，可見同學沒有瀏覽e-class的
習慣，亦因此而未能緊貼學校最新發放的資訊。另外，有63%的同學認為
把電子通告傳送至學生的e-class帳戶的做法成效不大，因為他們平常不
常用e-class，更甚少因為電子通告而登入e-class帳戶，也有同學建議
把電子通告傳送至同學的Google帳戶，因為較常使用，也能於手機程式
上顯示，更能達到即時傳遞訊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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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聲音

家長教師會成員白銀紅女士則表示比較喜歡電子通告，因為能夠方便家長
簽名，更清楚、更即時得悉學校的資訊，也能隨時透過e-class Parent App
的紀錄回顧學生的學校活動，這是實體通告未能做到的；同時，電子通告
也比較環保，節省紙張。故此，她認為實行電子通告這個措施是利大於弊
的。 

校長的聲音

黃校長認為電子通告能夠達到其本身的目的：一是環保；二是減少行政費
用。根據黃校長所說﹕學校每次派發通告也會用到上千張紙，而且尚未計
算補發的通告數量，學校每月會派發約10份通告，會用過萬張紙。因此推
行電子通告既達到環保的效果，又可以節省學校的行政成本，一舉兩得。
另外，如果家長未有於限期前簽閱通告，學校將會透過各班班主任通知同
學，提醒家長簽閱。 

同學可能會感到奇怪：為甚麼課外活動的通告仍然會用紙張形式派發，而
不是利用電子通告？校長提到由於學會通告的數量不多，通常只有十多
份，所構成的影響也比較小，所以毋須以電子通告的形式派發。由目前可
見的成效也是理想的。 

其實無論電子通告還是實體通告，同學也是有責任提醒家長簽閱。學校派
發通告的目的是通知同學和家長有關學校未來會舉辦的活動資訊，只有同
學提醒家長準時簽閱通告，學校才可盡快作出相應的安排和決定，讓活動
順利進行，也能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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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葉劉淑儀議員，大家一定記
得她曾在我校通識學會活動中擔任
講者，卻可能不知道葉太對教育亦
有一股熱忱，她曾出版《Learning 
English with Regina》、《Regina 
English Works for You》等等系列
書籍，教授讀者學習英文的各種方
法。本報於今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有
幸訪問葉太，圍繞有關英文和讀書
展開對談。

記者：陳顯華　連仲一　陳新宇
攝影：張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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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基本上我只會在回應外國媒
體、 《南華早報》訪問、「香港
電台英文頻道」時會用英文，但
在回歸後使用英文的頻率較港英
時代低，日常以廣東話為主。另
外，我有外籍選民，因此我會在
《南華早報》專欄或「letter to 
the editor」撰寫英文文章。

記：請問英文在
您的工作中起了
甚麽作用？

記：葉太您提到回歸後使用英
文比以前少，這會否與英文在
港的地位有關？

葉：的確香港的英語語言環境比以往
差，回歸後許多外國人不是退休便是
離開香港，不論是政府還是非政府公
共機構，例如機管局、貿易發展局都
localised（本地化）。聽得少講得少
自然會導致香港人英文水平下跌。

葉劉淑儀議員：葉
聖言校報記者：記

記：内地不斷發展，有意見認
為普通話漸漸成為了一種國際
語言，葉太您對此有何看法？

葉：普通話很難成為一種國際語言。中文

是最多人用的語言，其次是英文、西班牙

語，但在商業上一定會使用英文。中文和英

文處於不同language family（語系），英

文是Indo-European family（印歐語系），

而中文則是方塊字。美國國務院的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列出有幾門外語最為困

難，包括中文、日文、阿拉伯語、俄羅斯語。

英文和其他印歐語系的語言相似，例如懂拉丁

文的人很容易便能學會法文、西班牙文，相比

下處於不同語系的中文就較為難學了。

葉：“Language is a window on another cul-ture”。你懂得英文，才能開放自己予另一個文化、文明，留意外國的潮流、經典。這對於擴闊你們的cross-cultural awareness（跨文化意識）而言很重要。英文在求職和擴闊視野兩方面也很重要。如果你想走出地區、邁向國際等更大的市場，你就需要有良好的英文水平。

記：請問葉太認為對本港學生
而言，英文有多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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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請問葉太認為還有甚麽因素會影響學
生的英文水平？

