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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守候》
揠苗助長的故事，相信大家耳熟能詳。原文見
於《孟子 公孫丑上》：「宋人有閔(擔心)其苗之不長
而揠(拔)之者，芒芒然(疲倦)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疲倦)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
(枯萎)矣。」
農夫「擔心」禾苗不長，想到了用「拔苗」的方
法，讓它看起來高一點。這個方法其實十分費勁。記

於佛山學習詠春

得某年跟同學到內地農村交流，有同學因為看見農夫在收割花生(即把整株花生連根拔起，並在一架類似打
穀車上將花生打出來)，覺著有趣，於是向莊稼人提出要幫手的要求。但他們只興奮地、奮力地忙了不到十
分鐘，便因為太疲倦而全都跑掉了，只留下一位為了顏面的校長，繼續努力地拔呀拔……
辛苦過後，農夫回到家裏，並告訴家人自己的勞苦和疲倦，盼望得到家人的肯定及讚賞。可是他的兒
子卻箭也似地跑到田地去，回家後告知父親：禾苗全都死了。禾苗死了，努力白費了，讚賞更沒了影。
故事的教訓：「欲速不達」告訴你不能為了求成而只求速度；「好心做壞事」提醒你：你所付出的真
心、好心，可能因為方法錯誤而壞了事情。我覺得孟子在這個故事之後所作的討論，值得現代父母深思，
思考一下自己對子女培育的心態。孟子如是說：
「其實天下不幫助禾苗生長的人是很少的，以為培養工作沒有益處而放棄不幹的，就是種莊稼不鋤草
的懶漢；違背規律地去幫助它生長的就是拔苗的人。這種助長的行為，不但沒有益處，反而會傷害它。」
(楊伯峻譯注)
天下父母都希望子女成材，致力栽培；不予以幫助的父母其實很少。如果任憑子女自生自滅是「懶惰
的父母」；但因為擔心子女的成長(「閔其苗之不長」)，而不惜「揠之」的父母，反倒會對子女帶來壞的後
果。我曾聽說過有些孩子早年在父母極力「催谷」求得中學學位之後，就撒手不管，結果中學以後，在無
父母幫助、自己又無法自理的情況下，蔫了。
知道不應該做些什麼，不等如知道可以做哪些。其實，父母要學習的功課是：忍耐和等候。多年前遇
上一位不懂繫鞋帶的中一學生，我深信他是沒有忍耐和等候的犧牲者。父母要給孩子的是時間，就是給他
學習繫上鞋帶卻一次又一次失敗的時間；並且一次又一次示範給他看該如何作的耐性。最速效的辦法當然
是由他人代勞；又或為了避開那條鞋帶而只買「魔術貼」款式的鞋子。但終其一生，他連最基本的技能也
無法掌握。這是何等樣的悲哀！
等待，如花草等待四時的甘露；忍耐，如上主期望人類回轉的千年忍耐。

【學務介紹】

郭善新副校長

1. 面對文憑試，中六中英文兩科均安排拔尖補底班，幫助學生提升成績。數學及通識科則在課堂內進行拔尖及試
題操練。
2. 中六退修科的學生在自修堂的時段安排數學科訓練，鞏固學生基礎能力。
3. 面對初中學生的學習差異，在九月及十月已安排英文輔導班；測驗周後，安排中英數三科的功輔班，幫助學生
鞏固學習基礎。
4. 為預備WiFi900及STEM教育的開展，部份科目開始試行電子學習，加強課程的探究元素，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效能。

【教師培訓】

何王麗芸副校長
為配合教育局推動的「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 (STEM
Education)，學校在2016-17學年分別舉辦STEM工作坊、參觀機構及
邀請友校分享STEM教育的經驗。2016年8月，由本校老師教授推動電
子學習「WiFi 900工作坊」，培訓老師使用學習軟件，讓課堂變得更
互動，藉此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學生的精神健康也是學校老師十分關注的事項。2016年11月，本
校邀請了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Teen情」中學生精神健康教育計劃
主任馮澤棠先生到校分享，馮先生綜合上學年學生所做的「中學生精
神健康調查問卷」結果，向老師講解及提供舒緩壓力建議。

