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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大學生為何當保安？為何再考上研究生？——對中六生的啟示 

保安與研究生，這兩個名詞驟眼看來風馬牛不相

及，但最近在內地的微博及地方報章卻出雙入對，成

為一對形影不離的關鍵詞。 

原來最近有新聞，報道內地有大學保安以半工讀

方式考取研究生的入學資格，並獲取錄。這些勵志故

事引起輿論及網民的關注，甚至有網民調侃說「我也

去當保安好了」。 

但不能不知的是，「保安」與「研究生」這對「情

侶」之間，其實還有第三者，那是「保安」的前度—

「本科生」。這些成為研究生的保安都是本科生畢

業，具大學學歷。 

由本科生到保安，已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與

香港的情況彷彿遙遙呼應；由保安到研究生，又是另

一個社會傳奇，反映了一些堅毅不屈的青年如何能屈

能伸，憑著志氣衝破現實世界的限制，重新譜寫自身

的命運。 

高學歷，少需求，知青向下流？ 

幾年前，香港政府招聘大量助理文書主任及文書

助理，前者只須應徵者具備中五學歷，後者只須中四

畢業。結果申請應徵的，前者有五成申請者為大學

生，後者則有 25%。近年來中港兩地均有相似的情

況，就是學位大幅增加。單是在香港接受大專教育的

人口比例，就從 2001 年的 19.5%升至 2011 年的

39.3%，增幅超過一倍，但另一方面，市場卻缺乏相

應學歷要求的工種吸納大專畢業生，而「中生代」已

據要職，又未屆退休之齡，形成青年「高不成，向下

流」的現象，「本科生當保安」的情況就是如此。 

於是坊間便開始有一種說法，就是「讀書有咩

用，中學畢業就出來工作更好啦」。「百無一用是書生」

之說又再度興起，紐約市長彭博甚至呼籲成績平平的

高中生倒不如放棄唸大學，出來當水電技工更好。 

百無一用是書生？反思袪魅以求真﹗ 

我們應對所謂「高學歷」有合乎時勢的了解，當

愈來愈多人擁有專上學歷，它還可否稱為「高」？還

是一個「基本學歷」？「學歷不再重要」，與其說是 

客觀結論，倒不如說是一種青年集體情緒，來自於

專上學歷的「高學債」問題、青年「社會地位逆流

動」(向下流)、香港人入息增幅追不上通脹、置業

困難等青年人面對的苦況，這些我可歸結為其「付

出半斤努力卻取不回八両回報」的鬱結。 

「專上學歷」以往只包括本科學位或以上的程

度，現在則包括其下的副學位及高級文憑，因此擁

有「專上學歷」人口增加，相應職位供給跟不上，

因而拖低了在「專上學歷」程度名目之下的入息中

位數，我們最多只可說因此擁有「專上學歷」程度

的優勢逐漸淡化，但不代表它相對於其下的學歷沒

有優勢，因此何以說「學歷不再重要」？ 

我敢說，它不但重要，更是重中之重。現在的

社會，已是一道滔滔的洪流，如果沒有三文魚力爭

上游的拼勁，旋踵間將被淹沒滅頂。當我們看大學

生「淪落」至應徵中學學歷要求的工作，以為專上

學歷不重要時，何不逆向想想，那些沒有專上學歷

的應徵者，他們的對手，其學歷均在自己之上，是

否處於劣勢？與其著眼於「大專學歷沒有優勢」，何

不以「大專學歷已漸成基本學歷要求」觀之？ 

一山還有一山高，專上學歷未算高 

其實現在的年青人可謂腹背受敵、四面楚歌，

先不論上文提及的本地同輩之爭，全球化使人才跨

境流動，一份好的工作，外國人才也可以遠道而來

與你一爭長短；加上內地人通過單程證、投資及專

才移民計劃等源源不絕而來，他們及其下一代也是

不容忽視的競爭對手；此外是來自科技與電腦化的

挑戰，正如之前梁俊昌老師在本刊物也曾提及，在

歐美已有上千萬計的文書及中產職位被程式、軟

件、網上程式取代 (詳見 273 期《清旬》)。 

因此，讀了中學就打算就業，往往事與願違，

最容易失業。 

從環球格局觀之，產業遷移，不但在一個國家

之內的地區之間發生，更是在國與國之間進行，往

日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現在其人力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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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艱深，請同學

