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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家長教師會

給家長的信(三) : 對學生的適切期望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① 出自宋朝九歲能作詩的神童汪洙。以讀書作

為出人頭地的思想影響往後九百多年的中國人。雖然科舉考試已於1905年(清代
末年)被廢除，但代之而起的學歷(包括小、中、大學及相關公開考試)成為謀取較
高薪酬職業的重要條件。因此，中國父母對子女的學習要求，整體而言在全世界
來說是偏高的。

近年香港學童所承受的學習壓力引起社會關注，而隨著相關評估的普及，個
別學生的考試焦慮、抑鬱等問題，也引起大家的關注，於是有團體開始探討學校
和家長對學生的期望是否過高，甚至批評父母期望子女讀大學。其實在公元
2000年以前，我們很少聽聞有人說父母不應期望子女讀大學的，有些人甚至認為
父母向子女貫輸「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思想是正確的。例如在大約三十
年前，當時我正在英國讀大學本科，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學長很欣賞我父母送我入
大學讀書，並且認為父母期望子女讀大學是天經地義的。三十年前的大學入學率
只有幾個巴仙，考上大學近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其實當時很多為人父母的
會面對現實，不會對子女施加太大的壓力；有些父母自己讀書不多，認為子女讀
到中學畢業已經足夠了。我的父母屬於後者，所以考上大學及後來讀研究院，全
是我個人的學習目標，父母沒有給過我任何壓力。

我與新界圍村人士是同一個族群系統的，但我的鄉下在新界以北的深圳地
區，所以我不是新界原居民。我母親是文盲，父親在鄉下只讀過三年書。他們來
港後經營山貨店(類似現在的家庭用品店)，對子女的期望是跟族人去英國經營飲
食業。至於讀書的要求，他們認為讀到小學畢業已經不差了，讀到中學畢業已十
分足夠。我父母生了八個子女(五子三女，他們重男輕女及儘量多生子女的思想
十分傳統)，我伯父母生了三個女兒(他們為未能生兒子而感到遺憾)。論聰明和學
習能力，我在十一位兄弟姊妹中屬於中上，大概有三、四位比我聰明，最後的結
果是只有我一人讀上大學，其他十人最少的讀過幾年小學，最多的也只是中五畢
業。我認為這很大程度上與父母的期望有關。你不期望子女讀大學，子女一般都
不會有這股動力(即使他有讀大學的能力)，像我這樣自發要讀大學的十無一人。
我父母期望子女跟族人去英國做飲食業，結果有五名子女達成他們的願望。

我的經歷告訴我，必須對學生有適切的期望。所以我開宗明義跟學生和家
長說：「我期望莊預的學生全部都能讀大學，即使畢業後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
程，最後都要銜接上大學讀學士課程。」我的理據是確立讀大學的目標就像打籃
球投籃一樣，如果投籃時沒有入籃的目標，一般都不會成功。有了這個目標，就
有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期望，會對學生構成一定的學習壓力。我認為適度的壓力
是必須的，但過度的壓力則影響學生的健康。對學生學業成績的期望，一般來說
校長可構成的壓力較次、相關老師可構成的壓力較大(但校長可以透過相關老師
對學生構成壓力)，父母可構成的壓力最大。作為最了解子女的人，父母應給予
子女適切的期望(即適度的壓力)。這壓力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又要因人而
異，並需掌握適當的溝通方法，確是很考功夫。雖然很多父母都想子女在公開考
試中取得好成績，但父母應該讓子女知道「只要盡了力，考不上大學或成績未如
理想，無需怪責自己，覺得自己對不起父母或師長」。這幾句說話是為學生減壓
的重要一環，是為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提供的一扇活門。

校長
李盤勝博士
二零一六年四月

註釋：
① 汪洙「萬般皆下品，惟是讀書高」這兩句詩可解作「所有職業都是低下的，只有讀書入仕當官才是高貴的」。很多人將這兩句詩誤為
「萬官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官」、「般」兩字讀音相近，故有此誤。古代官分九品，但「品」這個字也可以解作一般事物的等級。
汪洙寫的《神童詩》頭幾句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
人」。他說「讀書高」就是要讀好書，考功名當官。汪洙後來確是考上進士並當上高官。顯然，「萬官皆下品」與下句「惟有讀書高」是
完全矛盾和解不通的，因為汪洙的意思是讀書就是為了當官，官是高貴的職業。



作者是塔爾班夏哈。這本書不是一般勵志的書，而是

教人如何獲得快樂的書；作者是一位心理學家，他書中所

有的都是他經過科學實驗證實後的結論，不是無中生有。

2004年，他在哈佛大學任教，當時選讀他開設「更快樂」

這一學科的學生人數多達855人，是全校報讀人數最多的一

科，可想而知，這學科的內容很吸引，他的講授很精彩。

每個人對快樂的看法都不盡相同，而班夏哈指出，快

樂並不是一個終極，而是一個過程。有些人為了將來可以

享有圓滿成果，而犧牲目前生活的歡愉，他認為這是不對

的。相反，如果只顧目前享樂，而不籌謀將來生活，他亦

認為這種享樂主義是不正確的。那麼，作者如何理解快

樂，甚至更快樂呢﹖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書名是

《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英文書名是“Happier”﹚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快樂的2016 家長教師會主席韋寶華