馮澤堂先生主講專題

【What made Felix a Level-5 achiever in DSE English?】
Mrs. Lee Lai Chun Nei

Felix, Tsang Hok Lam, a Form 6 graduate of last year, attained Level 5 in English in
HKDSE 2016. He was invited to share his experi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during the
Southern District School Tour on 27 November 2016. His sharing on how he became a
successful learner of English was absolutely inspiring to our students.
Felix was grateful for what the school had done for him. In his junior forms, he found the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helped him cultivate a good reading habit. He built up his
vocabulary bank naturally through reading. To him, reading was not a school assignment, but a pleasure that challenged himself to achieve higher reading levels. The
reading scheme allowed him to accelerate his learning at his own pace and widened his
scope of knowledge. From Form 4 to Form 6, all students are requested to rea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write news commentaries. To Felix, it was never a tedious task. He regarded reading newspaper as his daily habit
and enjoyed expressing his views in English.
Another valuable experience was that he participated in the Speech Festival from Form One to Six. The training
sessions with the NET teacher not only improved his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but also built up hi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Of course, self-motivation was his key to success. Starting from Form One, he read the free
newspaper, Hong Kong Standard, every day. Most importantly, he had extensive exposure to English books, magazines, movies and songs in his leisure time.
Felix is a good example to our students. If you think positive, school assignments can be useful tools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Learning outside classroom can also be a pleasure if you regard it as a pastime. So enjoy reading
books and watching movies in English and never confine your learning to a classroom setting.

【3D打印在浸中】
學校本年得到呂明才基金資助
推行STEM教育，以3D打印作為推
動，鼓勵同學動手、動腦，製作3D
立體作品。師生們皆為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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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鑽研，一同學習。

1. 中五同學學習砌合3D打印機
2. 中三全級學習3D打印軟件的使用
3. 老師培訓：掌握3D打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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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中潛水隊】

水中檢查珊瑚的情況

兩代潛水隊參與2016年8月的珊瑚普查活動

【2016-2017 PeerNet】

PeerNet Camp 2016 陣容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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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
主席的話
梁翠華女士
前幾天氣温驟降，身為媽媽的我，大清早起牀，為
孩子準備弄一頓熱騰騰的早餐， 提醒他們添衣，小心着
涼。可是，當我推開房門，孩子便嚷着：「媽媽，你這
麼早起來幹甚麽？你不要那麼勞累，多睡一點，我們長
大了，懂得照顧自己！」 說罷，一手便把我推回房間。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前合照

頓時，我的心裏流過一陣暖流，甜絲絲的──孩子真的長大了！
此刻，我驀然回想，作父母的都曾經歷：子女出生的喜悅，牙牙學語時的驚喜，學懂禮貌守規的安慰；照顧
子女的辛勞；為學業成績的擔憂。這一切一切都歷歷在目。
當子女踏入中學階段，開始獨立自主，身心都不斷在轉變，不少父母都要適應子女的「青春期」身心轉變；
為子女的「反叛期」行為而懊惱；為子女的前途問題而擔憂；為緊張的親子關係而嘆氣。要解決以上種種的問題，
真的談何容易呢！
家教會正是各位家長的同行者。近幾年，我有幸成為其中一份子，在這個大家庭彼此支持、互相鼓勵、分享
經驗、交流心得，無論遇到喜樂或哀愁，身旁總有人分享，路上絕不會感到寂寞。
祈盼每位浸中人能互相守望，相親相愛。

【學校消息】
歡迎江至琮老師、何峻傑老師、郭俏妤老師、
楊子軒先生、譚偉謙先生、陳穎儀小姐、陳翠
怡小姐加入浸中大家庭；教導、協助學子們成
長。

羅嘉俊老師於2017年1月14日小登科，與岑靄
兒小姐組織家庭。願他們甜蜜攜手開拓美滿的
婚姻生活。

楊美鄰校長於9/1/2017 – 23/3/2017期間進修
休假，由郭善新副校長及王麗芸副校長共同署
任校長工作。
恭喜郭偉業老師家中添了位千金郭天藍，小千
金於2016年9月2日出生，祝願她健康成長，一
家三口子樂融融。
羅嘉俊老師與太太的甜蜜婚照

【編者的話】
港鐵南港島線已於28/12/2016開通。
期望東邨交通得以改善。此為誌。

學校通訊委員會

郭偉業老師一家三口

顧 問：禤楊美鄰校長
總編輯：李文靜老師
委 員：黎錦萍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