按能力報讀適合自己程

度之課程，亦不鼓勵同

時報讀多於一個課程。 

成本已非廉宜，低技術的組裝產業已漸見遷移至成本

更低的東南亞國家，我們如何可以說「知識」、「學歷」

不是重要的競爭本錢？ 

紮鐵工也編寫程式，有學識行行出狀元 

雖然現在的情況，大專生似乎「往下流」，但其

知識視野及思維是否不能派上用場？早前有一名科

大計量財務學理學士做紮鐵工的報道，指他是一名不

平凡的紮鐵工。除紮鐵外，他還

須應用他的專業知識。他任職的

公司見他懂電腦、會看圖則，一

星期總有幾天調他回辦公室工

作，要

求 他

準 確

利用計量知識計算用鐵

量，負責訂鐵，盡量減省

成本；他又要編寫電腦程式，提升作業流程效率，減

少人為錯誤。正如他在報道中所言「讀大學其實是學

拆解問題，知識學了，不會冇用。我現在做的，不是

學無所用，反而是更有實用價值」。 

更何況中年人也會變老，也要退休，青年人終有

一天也會取而代之，繼承中高層的位置。對於有真才

實學的人，階級流動停滯只是一時，不是永遠，只要

他們夠耐性，總有出頭天。最怕就只是被一時逆境嚇

倒，被一時甚囂塵上的空話所唬住，真的放棄求學上

進的決心。 

知識影響人的生命，塑造人的素質，其影響遍及

人際關係、處事、價值觀等等。只要人類文明還是 

繼續發展，知識就是力量，永遠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如果有人反對，那就與「反智」無疑。 

這或許就是「保安」朝工夜讀，也要考獲研究

生學位的原因了。 

對手實力如井深，高中同學應小心 

如此長篇大論，我只是想讓各位同學重拾一種

人類應有的本能——「危機感」。競爭、淘汰是每個

人、每種生物必須面對的難關，校園雖然注重關愛

文化，著重學習過程，是栽培人才的沃土，但公開

試及汰弱留強的社會客觀存在，學校有責任讓學生

預先了解溫室外原始森林的面貌。 

根據數據，全港考生整體成績上升，使大學入

學要求比以往更高，2012 年平均入學要求為 44444，

但今年為 55444，各位中六同學，文憑試轉眼將至，

您們是否已預備好？中五同學，試場雖未可即，但

已遙遙在望，您們是否收斂心神，預備應戰？ 

自修室於每天晚上開放給中五、中六同學溫

習；部分午膳時間將作補課之用，老師亦為同學提

供更多課後支援如個別輔導，進行「拔尖補底」；升

學輔導組將舉行一連串活動，如模擬放榜、模擬面

試、事業興趣測驗、生涯規劃工作坊、舊生分享、

選科資訊日等，為同學升學做好準備；各位老師為

了學生前途而殫精竭慮，身為校長的我也不容怠

慢，馬不停蹄遠赴內地及台灣，與當地大學(如清華

大學)接洽、結盟，為各位同學開闢更多香港以外的

升學途徑。各位中五中六同學，希望您們能善用學

校這些資源，集中精神考好 DSE，以升學為目標。 

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
2013-14 招生  

為提供更多學習機會，令初中資優同學

可以盡展所長，教育局委托不同的專上院校

及教育團體，編寫網上持續學習課程(學科

包括：A 地球科學、B 天文學、C 古生物學

及 D 數學)。對網上學習課程有興趣的中一

至中三級同學，可於 10 月 4 日（星期五）

或之前向教員室尹國棟老師報名或查詢。獲

選的同學將於

本年 11 月開始

修讀第一級網

上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冬季資優課程 2013 招生  

由於資優學生，與一般學生有不同的學習需要和認知模式，近年已

有不少大學及教育機構向這些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同學提供多元化的課

程和活動，並富挑戰性的學習環境，使這班資優生能夠在正常課堂外，

另闢一個學習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將於本年 12 月至下年 2 月期間開辦「冬季

