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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出狀元

推動德育，要培養學生的良好品
格是一件艱巨的工程，要全校教職員
的努力方可以獲得成功。我校有一班
非常熱心的老師在培養學生的德育不
遺餘力，受到家長的認同。

德育組的老師會透過每周的早會
和德育課教導學生各種優良的德行。
為配合各種與德育有關的活動，學校
在初小印製了一本名為《成長直通
車》的記錄簿，記錄同學在校及在家
的善言善行，每做一件好事，老師或
家長，甚至是校外的機構的同工如社
工，都會替他簽名確認，例如做義
工、捐助物品、幫助弟妹、誠實行
為、禮讓座位等都可以獲得 「成長
印」一枚，有些學生一學期已累積超
過一百個印，令人鼓舞，因為他們善
良的心不斷地滋長，成為習慣，就如
童軍活動所推廣的日行一善。

到了高小，即四至六年級，我們
的德育冊名為 「成長札記」，這也是
像《成長直通車》一樣會記錄學生的
良好行為記錄簿，不過就更加詳盡。
這本冊子還有多篇文章的分享，希望
學生可以向偉人學習，有如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看天下。今年，我們選了四
男四女的傑出人士，包括愛己愛人的
蕭芳芳，香港的女兒謝婉雯，人間天
使德蘭修女，關懷三極的李樂詩，下
學期亦有男性篇，包括堅毅果斷的林

肯，悲天憫人的范仲淹；志

存高遠的李時珍和各言其志的孔子和
他的門生。每個月，我們都會介紹一
位人物，介紹他的善行和分析他們為
社會付出背後的原因，希望學生學習
偉大的精神。

其實被我們挑選出來的偉人是來
自古今中外，不同領域的著名人士，
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德育需要真
實的榜樣和實際的行動。我們計劃一
年介紹八位人物，高小的三年合共便
有二十四個例子，相信當中必有些偉
人能感動同學，讓他們見賢思齊。

當學生閱讀了每個偉人故事之
後，我們都要學生以四格漫畫的形式
表達他們的感受，知道善念到善行，
是要經過種子、發芽、成長和結果四
個階段。 「成長札記」除了有偉人的
故事外，還有每月的 「好人好事」記
錄。記錄同學們如何關愛家人，愛護
同學和努力學習的行為。另外， 「發
現你的美」是要讓同學學習留意身邊
的人如何幫助別人或為自己付出。這
本德育手冊是他們成長最重要的全面
紀錄，全校的老師為了給他們鼓勵，
都寫了自己的金句和座右銘印在每頁
的下方。這本冊子一共四十八頁，是
一本極具意義的本子，不單紀錄了學
生的善念善行，更是凝聚老師和爸媽
的心血。德育是一項艱巨的工程，需
要用心的栽種，需要不斷的灌溉，除
蟲，施肥，小樹苗才會慢慢扎根，健
康生長。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家長新思維

闖闖新天地

新的一年，先祝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新年進
步！在新的一年更具創意！回顧過去的一年，科創
中心繼續帶領來自不同學校和地區的同學前往世界
各地，參與一系列的精彩比賽，並且獲得了非常優
異的成績，同學們的表現實在令人鼓舞！

首先在2012年的二月，我們帶領兩位同學前往
台北參與 「2012台灣國際科學展覽」，與來自全球
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同學競賽，最終獲得了兩個
二等獎，比賽之外，兩位同學更一嘗寄宿當地家庭
的滋味；而在四月下旬，我們又再帶領四位同學到
印尼參與第四屆 「亞太未來科學家會議」，這個由
亞太經濟貿易合作組織舉辦的青年科學論壇，吸引
來自亞洲多國的青年科學人才參與，而四位同學更
獲得兩銀兩銅的佳績！