葉：第一是母語教育，學生接觸英文的機會少了。第二則是interactive approach（互動學習），香港做不到immersion（沉浸），學生日常生活接觸不到英文，所以水平就會日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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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怎樣才能提升英文水平？有沒有甚麽方法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葉：我認為第一個基礎是Grammar（文法），第二是Vocabulary （詞彙），第三是Idiom。有些片語較idiomatic（慣用語），真的要閲讀得多才會明白。多讀報紙，如SCMP、Time Magazine等等。現時資源很豐富，如果有不明白的字便上網查便可以得到答案，例如The headmaster of the school rides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all the teachers這句代表headmaster特別優秀。想聽英文就可利用YouTube，例如聽美國的talk show如Jon Stewart Show。英文其實可以自學，所以會閲讀很重要。

記：葉太提到可以自學英語，那麽學校的英語教育重要性會否降低？ 葉：不會，有了基礎才能自學。自
學是再增值。如果沒時間閲讀便讀
SCMP，日後程度更高便可以讀The 
New York Times，其實很有型。如
果日後公幹早餐時人家問你讀甚麽報
紙，你回答對方Financial Times或
者The Wall Street Journal，證明
你是專業人士，很有型。



9
人
物
專
訪

結語﹕葉太對聖言同學印象頗好，希望同學能繼續多關心社會時事，並在英
文學習方面繼續努力。訪問中提到葉太平時會撰寫英文文章，她的著作如
《Regina’s English Works for You 3》正正收錄了葉太的多篇文章，同學
可在圖書館借閲，從中學習，增進英文水平。

記：葉太中學時期就讀女校，而本校為男

校，請問葉太您對單性別學校有何看法？

葉 ： 兩 性 學 校 可 能 更 好

玩。雖然聖士提反女子中

學是女校，但我們會有一

些友校，例如St.Paul’s 

College、King’s College

等。我們會合作舉辦一些活動

例如Charity Bazaar、fund 

raising project。但我覺得

兩性學校會更好玩，同學不會

那麽害羞，懂得和異性相處。

記：請問葉太您在學生時期於學習方面有沒有甚麽經驗能和

我們分享？

葉：我都是增加自己的詞彙量為主，會用最古老的方法把index-card穿起

來，把不明白的idiom、expression記下來。另外便是閲讀、找機會和外國 

人聊天、寫稿，堅持寫稿，make sure my skills don’t become rusty。

記：最後請問葉太認為同學們

有甚麽特別的技能是一定要學

習的呢？
葉：英國人有時會講The Three Rs，即
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都已經差
不多。Language skills、Quantitative 
skills即分析資料、數據、圖表等。另
外還有現今時代資訊科技盛行，不能
缺少的Digital skills（數碼技能）
，以及出來工作時重要的Presentation 
skills （演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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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勇芬
聖言「橋」楚