資優課程 2013」，提供多達 22 個不同科目的課程 (如科學、心理學、數

學、醫學等) 予資優同學，每科平均上 3 至 6 堂 (半日至全日)，費用為

每位同學每科二千至三千多港元，而家庭經濟有需要的同學可向中大申

請獎學金(需要審批)豁免部份費用。 

對以上課程有興趣的同學，可登入 http://www.fed.cuhk.edu.hk/pgt ，

或於 10 月 4 日(星期五)或之前向教員室尹國棟老師查詢及報名。 

初中「留堂班」已開始實施  
本年度的初中「留堂班」已於 9 月 23 日起實施。中一至中三級同學須於

第一節上課前繳交功課（如要到其他課室上課，也必須先回課室交功課），欠

交功課的同學除了按校規處罰外，還須於即日放學後留堂，補做功課或其他作

業。留堂地點為 502 室，時間安排見上表。 

遲到無合理解釋者一律扣分。有關事項將記錄在學生手冊內，敬請家長每日檢查學生手冊。因事未能即日留堂的

同學須於第二個小息完結前到教員 A 室向何小姐請假，最後狀況 SMS 通知，並可獲酌情處理。無故缺席者記過處分。 

循環周第一日 
( Day I ) 

留堂班暫停，順延
至Day II留堂 

循環周第二至六
日( Day II-VI ) 

下午四時至五時 

摘自《蘋果日報》 

摘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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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入選隊伍可獲得由中華電

力有限公司提供上限為港幣 2

萬元的資助以製成作品。而獲

得冠軍隊伍除獲獎牌一面及每

人 6000 元獎學金外，更可獲海

外或國內考察的機會。 

「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2013-14」招募 
全球氣候變化及自然環境惡化所帶來的影響，任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為了推

動低碳生活、節約能源及提升能源效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

理工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機電工程署及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將聯合舉辦「創新能源項目

