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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港大非聯招生大增

《活力校園》誠向各學校及學生徵稿：
． 「學校動向」 講述學校威水史及活動情況
． 「布告板」 助學校推廣活動（點列式刊登）
． 「闖闖新天地」 刊載學生佳作
． 「真我風采」 刊出學生攝影、畫作等美術作品

（需附作品簡介）
投稿者請於稿件內附上資料（學校、聯絡

人、電話、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
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活力校園」，或電郵
至ed@takungpao.com.hk

另外，逢周三的《讀書樂》歡迎學生寫下閱
讀心得，參加 「學生讀書隨筆比賽」，請將投稿
連同個人資料電郵至 tkp.reading@gmail.com；
稿例詳見《讀書樂》版面。

孝道偉大的文化使者

歌唱比賽記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高二 陳灝勤

徵稿啟事

進學篇

闖闖新天地

創意出狀元

美德你得 心同此理

家長新思維

香港的國際化角色要鞏固，還要發展下去，這
宏觀局面又將為人父母者拉回到現實中，社會需要
英文，子女學不好英文便沒有太好的出路。所以讓
下一代在英語環境中學習，便是送子女到英語國家
升學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新高中學制下，四科必修科目中，中
文、英文及通識教育三科偏向主觀性評分，縱是優
秀學生也難保有優異成績，因而影響入讀熱門科系
的機會。而到英語國家讀中學，課程較為傳統、考
核較為簡易，比留港學習更易及更有把握獲取一個
亮麗的公開試成績。學生有好成績，即可在就讀國
家報讀當地的國際知名學府，亦可以 「非聯招」
（non JUPAS）的渠道申請本港的大學。因為非聯
招的申請步驟與聯招報名不同，大學院系負責人對
於公開試成績過關的申請者多數會安排面試，而在
面試中的英語交流又突顯海外就讀學生的長處。在
互為影響下，近些年本港大學的非聯招收生的比例
逐漸增加。見證於今年的數字，香港大學撥給非聯
招學生的學額比例，建築系約有五成，醫科有三至
四成，法學也有三成；另外中大建築學也達三成。
（留意，非聯招收生還包括非本地生及本地的非主
流課程的畢業生）

留學重國際化體驗
再加上本年是第一批新高中學生畢業，在升學

分布還未確立時，有財政能力的家長亦會多考慮境
外升學。在上述因素影響下，英語地區升學的求與
供均顯著提升。據教局的調查所得，第一批新高中
畢業生有88%正修讀全日制課程生，當中佔7%在外
地升學，足為實證。可以見到，不論是高中或大學
階段，到英語地區升學的數字均會有增無減。

筆者的兩個兒子分別就讀本地及美國的大學，

作為家長有一定切身體會。到英美讀名牌大學的財
政負擔重，但看見兒子的大學教育環境優異，他本
身又有不錯的學習經驗，便覺教育無價。就像他年
初參與了大學的工程隊伍，到中美洲洪都拉斯的鄉
村做淨水工程。如此國際化的體驗，亦成為教育投
資的相應回報。說到大學對家長的關照，以下的對
比高下立見：這邊廂的香港大學因大批家長陪同子

女出席資訊日而勸告家長 「少啲熱心，多啲放
心」；那邊廂的康乃爾大學卻為家長安排整整兩日
的迎新活動。

有心為子女安排海外留學的家長當然要及早作
財政的準備，更要培養子女離港學習的能力和興
趣，因為現在不少 「港孩」實在捨不得香港的粵語
和老友呢！

在香港社會工作的成年人，有誰不知道英文學習對發展及前途的影響？故此，大多數家
長都希望子女能在求學時期學好英文，由學前的英語學習套件、英文小學的報讀到升中選英
中的競爭等等，不禁令一些論者嘆息 「英文何價」 ！

撰文：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許為天

「學生的學習能力往往限制於他們對自己的能
力缺乏自信」，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應該讓學生
明白，任何人都有能力解決人生的難題，父母和師
長很在乎他們付出的恆心及毅力。下面的小故事或
能給我們一點啟發。