而在五月，更是激動人心的日子，十二位來自
不同學校的同學遠赴美國匹茲堡參與第63屆英特爾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當中六位分別來自英皇書
院和中華基金中學的同學獲得二等獎，更獲得國際
天文聯盟頒發的 「小行星命名權」，而香港也第一
次在同一時間內有六名 「星之子」誕生！實在是可
喜可賀！

五月的另一個國際性科學賽事── 「國際可持
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2012」中，三隊來自不同

學校的同學同樣憑優秀的研究項目，獲得兩個銀
獎和一個銅獎，而比賽期間，三隊同學更參觀了位
於休斯頓的美國太空總署的基地，親身體驗太空發
展計劃。而在六月下旬，科創中心帶領兩隊同學前
往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參與第二屆 「世界青少年英才
奧林匹克競賽」，憑出色的表現，兩隊同學從來
自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賽隊伍中獲得一金一
銀！

豐盛一年 屢創佳績
而在暑假期間，科創中心分別安排同學前往澳

洲墨爾本參與 「資訊科技挑戰賽2012」、在天津舉
行的第12屆 「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及在寧夏自
治區銀川市舉行的第27屆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賽
大賽」，並獲得超過100個獎項，滿載而歸！除比
賽之外，科創中心亦帶領同學參與學習交流活動，
包括到美國紐約市城市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參加
「國際師生學習交流計劃」及舉辦到新加坡進行科

技考察的 「新加坡科技創意考察團」，為同學在暑
假期間提供了一系列精彩的課外學習活動。

最後，在十一月期間，科創中心帶領6位同學
於北京參加第12屆 「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
並獲得2個二等獎及4個三等獎；同一時間科創中心

亦安排同學到印度出席 「國際兒童科學及數學節」
作交流比賽，最終獲一等榮譽。

在這一年期間，我們科創中心帶領多位同學，
乘夢想，橫越南北半球，穿梭東西多個大洲，成
就了精彩及豐富的一年！在未來的日子，科創中心
依然會和大家一同努力，發揮創意，共創更好的成
績！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金耀博士

教育委身與宗教使命

心同此理

每年12月節日氣氛濃厚，聖
誕、冬至、新年，大人小孩無不
感到興奮。

筆者最愛過節，不管節日是
中國的還是西方的，也不論那些
日子的生活狀況，只要知道佳節
將臨，原本極低迷的心境也會豁
然開朗。化紛亂為平靜，轉憂傷
為快樂的力量，令一些多愁善感
的朋友們都不明白，筆者究竟如
何能做到。因為他們認為，身處
憂柴憂米兼前路茫茫的逆境中，
哪來興致過節？

有些朋友認為筆者懂心理
學，自然知道解心結的方法，其
實不然，因為愛過節的心態是自
幼已開始，不是當下即興的新鮮
事。事實上，節日的氣氛會隨
不同年代愈來愈千變萬化，感染
力也伴隨人的成長有深有淺。然
而只有在漫長的人生路上接受過
種種的挑戰，才更懂珍惜每年遇
上的佳節，更願意去感受不同節
日背後的意義，也更享受節日帶
來的歡愉。

培養筆者常具正面心境歡度
佳節的，是走在時代前端的雙
親。如果今天家父仍在世的話，
他已是百歲老人了。熱愛生命又
性格爽朗的父親在超過半個世紀
前，已拿當時甚少人懂操作的
照相機和罕有的錄像機，在佳節

的日子裡為全家人拍照和拍影片
留念。他曾說： 「節日能維繫民
族文化，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也使親情更鞏固，應要好好
珍惜。」而堪稱廚神的家母，對
每個節日都非常重視，無論她有
多忙碌多疲倦，總會高高興興地
烹煮應節食品，美味的菜餚帶出
的那份幸福溫馨，家的感覺濃得
化不開。