   大家還記得2018年的雅加達亞運嗎？那是亞運首次

將橋牌列為比賽項目，而香港橋牌隊即奪得兩銀兩銅

佳績。我們有幸訪問到其中一位隊員，也是本校的師

兄—黎偉傑師兄。

  黎師兄於1996年畢業，畢業前已一直以橋牌作為

主要的課外活動，黎師兄在中二時才接觸橋牌，並加

入了當時由比他大兩年的翁烈鴻師兄所帶領的橋牌學

會。黎師兄表示自己從小在數理方面比較強，也對數

字比較敏感，因此對需要高度邏輯思考的橋牌產生濃

厚的興趣。此外，當時橋牌活動在校內風行一時，不

少同班同學和師兄都在玩橋牌，因而吸引了他接觸橋

牌。他覺得自己十分幸運，能夠於中學期間便找到自

己的興趣。 

黎師兄 (左、右一)亞運得獎照

    談到雅加達亞運的佳績時，黎師兄感謝這次亞運

會令更多人認識橋牌運動，減少了推廣時所遇到的困

難。他認為雖然這個成績是自己代表香港隊多年來的

自我肯定，但更重要的是有助推動香港橋牌運動的發

展。黎師兄希望在聖言推廣橋牌，因此從去年的11月

開始回到母校教授橋牌。他表示每種運動都需要「接

班人」才能持續地發展，橋牌項目也是如此。 

    最後，他寄語同學們

當找到自己的方向和興趣

時，就要向著這個方向發

展，因為畢竟在學時期會

有較多空餘時間。不過，

他也提醒同學同時亦要顧

及學業，不要只顧玩樂，

應於興趣及學業兩者間取

得平衡。



創意非凡—
師生藝術展覽

朱宏基老師表示提升創意非凡展覽是較新的展示平台，始於17-18
年度。參展的作品來自老師、藝術發展委員會、視覺藝術學會、設
計與科技學會、天文學會、攝影學會及聖言電視台。展品富多樣
性，涵蓋藝術、科學及科技。他認為老師平日有創作，學生亦在課
堂、興趣班和其他場合都做了很多富創意的作品，部分作品更曾獲
獎，但並非人所皆知。展覽既提供展示創意成果的平台，又可讓大
家互相觀摩，互勵互勉。朱老師表示師生的反應非常踴躍，另外又
安排部分班級於視藝堂參觀展覽，頗見成效。最後朱老師想借此機
會感謝各主辦單位、老師及學生的支持，使這展覽能順利進行。

連胡淑嫻老師表示，當初並沒有打算於展覽中展示自己的作品；直至朱宏
基老師熱情的邀請，才決定參展。機緣巧合下，連太於幾年前開始學習西
洋書法及繪畫禪繞畫(Zentangle)。她不但學會了新的繪畫和書法技巧，又
淨化和沉澱自己。這使她獲益良多，接觸到更多不同的藝術層面。連太認
為西洋書法的書寫模式各有不同，可以在書寫時修心養性。而禪繞畫不需要
先起稿，可以隨心所欲地繪畫出優美的作品，令她開始陶醉在優美的創作世
界中。在眾多展出作品中，連太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相片中以三幅為一套的
禪繞畫，當中畫裏包含了信(Faith)，望(Hope)和愛(Love)的信念。連太又
言，創意非凡展覽中同學和老師的作品質素也很高；當中同學燒焊木的作品
亦令連太大開眼界，深感作品之震撼。不過，現在為了專注於工作上，她表
示自己未有時間學習更多書法。為了能洗滌自己的心靈，希望能在將來退休
後學習中文書法。

相信大家還記得在今年舉行的創意非凡展覽吧！今次，聖言學生報分別訪問了朱宏
基老師、連胡淑嫻老師、李卓偉老師及鄺偉誠老師，了解一下他們提升藝術修養的
方法。

記者：姚重言 吳栢榮 吳家寶            
劉任文 劉鎧朗

11
校
園
點
滴



李卓偉老師說，自己開始接觸油畫的緣起頗為直接：他在
過往於外國遊歷時曾不同的博物館觀摩五花八門的藝術作
品，而當中油畫令他最為深刻。返港後在朋友的鼓勵下，
他便認識了現在師從的藝術老師，開始學習和創作油畫。
他又坦言，油畫所需要的繪畫技巧比較容易掌握，畫錯了
可以用刀刮去修改，非常適合初學者；因此便學習之為個
人藝術創作的起步點。

他表示，油畫是一種獨特的藝術表達方式，觀摩者可以從
觀看及第一身感受中理解到作者對藝術品內容的看法，以
及獲得不同的見解；亦正因如此，創作油畫時除了可在寫
意時揉合真實景物之餘，又可改變顏色和焦點，讓畫家加
入個人對於景物的個人看法、情感和感受，因此而喜於
思考表達方式的李老師故鍾情於油畫的世界之中。「油畫
是種有趣的藝術，它有兩個層次：一為觀看時令人心境平
靜下來、擴闊自己眼界；二為創作時對於生活的思考和反
思……這就是我對油畫的感覺……」

被問到今次的師生聯合藝術展覽有何感想時，李老師說，
答案在於一個問題之中：「藝術對我們生活有何意義？」
他認為，我們在觀摩藝術品時除了獲得經驗和體會，最為
重要的是能從藝術品中了解作者對藝術品所反映之事物的
觀點、看法與角度；從而啟發我們多角度思考的能力，以
及認識對某事物的新看法。

最後李老師亦言，藝術有許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各位同學
亦不妨在日常生活中發掘、探索身邊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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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展覽中展出貓狗油畫的鄺偉誠老師，原來自2014年起
經已學習油畫！鄺老師表示，其實自己年輕時也好探索新知
識，例如參加講座和閱讀。然而，鄺老師希望所學習的事物
能夠比較著重技能，免於考試和死記硬背，並且能放鬆自
己。因緣際會，透過李卓偉老師認識油畫老師楊志榮；一學
之下，他發現楊老師的上課風格自由活潑，而且他在學畫過
程中感到放鬆，並對自己的製成品十分滿意，於是決定學習
之。