少年夢
陳易希由中一開始入讀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

中學。學校着重啟發學生潛能，鼓勵學生勇於創
新。雖然易希的專注能力很強，但學習基礎不穩，
成績一般，而且語文表達能力較弱，欠缺自信心。
中一年級，他自告奮勇為學生會設計機械人作宣傳
之用，我發現他與別不同之處——擅長製作電子習
作，研究電子產品。因為限於課程內容，這項專長
在平常的教室是無法顯露的，最後與校長商討後決
定支持他。經過兩周奮鬥，他終於完成這個超水準
之作，給我們帶來驚喜。

成功的經驗堅定了他要製作完美機械人的決
心，而 「智能家居保安機械人」——這大膽意念，
以中二生來說有很大難度，因為這是大專程度的知
識及技術，但身為老師更應鼓勵學生作出明智的冒
險。我們向校方申請特別支援，成立科研小組，由
他帶領其他同學一起創作智能機械人，希望透過小

組讓他有機會在群體生活中學習與人相處，並訓練
他的自治能力。初期，科研小組會因小事而爭執得
臉紅耳赤，易希亦自恃自己在科技方面知識豐富，
不易聽取同學意見，甚至瞞着老師自作主張。我知
道必須糾正他的行為，作為領袖，不單是決策者，
亦必須是聆聽者。自大、固執只會令自己孤立無
援。吃晚飯時是我們倆交心的時間，為他做人處事
上做指導，讓他明白協作的重要性，一個領袖要以
身作則，要有周詳的計劃，要懂得分配時間等。

2004年易希赴美參加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
大獎賽」，在美國遊覽三天並搜羅了很多紀念品，
回港後送給老師及同學。可見他學會了欣賞別人的
幫助，常存感恩的心。最後更被科技大學破格取
錄，在電子工程方面繼續進修。

延續科技精神
易希科技發明上得到的獎勵，推動他繼續上

進。我們深信，任何學生都可以成功，要將夢想實
現，須先認清他們的目標，鼓勵學生努力不懈，從
挫敗中得到啟發，只要有堅毅的精神，人人都可以
成功。易希是個很好的例子，今天他成為一位創業
的年輕人，更成為校友校董，回饋母校。經過多年
的磨練及體會，他學會與人相處之道，學會逆境自

強，不斷突破自已的極限，追求發明夢想。他更將
他的發明貢獻學校，在功利的香港社會可說是一位
另類學生。其實只要老師肯給予學生發展機會，定
能達到教學相長的境界。

多年來他的學弟、學妹延續這種科技鑽研精
神，不斷接受學界科技比賽的挑戰和考驗。今年 8
月19日我校在北京獲頒發宋慶齡兒童科技發明示範
基地稱號。這稱號更鼓勵全校師生為區內繼續推廣
科技教育，成為一間啟發潛能的中學。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副主席 黃耀坤

啟發學生潛能——陳易希的故事

學生要求多 惜不懂感恩

在某大廈的 13 樓，電梯門一打開，熱鬧的
氣氛便傳到電梯中。在那一層，左邊是霍士電視
公司的辦公室，另一邊則是今次歌唱比賽的場
地。

電梯門甫一打開，已能看到有不少參加這次
準決賽的參賽者已到場準備了，我到達時已經人
山人海，相信每人也為着自己表演的項目作最後
衝刺吧。場面不是挺熱鬧的麼？

再走進登記參賽者的櫃枱，可以看到裡面的
裝飾，在偌大的白牆上貼着這次比賽的海報，由
於那兒平日是辦公室，當然少不得員工最喜愛的
茶水間，像卡通片中的雪櫃，橙色、粉紅色，還
有一個小小的紅色雪櫃，加上青色和淺橙色的小
沙發和白色的長桌，給人一份靜謐的感覺，就好
像置身於童話世界一般。在場地的入口處放着一
個巴斯光年的雕像，十分特別，也讓我緊張的心
情得以紓緩。

在場的參賽者也有着不同的表情，已經完成
比賽的，在期待着那份成績表；未比賽的，口中
唸着歌詞、臉容繃緊，誰看不出他們的緊張？等
了又等，終於輪到我了。從台下走到台上，那8
級樓梯竟如天梯一樣；好久、好久才上到台上。
站在台上，照明燈全也打到我的臉上，熱熱的感
覺、耀眼的射燈加上那華麗的舞台，不正是我從
小的夢想嗎？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站在台上，但
那種感覺已經令我畢生難忘了！是我一直、一直
期待的舞台，台下的觀眾聽着我唱歌，可能唱得
不是很好，但在最後也給我鼓勵的掌聲。