雙親要筆者明白貧窮、逆境
跟憂傷、痛苦沒必然的關係。事
實上，哪有沒風浪的人生？逆境
或許會比順境多，問題也的確天
天有，但是消極苦惱無助走出困
境，只有積極面對，才知道解決
辦法原來比困難更多。家境清貧
遇上父親退休的那年，全家經濟
告急卻巧遇農曆新年，唸小五的
筆者敲碎了婆婆送的瓦豬仔錢
罌，拿來5塊錢給母親買過年用
品，兩鬢斑白的父親微笑地輕摸
筆者的頭說道： 「很高興你為全
家出的一分力，令大家仍能歡度
佳節，希望將來你能把這美德傳
給下一代。」

人生不過匆匆數十年寒暑，
放下怨恨憂愁，常懷積極正向的
人生觀，每一天都是佳節。

集仁琛
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歡度佳節

美德你得

成長札記

每當我心情煩悶的時候，喜悅的時候，窗外
的風景就好像知道了我的心事，反映我內心的
感受。

窗外的景致就好像人生百態，只要我們留心
觀察一下，不難發現我們的影子。今年的暑假，
在一個下毛毛雨的下午，我倦極入睡了，忽然
就被窗外滴滴答答的雨聲吵醒了，我伸了一個懶
腰，回頭看看窗外那帶青草氣味的風景。我看
見很多人在走避，以免被雨水沾濕衣襟；遠處的
球場，一班小伙子冒雨水在踢球；此時，不遠
處看見一位婆婆，撐雨傘，小心翼翼地照顧她
的孫兒橫過馬路。這一刻，我的腦海浮現出小時
候的一個畫面。在我讀幼稚園的時候，是由
照顧我的起居飲食，無微不至，尤其是雨天或晴
天，都必定會帶備一把雨傘，一方面可以遮擋太
陽，另一方面又可以遮擋雨水，真是心思細密
了。可惜，後來我們搬家了，每星期只可以與
在星期天相見，每當我有心事的時候，便會想
起她了。她除了疼愛我們之外，還是一位慈祥的
長者呢！

靠近窗邊，窗外的一事一物，畫入眼簾，大
自然的變化，令花草樹木都變成一幅美麗的油
畫；從窗外觀看熙來攘往的街道，匆匆走過的行
人，他們背後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故事呢？

窗外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3E 招敏琪

進學篇

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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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隨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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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面。

早前考評局已發放2012年度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樂理考試成績，在此恭喜獲得好成績之學員，成績
未如理想亦不用氣餒，最重要是找出背後原因，勇
敢面對。

「學習五級樂理究竟需要付出多久時間？」不
少家長、學員甚至新手導師也對此苦惱。坊間亦有
不少 「速成班」標榜學習十多堂便可完成、又出現
「保證合格班」。對筆者而言，這些只不過是宣傳

伎倆吧！本人小時候學習九個月，那段時間的確學
懂了各種範疇。現今 「速成班」以三個月甚至更短
時間選擇性地把有限的知識塞進學生腦中，無疑有
人會成功考取合格，不過肯定有 「附帶條件」：每
課時間比正常長、溫習時間較長、一周上課次數較
多、學到的知識有限且不透徹。還記得有位家長提
到：曾經有朋友表示她子女之老師提到可以用兩個
月學懂樂理，她反應甚大並直接表示沒可能，因她
曾親身經歷。

不瞞大家，我曾嘗試以三個月、六個月、九個
月甚至一年教授學生樂理。教授前，我憑良心直接
向家長表明絕非為了金錢而拖長時間，由於學習時
間長與短與學生天資及後天努力有直接關係，絕對
「因人而異」。以經驗而言學習至少半年較為穩陣

吧！
樂理考試曾為學生帶來折磨、氣餒。回想從

前，有位學員小時候匆忙考獲小提琴後立刻學習樂
理，那時筆者受命於上頭而被迫以三個月時間教授
樂理。這學員年紀小，自命聰明，其實不求甚解，
吸收力有限，加上惰性不肯溫習，致第一次成績不
合格。不久，繼續加入班中多學兩個月，可惜惰性
依舊、欠交功課，第二次依然不合格且比第一次低
分。長大後心智成熟了，亦明白溫故知新之道理，
第三次終於成功。這個案帶出 「學習態度」及 「學
習年齡」之重要性。