鄺老師也有在外參展。2016年底，他連同楊老師及他的其他
學生在文化中心舉辦畫展。與本次畫展相比，他認為2016年
的畫展讓更多人認識油畫；而本次畫展則因展出其他藝術
品，讓人盡興且大開眼界。

鄺老師表示如有機會的話他也十分樂意再次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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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欣賞過四位老師的作品

後，大家已大開眼界。事實

上，除了老師創作的藝術

品，同學們費盡心思的作品

也同樣值得我們欣賞。部份

班別的同學，甚至全體鼎力

參與展覽，因此絕對值得我

們同學的支持。期待下次的

「創意非凡展覽」，也希望

各位踴躍支持！



壘球--昔日同窗的回憶

同學們，你們知道學校曾經成立過壘球隊嗎?你們知
道當初壘球隊成立的前因後果和發展經過嗎？我們為
此訪問了畢業於1976年的顏偉明師兄，讓大家瞭解一
下第一代的壘球隊及其領隊老師Mr.Dayaram的經歷，
以及顏師兄接觸壘球和壁球運動多年後的所思所感。

   壘球（softball）由棒球運動發展而來，規則也
和它相似。學校的壘球隊於學校創辦的第一年(1970-
71年)暑假由一位中一班主任—Mr.Dayaram成立。當
時，Mr.Dayaram問他執教的中一同學願不願意玩壘球並
組建一支隊伍。當時壘球運動並不流行，而且組建一支
壘球隊伍費用不菲，但Mr.Dayaram一力承擔所有費用，
更為隊員們訂制了一套黃黑色的隊服。他們的隊伍名
為“Amigos”，意為「老友記」。顏師兄告訴我們，隊
員們一直在位於土瓜灣的天光道壘球場練習，後來參加
過公開聯賽，第一年便榮獲乙組亞軍，第二年更奪得冠
軍。畢業後，顏師兄更加入港隊，代表香港參加美國世
界盃。

壁球--師兄的終身事業

    顏師兄在22歲正式開始打壁球，他究竟是如何開始接觸壁球這項運動呢？有
一次，顏師兄和他兩個有打壁球習慣的隊友在打完壘球比賽後，相約去打壁球。
原本顏師兄也只是貪新鮮想試試新運動，但是自那天後，他發現自己對於打壁球
也有一點天份，但由於當時很忙，所以也沒有繼續鑽研下去。有一次，顏師兄輸
了給他的朋友，基於一個運動員提升技術的鬥心，他開始發奮練習，每天堅持練
習跑步，下班後又去看港隊練習，還參考大量的壁球書籍，顏師兄的壁球生涯如
是開始。

    顏師兄本來就很有運動天份，再加上後天持之以恆的努力，很快就入選香港
隊。之後，顏師兄代表香港遠赴馬來西亞參加國際性的比賽，但就因為已經參加
過國際比賽，顏師兄忽然覺得沒有再練習壁球的動力。一天，一個改變他人生的
機會來了—銀禧體育中心（體育學院前身）邀請顏師兄擔任壁球教練，顏師兄苦
思良久，最後還是決定放棄銀行高薪厚職的機會，去擔任教練。

聖言校史

　　──顏偉明師兄專訪

    顏師兄除了壘球，在機緣巧合下更開始接觸壁球這項運動，壁球其後更成為
顏師兄的終身事業。

攝於1984年美國密德蘭
主辦的壘球世界盃

記者:黎志成
     岑樂庭
     陳毓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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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對顏師兄而言，Mr.Dayaram教的不單是知
識，更多的是道理。Mr.Dayaram把學生視如己出，他犧牲自己的私人時間去
負責壘球隊的事務，用自己的金錢去為球隊添置裝備，以自己的愛心和正義
感去關懷學生，在他們困難的時候施予援手。Mr.Dayaram與學生們的關係密
切，在教導他們知識之前先教他們做人，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引導他們領悟出
成功的道理──只要堅持自己的興趣，世上就沒有甚麼辛苦的事物。

昔日恩師

    在Mr.Dayaram的教導下，學生們慢慢從合作中建立團隊精神，顏師兄回想
起往日的時光，不僅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密切，朋輩之間的關係也十分緊密，快
樂地享受聖言的校園生活。即使他們在畢業後各散東西，但以往的回憶驅使他
們經常聚首一堂，懷念過往的美好時光，感情依舊。