設計比賽 2013-14」，讓合資格的中學同學參加。 

比賽以學校為申請單位，由每組四位中四至中六的同學組成，其中一位為隊長。

參賽隊伍須連同報名表格提交項目計劃書一份，並於稍後時間提交書面報告書，詳盡

介紹參賽作品(以任何形式製作，用作向學生或公眾宣傳推廣能源效益的項目，例如電腦遊戲、電腦動畫、模型、影片

等)。入選初賽隊伍須於2014年4月12日提交作品並即場作簡介及示範，並於5月以簡報(PowerPoint)形式作口頭報告，講

解及示範其參賽作品。 

凡對科學設計比賽有濃厚興趣的同學，切勿埋沒自己的才華，請盡快組成四人的隊伍，並於 10 月 4 日（星期五）

或之前向教員室尹國棟老師查詢或報名參賽。 

2013-2014 年度 

四社社監及社長名

單公佈 

學生會內閣競選宣傳  

Direction 以你們的角度、我們的

態度，配合清晰明確的目標從同

學訴求與校方期望中取得平

衡，從而達致同步走向同一方

向。 

聯校︰我們已和超過 70 多間來

自全港各地區的學校聯校，並已

加入香港學生會總會 HKFSU 和

新界西學生會聯盟 CCNTW。將

舉辦聯校 sing con、 與名校交換

mock paper。 

活動︰活動刺激創新，包括班盃

的考驗、 running man、室禁

halloween 升級驚嚇 VIP 玩偶鬥

室，令你沒齒難忘！ 

福利︰我們已為你爭取超過 300

個優惠和福利，其中包括運動

家，滿記甜品、手作之店、逃出

香港等等。 

貼心服務︰我們為你增設雨天

賣襪服務，能讓你們乾爽舒適的

上課，另外我們亦會以平靚正為

原則為大家提供集體訂班衫和

運動日訂餐服務。 

「YOU」顧名思義是為服務你們

而成立，我閣致力於為你們搜羅

各種優惠福利、舉辦前所未有般

創新刺激的活動。希望各位同學

能相信我閣為你們服務的決

心，為你們帶來最好的校園生

活。請支持 2 號 YOU﹗﹗ 

重點福利︰聯校交換 mock 

paper、借雨傘服務、sports day

訂飯、迪士尼門票優惠及 MR.X

門票為班際比賽獎品 

聯校︰我們亦已和 60 多間學校

聯校合作，例如男拔萃、林護、

安柱及聖士提反等中學，將舉辦

交換 mock paper、oral practice 及

球類比賽等活動。 

重 點 活 動 ︰ Farewell Party, 

Darkness, Nightmare, 少清三人

賽、Amazing Race(與 MR.X 合

作)、少清齋一齋、Gathering Party 

請支持2號候選內閣「YOU」 

All For YOU! 

各位同學大家好，相信經過這個

星期你們已經對我們VOICE有基

本認識了，讓我們再解釋一次

VOICE 的 意 義 吧 ﹗ V —

Volunteer，我們不為自身利益，

專為同學服務︰O—Opinion，你

們的意見是我們的動力； I—

Imagination，我們勇於創新，不會

原地踏步；C—Communication，我

們願意成為同學和校方溝通的橋

樑，盡力反映你們的意見；E—

Entertaining，我們會舉辦創新+獨

一無二+破天荒+驚天地泣鬼神的

娛樂活動。 

我們的宗旨是講得出做得到，做

不到我們不會講﹗我們VOICE會

理解同學們的想法，了解你們的

需求，盡全力為大家發聲﹗

VOICE 的活動可能不是最吸引

的，但我們舉辦活動的信念是︰

人無我有，人有我優﹗ 

請大家支持我們 3 號候選
內閣 VOICE，投下你們神
聖的一票﹗ 

本年度四社社監社長名單 
 敬社 遜社 時社 敏社 

社監 謝麗霞老師 

吳國強老師 

趙懷信老師 

何娉嫚老師 

Armilyn Lawas 

陳嘉盈老師 

何嘉麗老師 

梁俊昌老師 

社長 5F 曾浩華 

5F 陳梓盈 

5E 鄭豪正 

5C 陳鈺淇 

5E 蔡浚明 

5F 梁慧雯 

5B 江志濤 

5B 江宛蓉 

學生會內閣競選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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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A Wong Siu Ching Secondary  School                                                                       1st Term Test  TIMETABLE  2013 / 2014                                              

Date Test Form 1  Form 2  Form 3 Form 4 Form 5 

 Session (1A  1D) (2A  2D) (3A  3D) (morning session- Rm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afternoon -  Hall/Rooms) (morning session- Rm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afternoon -  Hall/Rooms) 

28/10 

Mon 

(I) 

A Mathematics 

(8:30 – 9:15) 

Science  

(8:30 – 9:15) 

 Chemistry 

(8:30 - 9:00) 

 

Liberal Studies (8:30–9:45) English (8:30 – 9:45) 

 

 

 Silent  study 

(9:15-  * test starts 

at 9:45 

Silent  study (9:15-  

* test starts at 10:00 

Silent  study(9:00- 

*test starts at 9:45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B Geography  

(9:45- 10:25) 

History 

(10:00 – 10:30) 

History 

(9:45 - 10:25) 

4X1 Chi. Lit.  

(Rm 301) 

(10:50-11:50*) 

  

4X1 BAFS  

(Rm 302) 

(10:50-12:00) 

  

4X1 History  

(Rm 303) 

(10:50-12:00) 

 

4X1 ICT  

(Rm304) 

(10:50-12:00) 

  

5X1  Chi. lit.  

(Rm 401) 

(10:50-11:50*) 

 

5X1 BAFS  

(Rm 402) 

(10:50-12:00)  

 

5X1 History  

(Rm 403) 

 (10:50-12:00) 

 

5X1  ICT 

(Rm 404) 

 (10:50-12:00) 

  

   S6 Math. Test arranged by Math Panel (Hall) (1:30 – 3:30) p.m. 