最後，我落敗了、不能在比賽中突圍而出，
只好再接再厲，努力追求自己的大舞台、追求自
己的方向──我在心中許下承諾。

是的，每人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舞台，我已
經找到了，你呢？

中國著名史學家錢穆是我的偶
像，仰慕他的原因甚多，包括他自
學成家，創辦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
所，一生不辭勞苦去推動中國傳統
文化。他一生著作甚豐，影響深
遠，當中《國史大綱》更曾是全國
大學必用之教材，在抗日戰爭中激
發人民的愛國熱情，使人奮勇抗
敵。錢師的桃李滿門、人才輩出，
包括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和嚴耕望
等，現今在中港台的徒子徒孫多不
勝數，有人列他為第一代新儒家，
雖然他自己並不同意，但我說他是
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和中國文化使
者，相信無人有異議。

錢先生是位很有使命感的學
人。1949年後南下到港，希望在這
片土地能延續中國傳統的文化。他
一心辦學，與唐君毅和張丕介等志
同道合在非常艱苦的情況下，於深
水埗桂林街開辦新亞書院，為當時
逃難來港的青年人提供大專教育。
學生都是貧苦大眾，但也是發憤求
進、掙扎求存的熱血青年。錢先生
是院長，但身無一物，經濟相當困
難。起初還有商人王岳峰捐出校舍
租金，後來王生意失敗，破了產，
自顧不暇。錢先生經常四處籌措經
費，甚至往來台灣籌款以延續學
校。幸好，後來得到美國雅禮協會

的資助，並在土瓜灣農圃道獲得政
府撥地興建校舍，學校設施才得以
改善，教育事業才可發展下去。

早在桂林街校舍的時候，香港
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曾向錢先
生招手，邀請他到港大兼課。他以
新亞事忙不容分身而推辭了，反而
推薦了劉百閔和羅香林，其後兩人
都轉為專任。由此可知，錢先生是
有一種文化使命感的人，不惜任何
艱苦也能撐下去，絕不只是為個人
名利。

後來，新亞和崇基、聯合三間
書院搬進沙田，成立香港中文大
學。最初是三校各自獨立運作，後
來為節省行政費用，中大要改革學
制，實行中央集權制。錢先生和中
大首任校長李卓敏在大學辦學理念
上出現分歧，錢先生辭去新亞的職
務。當時錢先生有兩種選擇，以退
休之名獲可觀的退休金；辭職則喪
失應得的退休金。他毫不猶疑地選
擇辭職，以表達對教育理念的不
滿。他不會斤斤計較自己的利益，
氣節最重要。

錢先生是個熱心教學的老師，
離開香港回到台灣士林雙溪的素書
樓隱居。但到90多歲高齡還應中國
文代大學的邀請在素書樓講學，傳
遞他的文化信念。錢先生享96歲高
壽，一生貢獻給中國文化和教育事
業，其志其行，令人敬仰。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某日，唸高中的侄兒問筆者，
為何美國的孩子不孝順父母。

原來侄兒正在做通識科功課，
在尋找資料過程中，對這個自己十
分熟悉、原以為是普世認同的道德
觀念，卻在地球的另一邊有着不同
的詮釋時，感到有趣又不解。

中國人對孝道（filial piety）的
定義、詮釋與感覺，跟西方人的確
不一樣。這個文化上的大差異，不
是一言兩語可以解釋的，也不是一
朝一夕可以改變的。

侄兒的提問，喚起筆者多年前
在美國留學時的一段往事。當年大
學有位副校長，樣子身形都很像畫
家筆下的聖誕老人，臉上常掛着慈
祥的笑容。他年輕時曾在中國內地
大學教書，也來過香港，對中國文
化和習慣有一定的認識。由於早年
校內華裔學生人數很少，他看見我
和其他香港來的學生都很照顧。有
一年隆冬大雪，適逢農曆除夕，學
校也停課了，副校長知道我們思
鄉，特邀我們到他家，吃他和太太
親手弄的美版中式 「團年飯」，大
家都非常興奮。