    Mr.Dayaram的教誨對顏師兄影響甚深，他尤其注重德育，教懂了顏師兄許
多做人的道理。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Mr. 
Dayaram仙遊前，師兄曾與老師和昔日隊友聚首。Mr.Dayaram曾問過師兄有否
記得他的教誨，師兄便以路加福音6章31節的經文“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回答Mr.Dayaram的問題，Mr.Dayaram聽後
眼泛淚光，為學生謹記他的教誨而感到欣慰。Mr.Dayaram的行為無私偉大，
以自己的所有培育學生，更在他們困境時給予幫助，即使在離開聖言後，他還
毅然前往珠海，到一所孤兒院幫助小朋友，奉獻一生，與韓愈《師說》一文中
描述的老師一樣，這樣的老師真的值得受人敬佩。

Mr. Dayaram 對師兄的啟發

   顏師兄為何要放棄高薪厚職去當教練？擔任教練的意義何在？顏師兄當時
想到的是要去教人，一半是因為他中學時受到恩師 Mr Dayaram 的啟發，而
另一半就是他自己希望透過自身的經歷和經驗，去教導下一輩運動員。顏師兄
坦言做教練比做球員更加辛苦，但他說這是值得的，因為只有他更用心教導學
生，學生才會進步、社會才會進步，這也是師兄的理念。

   Mr.Dayaram教導顏師兄推己及人的道理，讓顏師兄學會了無私奉獻、推己
及人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正影響了顏師兄的一生，令他堅守信念，即使放棄高
薪厚職，亦要去投身運動教育行業。他希望效法Mr.Dayaram，教導學員，培
育他們良好的品格，推己及人，將Mr.Dayaram的教誨銘記於心，以生命影響
生命。

左起：岑樂庭、周炎禧師兄、顏偉明
師兄、吳澤楠老師、陳毓麒、黎志成
和蘇國恩師兄

左起：恩師Mr.Dayaram和他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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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view with Mr. Lo

Reporters: 3C Chan Tak Lam 
                  3C Chu Chun Wang 

What do you know about Mr. Lo Ngai Hang, our new teaching assistant this year? Many of you may be 
curious about his background and why he can speak English very fluently. Our reporters have recently 
interviewed him and learnt more about him.

Mr. Lo has many hobbies. He likes playing basketball every 
weekend when he is free. He thinks that playing basketball can 
help him to stay healthy. Moreover, he also likes watching TV, 
movies and trying different cuisines.

Mr. Lo studied in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in the UK for three 
years. His major was Creative Writing, which included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writing. He wanted to become a writer when he 
was young. However, since very few people read English books 
these days,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living as an English writer and 
achieving this dream seems to be impossible.

Having taught in Sing Yin for half a year, Mr. Lo enjoys his time with 
Sing Yin boys, especially chatting with students in different forms. 
Teaching in Sing Yin is similar to what he expected as he used to study 
in a boys’ secondary school. He thinks that not only do most of the Sing 
Yin boys behave well and have good manners, but we are also very open-
minded as we have lots of opinions on different topics. He thinks that the 
only weakness of Sing Yin boys is that they are shy. However, he thinks 
that it is common for boys studying in a boys’ school to be quieter so he 
doesn’t take that as a significant weakness.

As to why he chose to teach in Sing Yin, he answered that there wasn’t a specific reason for his deci-
sion. He said that he had applied for several schools but he thought that Sing Yin has a good reputation 
and Sing Yin boys are very polite. Therefore, after the interview at our school, he decided to work here.

Lastly, he shared some of his thoughts with us. He encourages Sing Yin boys 
to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our eyes 
and ears on different things, as well as expressing our own opinions and being 
open-minded. Finally, he hopes that we can work hard and improve together to 
live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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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這片星空下相遇
   漫天閃爍的星空，悄然勾起旅人不曾為意的思緒。

