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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中學時懂「自我管理」，大學時就不用罰企 
我最近看到幾則教育新聞，引人深思，心中有一點點

難以名狀的觸動，覺得當中都反映了一些社會現象，有一

些概念，卻不十分清晰，於是在網上看了一些評論，頓感

茅塞頓開，心中也有點欣喜，喜是因扒疏理順了心頭絲絲

縷縷的懸念，想在此與各位分享一下。 

時移世易，大學生罰企？大學也有家長日？ 

中小學生罰企，小懲大誡，十分常見；但大學生被罰

企，就鮮有聽聞。不知你看到這則新聞，有何看法？ 

有時我們去看一些舞台劇或音樂表演，若場合隆重，

雖然貴為消費者，花真金白銀購票，若然遲到，「以客為

主」的原則也要暫時摒棄，也難免要在門外「罰企」，等

待轉場，才可進入。 

成年人的社會中，也有這種禮儀，而身為大學生，受

高等教育，也是成年人，難道能「免俗」？再細讀新聞，

會留意到課堂是該教授邀請業內翹楚作客席演講，試想

想，人家遠道而來，也是客人，在演講期間，有學生三五

成群，斷斷續續進場，擾擾攘攘，「唔好意思」、「唔該

借借」之聲不絕於耳，嘉賓情何以堪？這又是否失禮？ 

如果說「大學生罰企」令人震驚，若要追溯這情景背

後的原因，原來是這些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紛紛遲到，

豈非更令人莞爾？ 

第二則新聞也與大學有關，那就是有很多大專院校也

舉辦了「家長日」。坊間對大學這些安排，劣評如潮，聲

稱這是「大學中學化」的現象，縱容家長干涉大學生的校

園生活，間接損害其獨立自主的能力。究竟大學為甚麼要

這樣做？根據報道，近年來，經常有家長致電大學查詢和

親身到大學查探子女情況，而每逢大學新生註冊日即有大

量家長湧至，替學生處理各項細務；甚至有家長替兒子出

面，親自找系主任，要求為其兒子的考試加分，以免其兒

子尷尬。可見大學方面，想透過家長日，盡早讓家長了解

大學一切，掌握資料，從此一勞永逸。 

一個現象，是多種因素互動的結果 

我不願以「誰是誰非」的角度去看待這些現象，我反

而想與大家談談從中我看到的家長、學生和大學之間的互

動關係。 

學生缺乏自律性、自我管理意識，處事能力比他年齡

應有的水平低，這是為甚麼？如果我們相信有甚麼「輸入」

就會有甚麼「輸出」，相信人的行為習慣、思考模式受條

件反射所「制約」，相信「教育」對人有實際的影響，那

麼我們就應理解到，家庭及學校的教育對學生的行為，影

響直接。 

家長勞心，學生「失心」，大學費心，其實是一個周 

而復始的惡性循環。大學生家長愈對

子女照顧有加，他們的自理自律能力

就愈低，於是家長又要再加把勁為子

女「服侍周到」，大學就愈須做更多

的工夫以滿足家長的需要，屆時「家

長日」不單是在一年級的開學時，還

有可能在期末時也要再舉辦一次，當場派發 GPA 成績表了。 

這循環畢竟有終結的一天，因為孩子終究也要長大，也

要踏入社會，家長縱使可陪伴他們面試應徵，獲聘後也不能

跟隨他們到公司工作。 

身為校長，看到這些新聞，了解其背後現象與癥結，對

於下一代的成長，實在深感責無旁貸。 

可能你會問︰「校長，照你以上所言，是不是家長應對

子女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天生天養？」 

當然不是，我除了是校長，還是一名父親，豈會忍心棄

子女不顧？愛子女之心切，我當然與各位家長感同身受。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家長，知識水平可能比上一代高，