 

 

29/10 

Tue 

(II) 

A English 

(8:30 - 9:45) 

English 

(8:30 - 9:45) 

 English  

(8:30 - 9:45) 

Mathematics (8:30 – 9:40) Liberal Studies (8:30  – 9:45) 

  Silent study(9:45- 

*test starts at 10:50 

Silent study(9:45- 

*test starts at 10:50 

Silent study(9:45- 

*test starts at 10:50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B Eng. Literature  

(10:50 – 11:35) 

 Geography 

(10:50 - 11:30) 

Biology 

(10:50 - 11:20) 

4X2 Econ. (Rm 301) 

(10:50–12:00)  

  

4X2  Ch. Hist. (Rm 302) 

(10:50–12:00)  

 

4X2  Geog. (Rm 303) 

(10:50-12:05*) 

 

5X2 Econ. (Rm 401) 

(10:50–12:00) 

 

5X2 Ch. Hist. (Rm 402) 

 (10:50–12:00) 

 

5X2  Geog. (Rm 403) 

(10:50-12:05*) 

 

   PM session  (HALL) :  4M1, 4M2  (1:40- 2:50)  5M1 , 5M2  (1:40- 2:50)  

 

30/10 

Wed 

(III)  

HALL ONLY F3 TESTS WILL BE HELD.  :  F3 CIT (8:30 – 9:00)      F3 Physics  (9:55 – 10:25)    F3 Chinese (11:00 –12:00)       

31/10 

Thur 

(IV) 

A Chinese 

(8:30 - 9:30) 

Chinese 

(8:30 – 9:30) 

Eng. Literature 

(8:30 – 9:15) 

English (8:30 – 9:45) Chinese  Language  (8:30 – 9:40) 

  Silent study (9:30- 

*test starts at 10:50 

Silent study (9:30- 

*test starts at 10:50 

Silent study(9:15- 

*test starts at 9:45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B Chi. History  

(10:50 – 11:20) 

Eng. Literature 

(10:50 – 11:35) 

Mathematics 

(9:45 – 10:30) 

Chemistry  4X1 (Rm 301) (10:50 – 12:00)    

 

Chemistry   4X2   (Rm 302) (10:50 – 12:00)    

 

Biology  5X2 (Rm 401)  (10:50 – 12:00)    

 

Biology  5X3  (Rm 402) (10:50 – 12:00)    

 

   PM session  (501-503, 509) :  Physics 4X1, 4X2  (1:40 – 2:50)  PM session  (501-3, 509) :   Physics 5X1, 5X2  (1:40 – 2:50) 

 

1/11 

Fri 

(V) 

A Science 

 (8:30 – 9:15) 

 

 Mathematics 

(8:30 – 9:15) 

Chi. History  

(8:30 - 9:00) 

 

Chinese Language (8:30  – 9:40) Mathematics  (8:30- 9:40) 

   Silent study(9:15- 

*test starts at 10:00 

Silent study(9:00- 

*test starts at 9:45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3rd period = Silent study session   (9:50 - 10:30) 

 

 B           -------- Chi. History  

(10:00 –10:30) 

Geography 

(9:45-10:25) 

Biology  4X2 (Rm 301) (10:50 – 12:00)         

 

Biology 4X3 (Rm 302) (10:50 – 12:00)         

 

Chemistry  5X1 (Rm 401)  (10:50 – 12:00)    

 

Chemistry  5X2 (Rm 402) (10:50 – 12:00)    

 

1.  Latecomers:  (i)  Students who arrive late but within the first 15 minutes should be admitted. No extra tim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latecomers.                                                                                         

                (ii)  If students arrive late, with acceptable reason, but more than 15 minutes, they should report to the Office at once.  The make-up test should be done on the same day and only 90% of the score will be counted. 

2.  Students should stay in their classrooms during the silent study sessions.           

3.  When the Education Bureau announces the closure of school due to adverse weather, the tests will be postponed.    The original scheduled tests/examinations timetable will remain unchanged.  An announcement  concerning the rearrangement for the postponed tests will be made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