   春風一夜吹拂，星光縈縈搖曳。

   旅人和少女並肩仰躺在遙闊的草地上，凝望着璀燦的星空。 

  「父親你看，星空很美啊！」

  「嗯，對啊。很久沒有目睹過這麼絢麗的星空。對了，你又……」

  「啊！對不起！我一不為意就……」

  「算罷，你喜歡就好。話說回來，你懂得觀賞星群嗎？」

  「星群？」

  「就是由天上的星星所組成的特定圖案。」

  「是指那個北斗七星嗎？」

  「你原來懂的嗎？」

  「不，我只記得這個，但父親說這就足夠了。

   他說只要認得由這七顆星所組成的勺子，就能夠得己身處何方，

    自然也能尋覓到歸家的方向。」

   旅人凝視着天上的北斗七星，若有所思。

  「我想，父親現在也與我們一樣，仰望着星空，朝着歸家的方向趕來。」

   遠方北斗七星依舊閃爍着。只是，在旅人眼中，那看起來愈覺模糊。

   即使抹光那些不請自來的熱淚，那依然是一片朦朧。

  「如果前方尚有光的話，那就能吧……」旅人低聲慨歎。

  「那麼你懂得觀星嗎？」少女問道。

  他遲疑了一會，勉強說道，「算是若知一二，不過成年後也就沒有甚麼機會觀星。

  譬如你看，這個宛如手執麥穗的少女就是室女座。她是掌控大地萬物神明的女兒。

  有一天她在草地摘花時……」旅人為少女講述着星群的故事。

  「我說，真的，你很像我的父親。」

   少女說道，「父親以前也是這樣……我很掛惦着他……如果父親能早日回來就好……」

   旅人心同感受。雖然兩人萍水相逢，但是渴求有人陪伴的那種感覺，大抵應是一樣。

   旅人繼續為少女講述不同星群的故事。

  身旁的少女早已安祥酣睡，靠攏着旅人，流露一臉靦腆，尤如女兒聽着父親講述

  動聽的故事，在父親的懷裏依偎着。

  不知為何，旅人隱約感覺到一股奇妙的暖流在內心縈繞翻滾。

  他強忍已久的情緒如泉湧般爆發，淚水不禁潸潸而下。

   他多麼渴望時光能一直停留在此刻。

   他慶幸自己能與這個少女，在這片星空下相遇。

   他將心神融入於此。驀然憶起，有人曾對他提過，北斗七星的其中一顆，其實是一對雙星相互依靠，

在無垠的夜空一同閃爍。

   刺眼的白光戳痛疲憊的雙眸，滲透着一涓涓的淚水。

   旅人在骯髒的草蘆中醒來。回神過來理凊夢境，才辨清誰孰現實。

   他默然戴上頭笠，披上草蓑，孤身離開這偏僻的一隅。他就在這透不了光的林蔭小路上

忍情強行，朝着黯淡無光的黑暗一直走着，不知走去何方。

六戊班 何政霖

導讀﹕本文表面描寫旅人與少女間溫馨的相處時光，實則藉著夢境突顯旅人羈旅在外的孤寂。

讀者宜透過「旅人」、「少女」及「北斗七星」的喻意，理解作者投射在「旅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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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校長推薦，我很榮幸早前經教育局入選日本外務省 JENESYS 21世紀東亞青少年
大交流計劃（2018），於 2018年12月9日至17日前往日本東京都、茨城縣、滋賀縣和
京都府考察，期間造訪當地的高中學校進行課堂作業，參觀科學館、博物館、古建
築、商業地帶，以及體驗鄉村民居寄宿。

我又分別在茨城的私立中學和京都的府立高中進行
了交流，有截然不同的體驗。日本校園面積的比香
港絕大部分中學要大，部活動（課外活動）種類豐
富，當中不乏空手道、劍道、弓道、競技歌牌等日
本傳統技藝。學校重視環保，學生收集落葉、廚餘
發酵作園林堆肥用；嚴格執行十幾種的廢物分類回
收，不亂丟垃圾。我在京都的高中體驗化學課時，
更與當地學生一起用模具和燙斗，把秋葵纖維加工
成可供簡單書寫的紙，令作為環保風紀的我有親切
的感覺，也有更深刻的體會。

              在東京的日本科學未來館，
              我眼見的參觀者絕大部分是
父母帶著還在幼兒園或者小學的孩子。館內
有涉獵不同科學範疇的分區，包括航天宇宙
工程、自然防災、醫學、人工智能等。呆萌
的小孩子們在父母陪同下於館內探索，欣賞
本田機器人ASIMO（阿西莫）的表演。日本
人對科學認識的教育也是從小抓起。我沒想
過能在日本親眼觀摩ASIMO的表演，作為截至
2013年全球最先進的仿人行走機器人，ASIMO
手腳靈敏，更即場示範踢球，動作行雲流
水，是日本雄厚工業實力的象徵。