所以更懂得甚麼才是「正確的路」，然後就急於牽著子女的

手，帶他們踏上我們眼中的康莊大道。 

但我們必須理解，成長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成功

時感受到的巔峯體驗重要，但碰釘，受挫，從中反省，自學

自律，是在將來社會上獨當一面時的生存能力，不容忽視。 

中學做得好，家長放心，也不用大學費神 

身為父親，以往也常提醒自己「忍手」，為子女做少一

點事，給他們多一點空間，相信學校會提供多種學習體驗，

讓他們成長。這是因為我也是教育工作者，了解到學校總會

提供很多機會和指導給每個學生，並且常與家長互通消息，

從而知道子女的情況，當他們回家時，也能給予適當的指導。 

學校是一個社會的縮影，社會有上司、下屬、同儕、法

律、獎懲，學校有老師、學弟學妹、同學、校規、獎懲，幾

乎一切也模擬了現實世界，是一個實習適應社會的安全場

所，學生最大的收穫不是優點或獎項，而是獨自適應社會，

應付危機與挑戰的能力，畢業後成為心智成熟的社會人。 

因此，我建議各位家長，盡力讓子女在王少清中學這個

「實習社會」中「闖蕩歷練」，督促他們守規有禮，犯規時

接受師長的教導和處分，並鼓勵他們參與各項課外活動，如

各項球類隊伍、制服團體 (如聖約翰救傷隊、童軍等) 及各

項比賽，並與我們緊密合作，這就是最佳的照顧。 

我最想看到的是，當學生在中學畢業時已能獨立自主，

心智成熟，勞心勞力照顧子女廿載的家長，也可以光榮「退

休」，大學時也就不會再有「集體罰企」以至「大學舉辦家

長日」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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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 45 分至 12 時 

地點：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禮堂 

      (葵涌葵盛盛福街 1 號) 

收費：$20/人 (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減免) 

內容：1. 簡介升學出路及放榜資訊 

      2. 進行模擬文憑試及大學聯招放榜 

網址: http://welovehk.org/ 

學生登入名稱及密碼︰已個

別分發予中一至中六同學 

活動介紹—聯校模擬放榜工作坊(只限中六學生)   2.10.2013 前截止報名 

面對 3-3-4 學制的推行，文憑試學生不但要應付緊密的文

憑試課程內容，同時要計劃文憑試後的升學、就業安排，需

要承受不少壓力。有見及此，本會特別邀請到學友社，並聯

同多間中學的學校社工，舉辦是次模擬放榜工作坊，讓學生

率先體驗放榜的概況，在填報大學聯招申請或考慮其他課程

前，反思自身的能力及需要。活動詳情見右表： 

參加者請於截止報名日期 2013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或以前到

學校社工(309 室)報名。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學校社工聯絡。 

「我愛香港閱讀網」你今日睇左未? 
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加了由我愛香港協會舉辦的「我愛香

港閱讀網」閱讀計劃，通過在網站上每日閱讀一篇與價值觀或通識

教育文章，提升同學們的品德，培養他們的閱讀習慣。 

本年度增設通識文章，緊貼通識

各個單元，每週三篇，適合高中同學

閱讀。 

為了鼓勵學生踴躍閱讀，協會將

於不同月份舉辦閱讀比賽及獎品換

領計劃，以表揚閱讀成績優異的同學。詳情請留意協會網站 

(http://www.welovehk.org/) 的「最新資訊」。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周詠麟老師。 

守時獎勵計劃 
守時是個人的責任和美德。為

了強化同學的守時觀念，下月開

始，本校將進行上述計劃︰ 

1. 班制︰由十月開始，每個月結算

各班的遲到紀錄，全校最守時

的三班將獲贈小禮物 

2. 個人制︰連續三年 (今年及過

去兩年) 沒有遲到紀錄的同學

將獲得獎狀；連續六年 (今年及

過去五年) 沒有遲到紀錄的同

學更會獲得獎座，以作表揚。 

支持「世界視覺日」 
戴上奧比斯「買走黑暗」襟章 

每一分鐘，世界上就多一名孩子失去視力。在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地區，眼科醫療設備緊絀，黑暗蔓延每一個角落，

無數眼疾患者受困於模糊不清的影像，日常生活隨時陷進意想不到的危險… 

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國際防盲協會(IAPB)把每年 10 月的第 2 個星期四定為「世界視覺日」，藉一連串的教育及

籌募活動，提升各界對失明問題的關注。面對嚴峻的失明情況，奧比斯響應「世界視覺日」，結合眾人力量，我們誠邀 

閣下及 貴子女與我們攜手對抗全球盲疾，獻出善心，以行動支持水深火熱的盲疾患者。 貴子女只須捐助港幣$20 或

以上，就可獲得「買走黑暗」襟章一枚，以紀念自己在「世界視覺日」為救盲行動作出努力。港幣$100 的善款，更

可資助一名居於貧窮國家的小朋友驗配眼鏡，改善視力。我們深信這個活動能提高同學對社會服務的意識，建立樂於

助人的精神，亦對奧比斯的工作表示支持。詳情請瀏覽: www.orbis.org/wsd 

此活動所籌得的善款將應用於奧比斯的救盲項目上，衷心感謝閣下支持 貴子女參與，為 3,900 萬名徘徊黑暗邊緣

的眼疾患者，帶來希望和曙光。 
                                                                                                        

回條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本人支持子女參加奧比斯「世界視覺日」，現附上現金 / 劃線支票*(請刪去不適用者) 