近年，接過家長查詢，她女兒考獲二級樂器、
就讀二年級，希望以兩個月應考五級樂理。從年
齡、學習時間、理解能力、自理能力、音樂基礎能
力上，筆者認為既苛刻且難以應付。歸根究底源自
家長心急以及坊間不良宣傳效果帶來之惡果。真心
祈求坊間有良心之老師堅持灌輸 「真課程、真內
容」予下一代，不致日後知識界淪陷！

香港藝術音樂協會主席 何俊榮

堅持教授「真課程」

文康資訊

李歐梵、李雅言對談
「賞樂與閱樂」

時間：1月6日（星期日）2:30PM-4:30PM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截止報名：1月5日（星期六）
網上報名：www.cp1897.com.hk

2012年12月14日美國康涅狄格州校園槍擊事件
中，二十多位學校成員失去了性命，沒有機會與家
人共度聖誕節了。作為在太平洋另一岸的學校家
長，萬里相隔，您有什麼感受呢？

您會驚訝美國槍械氾濫引致的無辜犧牲，亦會
對這批死難師生作出哀悼，但您有否留意到這慘劇
中教育工作者偉大的奉獻呢？

當槍手闖入校園後，正在開會的正副校長及心
理專家一聽到會議室外有槍聲，想也不想便衝了出
去，沿走廊尋找槍聲源頭。結果是校長與心理專
家殉職了，而副校長也因與槍手糾纏而身中兩槍。
另外，一名27歲女教師為保護學生安全，不顧危險
地擋住槍手去路，被槍手當場轟斃。

以身體為學生抵擋子彈
想想，在一個平靜的教學日子，有誰預計到要

衝出會議室以生命來處理危機，在教室內以身體為
學生抵擋子彈。要校長和教師在這突然的時刻作出
這忘我的行為，原因只有一個：將學生的安危放在
自己的教育任務的首項，更高於自己的性命。

誠然，當教育工作是良心事業。若教師只是按
時上下課，依進度教書批改，對學生成長及學習漠
不關心，不要說臨危難時要為保護學生而奮不顧
身，就是日常課後指導學生作業也會視作麻煩困
身。幸運的是，在香港的學校裡，確是充滿為學生
教育而忘我工作的老師。

為什麼老師會超章工作呢？主要是因為對教學
專業工作的投入，希望學生學得好。而另一因素也

不要忽視，就是宗教性的使命感。香港的天主教及
基督教會辦學，比政府辦學還要先。以往神職人員
擔任教學前線的教師和校長，除承擔辦學傳教的使
命外，他們更會以身作則， 「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關心弱勢、愛護學生。故此，很多在上世紀
在教會學校成長的學生都會有以下的感受：就是學
校不止是讀書爭成績的地方，還有道德靈性的修
養。

時至今日，本港的中小學有約一半是由天主教
及基督教會辦理。教會辦學會透過宗教的教誨作為
德育的主體，而聖經的道理與相應的德育材料亦相

當豐富，故此家長對教會辦學對子女德行培訓有一
定的信心。

在每年的聖誕節，這個因為耶穌基督而來的假
日，與子女共聚天倫時，不單是吃喝玩樂，也應領
受耶穌為世人贖罪而受苦的教誨。讓孩子明白人生
的目標不止是個人的享有，應包括對他人的服務和
貢獻，而美國校園槍擊事件中英勇犧牲的校長及教
師更是值得他們學習的榜樣。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許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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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中心在過去一年帶領來自不同學校和地
區的同學前往世界各地，參與一系列的精彩科
學比賽，並獲得了非常優異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