飯後大家坐在溫暖的柴火爐旁
閒談，副校長指着家中的大胖貓和
老牧羊狗說： 「這是我的貓孫和狗
孫。」他說獨子婚後定居意大利，
仍未打算生小孩，所以兩老只好把
貓和狗當作孫兒。兒子已好幾年沒
回來探望他們，只透過電話問好。

副校長好像明白我在想什麼，微笑
道： 「和你們中國人不一樣，美國
孩子3 歲開始學習獨立，18 歲已離
家，父母即使年老也是自己照顧自
己，這樣年輕的才有空間為理想奮
鬥。你們文化中的孝道，在我們文
化中有着另一種演繹方式，就是自
己管理好自己，個人負責個人的行
為。」

孝道當中包含的親情，又是以
怎樣的形式存在於美國家庭？副校
長說是心中的愛。但以個人主義為
核心價值的社會，家庭倫理甚至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就變得疏離了
嗎？那麼愛又如何奠基？這是筆者
至今仍在思索的問題。但看見美國
持續高企的離婚數字，便不難明白
為何中國人仍珍視 「百行孝為先」
這個道理。

然而每地的文化都有它存在的
價值，美國孩子也是孩子，沒理由
不愛自己的父母，只是他們不認為
照顧父母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更重
視個人的自由空間，有需要才走在
一起，沒需要可以各自為政，所以
未必欣賞緊密的家庭關係。這一來
少了照顧別人或向別人負責的羈
絆，他們認為反而更容易造就個人
的成功。

如再一次選擇，筆者依然選擇
做個重孝道惜親情的中國人。

集仁琛
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還記得小時候，學習樂器算是一種奢侈的消
費，加上甚少男生學習，學習那刻，十分雀躍。
教琴已累積了超過 10 年經驗，這段時光遇過勤
力的、懶惰的、特別的學生；有開心、辛苦、精
彩。不過近幾年有三類學生令我苦惱且遺憾……

第一類學生可稱作 「不動腦筋型」：近年年
紀輕的小學員，他們天資不錯，可惜過於被動。
初學期間我必定以不同方式訓練他們認音能力
（即視譜能力），當狀況不錯時便進化為視奏樂
曲。其實所有樂曲都由音符所編織而成（撇除節
奏一環），理應不太困難，可惜他們只會用碰運
氣之心態去 「估音」，過分依賴導師提供答案，
這類學生令人激氣。

第二類學生可稱作 「主動且爭取型」：他們
對於學琴時間、教授內容、考琴月份甚至學費也
要求一番。這些學生大都是 「90 後」，總覺得
他們愛爭取、以自身利益出發、不肯付出但卻希
望得到一切，導師對他們的遷就、容忍視為 「理
所當然」。還記得一位 90 後學生習琴初期頗為
勤力，其後為遷就他而更改上課時間、欣賞他而
提供表演及實習機會，可惜卻經常遲到、沒交
代，最後家長更因學費瑣碎問題停止學琴。頓時
覺得對他們的遷就、容忍、欣賞都是徒然。回想
從前身為學生的我，怎會為了遷就自己向老師要
求更改多次上課時間、要求考試級數？連基本用
功、時間、學費也難付出，怎會有好的成果？一
味只懂爭取、羨慕，只會浪費時間。

第三類學生是我較欣賞卻帶遺憾。他們自小
跟我習琴，小時候努力好學、交足功課、進度良
好，每逢協會演出定必出席、對外比賽亦踴躍參
加，從小既得到好成績且獲得豐富音樂體驗。可
惜長大後，受到學業功課壓力而疏於練習，昔日
良好習慣漸失。我們明白學業成績對每位學生家
長最重要，縱然心有絲絲遺憾，不過回想他們小
時候努力付出、曾享受音樂之樂趣已無憾吧！

音樂路實在不短，可能由小學習至中學才完
成，既然付出那麼多時間、心機、金錢，為何不
能成為你心中的 「正科」呢？這問題值得思考。

香港藝術音樂協會主席 何俊榮

▲陳易希大學畢業回中學母校與教師合影

▲越洋留學除了財政預備，還要看如何培養學習能力及興趣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