支票抬頭請寫「奧比斯」或 "Project Orbis International, Inc."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需要正式收據，收據抬頭請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港幣$100 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免稅。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此回條連同捐款於 2013 年 9 月 25 日前交予周詠麟老師。奧比斯收到捐款後，會將收據寄回學校轉交各學生家長。 

http://welovehk.org/
http://www.welovehk.org/
http://www.orbis.org/w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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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有機上網」 

熱線︰2922 9200 

電郵︰info@weborganic.hk 

網址︰www.weborganic.hk 

恭 賀 5F
李永霆於
2013 年
香港國際
青少年器
樂大賽獲
少年 B 組
銅獎 

    2013-2014圖書館賞讀計劃 
舉辦時段 計劃名稱 閱讀範圍 

9 月至 12 月 F.2 Reading Plus Maths & Science 

for Junior 

10 月至翌年 5 月 中一賞讀計劃 廣泛閱讀 

11 月至翌年 3 月 60 本好書選舉 全港中學推介

60 本圖書 

11 月、3 月、5 月 口頭報告賞讀 指定專題圖書 

歡迎同學參與圖書館為你設計的賞讀計劃，欲

知計劃詳情，請到圖書館查詢。 

「一家一網 e 學習」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一家一網 e 學習」計劃旨在協助學生購買價格

相宜的上網服務和電腦器材，並提供使用上的支援，

使他們安在家中上網學習，從而支援學校推行電子學

習，透過電子科技媒介的輔助，令教與學更具成效。 

參加資格 
所有符合資格透過學生資助辦事處或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計劃領取上網費津貼的家庭均可參加計劃。 

合資格家庭及學生只須向負責他們居住地區的推

行機構登記參加計劃，便可享用上述優惠及服務。登

記方式如下︰ 

 於推行機構在學校或其他場合推介計劃時即場辦理

登記； 

 到計劃的專題網站 (www.ilearnathome.hk ) 下載登

記表格，並於填妥所需資料後郵寄或傳真至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免郵費)； 

 填妥學生資助辦事處或社會福利署所派發的登記表

格後，將之寄回

政府資訊科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免郵費)；或 

 親臨服務中心

辦理登記。  

2013 公益便服日，國慶前夕表善心 
今年的「公益金便服日」將於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國慶日前夕舉行，如同學願意響應這項大型善舉，

可選擇穿上便服上課。所有籌得善款將全數撥捐公益金所資助的 150 間社會福利機構。如同學有意參加，請

於九月廿四日或之前，把回條及款項交予班主任，班主任收集後，請把回條及款項交到校務處。 

----------------------------------------------------------------------------------------------------------------------------- ------------------------------------------ 

回條 

本人同意 / 不同意 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 (班別) 參加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國慶日前夕之

「公益金便服日」並進行募捐。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贊助人姓名 贊助金額 

1   1   

2   2   

3   3   

4   4   

5   5   

贊助總額  

注意事項 

1.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的贊助人請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公益金」，稍後可獲發正式收據。 

2.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3. 原則上，學生不設最低捐款額，但為免銀行徵收行政費，最低捐款為港幣一元正。請勿使用一毫、二毫、

五毫硬幣，作為捐款之用。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ilearnathom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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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大學資訊日，為升學就業作準備 
為幫助同學認識大學課程內容及收生要求，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五同學安排參觀香港

中文大學，以及為部份中五及中六同學安排參觀

香港科技大學，詳情見下方兩表。 

中四至中六同學亦應參觀各大學於九月至十

一月舉行之資訊日，以便較全面了解各課程之異

同，為升學就業作準備，詳情見右表。  

  