日本歸來話見聞 5C關子星

▲關同學體驗敲鐘報時的情形

初抵埗，對日本人的印象是﹕乾
淨整潔、拘謹守禮，重視細節而
富儀式感，具強烈的集體意識，
時常自肅，堅韌不屈。例如乘長
途車後車長會守在車門，向下車
乘客鞠躬並說﹕「你辛苦了」；
即使如廁所馬桶的設計也十分人
性化，部分甚至可以自動感應，
有人開門時會升起面板，免卻用
手的尷尬。住房浴室均採用艙式
板間設計，我們被告知一旦遇上
強震，可立刻躲進浴室保命，牆
身可擋住外部雜物瓦礫。日本人
的細心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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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京乘坐JR東海道前往滋賀縣途中，我再次見識到日本作為發達國家的底氣。即使過
境農村，幾乎沒有頹桓敗瓦，道路全是水泥或柏油路面；河川有大量橋樑連接兩岸，所
有河道都有較完整的堤防，儘管它們可能因為流域小，寬度、流量跟我國大部分的江河
相比明顯不在一個級別，日本人依然認真地防範於未然。例如當地報章報道中央政府實
施「國土強韌化對策」，當中包括不惜重本，加固、整修全日本逾3000段河堤。房屋排
列格局亂中有序，建築樣式簡潔美觀；工業密集而發達，主要以精工機械所、化工廠、
食品加工、作坊等散佈於城郊、鄉鎮之間，構成東海工業地帶。

我在滋賀縣日野町寄宿，當地是內陸鄉郊，以農林業為主。主
人家姓增田，一對老年夫妻和剛出嫁的女兒，兩日一夜跟他們
一起煮食、遛狗，到旱田作業，在佛寺敲鐘報時，期間透過簡
單英語、日語和手機即時翻譯軟件溝通。主人一家心地善良，
篤信佛教，他們樂此不彼地為幾個漂洋過海而來的男孩打點一
切；單從席間閑聊知道我們其中一個遊學的男孩喜歡吃韓國泡
菜，母女晚上駕車出外購置時還特意捎了一罐，雖然是日本國
產，味道和韓國的差一大截，但夠我們感動之餘也內心懊悔。
臨行時看著夫婦身影，跟其他伙伴一樣，我淚流滿面，終於理
解到另一名入選計劃、曾於當地寄宿的師兄離開時的心情。在
離家兩千多公里的異國，體會到了一個完整家庭短暫卻充實的
愛，化作我成年前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人生回憶。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望主人家餘生平安喜樂。

一位聖言老師曾告訴我，她只去過一次日本。
那是1989年的日本，美得像新娘一樣。踏足這
個精神上對我來說曾經遙遠如幻夢的國度，
世界文明東極之上，見識到現代化、先進的領
域；在昔日國運相賭的宿敵上，看別人家江山
如畫傳統典雅，遇上善良的人，刷新我對日本
的看法。在日本的每個美好瞬間被定格成一幀
幀照片，為我未成年生涯最後留下別緻燦爛的
印記。有生之年希望能帶上深愛的人，重溫17
歲的東洋韶華。

版面設計：5C 葉光明

▲關同學與團友們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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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一直是我的文學偶像。

圖書館有上述三本海明威的作品,以及著名的
《老人與海》和短篇小說集,歡迎同學借閱。

大學期間讀過他的首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
立即被那簡練而藏有無限張力的文風折服。

後來讀畢他的作品,《流動的盛宴》成為我最愛的散文
集,在海式富節奏的文字河流裡,整個巴黎在年輕的我腦
海裡浮浮沉沉,如輕盈和清脆的夢。

不久後看到活地亞倫拍攝《午夜巴黎》,電影致敬
1920年代的海明威和巴黎,將巴黎描繪成地球黑
夜裡最美的一隅。自此那一段屬於文學黃金時代
的歲月便如雕像,屹立於巴黎的每一寸土壤上。

後來了解他的生平事跡,知道他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
戰,將經歷寫成《戰地春夢》,又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寫
成《戰地鐘聲》,便更傾倒於他以一介小說家投入歷史
漩渦的絢爛人生。遍覓世界知名作家,似乎再也找不
到比海明威更富英雄氣慨和文學魅力的作家了。

20世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海明威
袁子桓老師

《太陽照常升起》 《老人與海》 《戰地春夢》 《流動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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