2013 京港澳交流團—青春祖國行感想分享 

七月中旬，本校黃宇彤和林健瑩同學參加了教育局主辦的京港交流團，到北京與澳門與當地學生一同遊覽居庸關

長城、天安門廣場、故宮、頤和園、798 藝術區和王府井大街等北京勝景。她們與京港澳學生在七天的旅程中，建立了

深厚的友誼，並對彼此的文化增進了解，以下是她們的感受分享︰ 

熱情奔放的三地同學、雄偉莊嚴的傳統建築、精彩絕倫的武

術表演，這些美好回憶仍像是在昨天發生一樣，記憶猶新。 

這 7 天的北京交流團，每天的行程也十分充實，由北京的同

學帶香港和澳門的同學周遊名勝，走進歷史悠久的故宮，使我了

解到古代皇帝的華麗生活和想像到各個朝代的興衰；登上宏偉壯

觀的長城，使我感覺自己終於當了一回好漢，同時也想像古代人

民建造長城時的血與淚；遊覽於巧奪天工的圓明園之中，一片寂

寥的景象相比於往日的輝煌；獨特有趣的 798 藝術區，能夠啟發

我的創意和陶冶性情；廣闊的天安門廣場，使我想起令人悲痛的

六四事件，當中學生曾經激烈抗爭。 

對於當地的學生與老師是如何看待六四事件，我們感到十分

好奇，所以也有問問他們的看法。北京的同學表示知道這件事

情，可是父母往往迴避問題，因而一知半解，後來他們更表示因

為害怕被公安列入「茶水單」而終止話題；而老師則有點尷尬的

回答指其實當時他也有參與運動，可是當中共要鎮壓的時候已經

離開，知道解放軍有向天開槍而不知道任何流血事件。再問他對

毒奶粉事件和豆腐渣工程事件的感想，他竟然回答: 「那也沒辦

法，要進步就要犧牲。」我不相信要進步就要犧牲，也不相信犧

牲就能進步。可能數代後，六四事件會在內地人的腦海消失，香

港在五十年後也會變成這樣嗎? 

現今很多港人對內地人都抱有偏見，但這次與我相處的所有

北京人都充滿熱情，樂於助人。他們都多才多藝，尤其是唱歌，

其歌聲悅耳動人。與香港的學生相比，他們更主動和進取，其具

負責感的性格更令人印象難忘。可惜的是，我們在最後一夜才熟

絡起來，大家一起說「鬼故」、玩遊戲、交換 Wechat。認識他們

是我旅程當中最開心的事，我還約好了下次會充當導遊，帶他們

遊覽香港。 

交流團後，對北京和香港的老師和同學感到無比的不捨，一

幕幕的回憶片段常縈繞腦際︰與大家嬉哈大笑、在王府井大街衝

忙格價掃蕩、歡樂精彩熊貓武術表演、最後一天瘋狂不眠夜……

這些永將遠埋藏心中，不會忘記。                       

6B 黃宇彤 

俗語有云：「不到長城非好漢」，等了十七年，在

這個暑假裏終於能當一回好漢了。在這次的交流團，我

們參觀了不少的中國名勝，除了有連綿起伏的萬里長

城，還有古色古香的故宮以及頤和園等，但在眾多的景

點中最叫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北京市什刹海體育運動學

校。這是我第一次參觀體校，參觀體校和平日我們去參

觀以學術為主的學校有很大的不同。在參觀期間，我們

參觀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課室，而是一個個各具特色的練

習場館；我們所見的不是學生認真上課的樣子，而是一

個個大汗淋漓的運動員；我們所聽的不是書聲琅琅，而

是一把把教練對學生訓勉的話語。更想不到是乒乓球世

界名將張怡寧和武術全能冠軍、影視明星李連杰等人就

是在這裏培訓出來的。在那裏我們還上了一堂武術課和

觀看了一場功夫劇《功夫熊貓》，劇中各個全國各項武

術冠軍的演出，讓人看得入神，拍案叫絕，從中可見「台

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此言非虛。 

交流團過後最不捨的就是一班北京、澳門和香港的

老師和同學，不捨北京同學的熱情招待，不捨北京老師

教我們耍的武術；難忘我們一起玩過三地的傳統遊戲，

難忘我們交換過三地的鬼故事。我將永記他們的歌聲和

笑聲，永記我們在這個暑假度過了精彩而快樂的一星期!                             

6D 林健瑩  

日期 舉辦資訊日的大學 
2013 年 9 月 28 日 香港科技大學 

2013 年 10 月 5 日 香港理工大學 

2013 年 10 月 12 日 香港中文大學 

2013 年 10 月 19 日 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 

2013 年 10 月 26 日 嶺南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 

2013 年 11 月 2 日 香港教育學院 

2013 年 11 月 9 日 香港大學 

有意參加各大學大學資訊日課程講座之家長及同學，請先於
各大學網頁 (資訊日講座) 登記，先到先得﹗ 

參與者 部份中五及中六同學 

參觀地點 香港科技大學 

日期 2013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 上午 9 時正 

集合地點 學校有蓋操場 

解散時間 中午 12 時正 

解散地點 香港科技大學 

費用 旅遊車往程由校方津貼，回程請自備車資 

衣著 便服，以簡單樸素為主 

參與者 全體中五同學 

參觀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 

日期 2013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 早上 9 時正 

集合地點 本校有蓋操場 

解散時間 中午 12 時正 

解散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 

費用 旅遊車往程校方津貼，回程請自備車資 

衣著 便服，以簡單樸素為主 

林健瑩 (右一) 及 黃宇彤 (右二) 與其他香港組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