快樂之道

他提出以下六項建議：

【一】人生有喜、怒、哀、樂，生活快樂並不表示我們每一刻都要笑容滿面。

【二】我們要找到生活樂趣，多做有意義的工作。

【三】快樂在乎對事件的主觀演繹，不在乎身份地位的外在條件。

【四】生活要簡單，不要過於忙碌，
要學懂如何取得平衡。

【五】要做適當運動、有充足睡眠，
培養良好飲食習慣，保持身心健康。

【六】學會感激別人，欣賞美好事物。



觀後感

廣州中山大學考察

十二月十八日，早上七時冒著寒風坐上（保良局教育交流團）的巴士直奔廣
州中山大學，参觀這所百年學府。

抵步後，馬上聽取大學教職員细說它的歷史、發展過程及未來展望，對這所
老牌大學有份無名的敬仰。由國父孫逸仙先生倡議成立的學府，不知經歷多少蒼
海桑田，顛沛飄移的戰争時代洗刷，仍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和成就，真是了不起
啊！

午飯後，家長教師一夥兒暢遊校園風景，只見绿油油的偌大草地，被多個自
動花灑沐浴得異常嫩绿，陽光折射出一道道彩虹，形成奪目的七色橋。草地旁的
行人路上，排例着一棵棵茂盛的大樹，漫步其中，整個人頓覺悠然自得，心情坦
然舒泰。

舆兩位從香港北上就讀的學生交談，例如；日常起居、學業情況、文化差異
等逸事。他们初期同樣遇上適應的問題，但好快就解決了。其實香港學生可甄應
自身能力，透過三大途徑：港澳台联招、院校獨立招生、免試收生計劃，到内地
升學。一來可體會大學生活，二來可擴阔生活圈子，多瞭解中國民情，對將來就
業必有脾益。

最後踏上歸途，回看豎立在校門的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不就是現今香港莘莘學子要學的東西嗎？這問題應讓從事教育工作者深思。

家長教師會文書  馬來明



觀「戲解文言」有感
屯門大會堂內，學生就座。眼前的戲台不大，望去大概只有二十平方米，台的正中央是個

梯形鐵架，架中吊著塊臉盆大小的「碧玉」。舞臺設計簡單。整個會堂靜如無風的湖面，不起
一絲波瀾。

鑼鼓聲驟起，推翻前刻的沉寂。身披戰袍的威武大將軍廉頗出場，接著是身著長袍的藺相
如淡定入場，而穿錦衣黃袍的趙惠文王亦緊隨其後。主角出場，要逐一介紹，然後奏樂逐漸加
快，演員一展歌喉，高亢洪亮，中氣十足。演員竟然把《廉頗藺相如列傳》的文字化作唱詞，
配合宮商角徵羽的或高或低，隨節奏的時快時慢，把故事的來龍去脈唱了出來。
整個表演不單有對唱的形式，還夾雜著人物之間的對話，生動傳神的肢體動作。舞台上的一個
梯形鐵架，本來是門舍，忽爾為章臺，旋即又變成朝廷；演員在其中穿梭攀爬，給鐵架賦予了
不同的意義；鐵架不再是鐵架，而是一幕又一幕的故事場景。

來來去去，只有三名演員，每個情節的轉換都沒有半點停頓，靠的是演員之間默契的配合
，隨時填補空缺，一人往後台，則另一人整裝而出，銜接得天衣無縫。

通過科、白、曲三種形式的配合，沉悶乏味的文言文故事，此時戲解文言就將其昇華成為
視覺、聽覺的雙重享受。

薛春玲  5C 

「書展」 薛秋玲  5C 

今年年初，我校圖書館邀請商務書局蒞臨禮堂開辦書展。

一大清早，校工與書局員工在禮堂裏手忙腳亂佈置現場：
禮堂內擺放了好幾張長方形大桌子，桌子與桌子相連，桌子上
或橫或豎鋪滿了各式各樣的書本，小說散文傳記遊記漫畫應有
盡
有。乍看，是一堵由書磚建造的萬里長成，也是一席由喜怒哀
樂共同烹調的閱讀饗宴。

小息時，同學都蜂擁而至。禮堂上，愛書人很多，有的捧
著喜愛的書本俯讀仰思，有的看到有趣的一頁時會與身旁的好
友分享，有的就著書本一個議題來個即興討論。上課鐘聲響
了，同學意猶未盡，旁若無鐘，長久不肯離開，返回課室。

書展還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老師會在課堂上抽出一些時
間，帶領同學去禮堂「買書」。老師讓同學選取喜歡的書籍，
並由學校購入作為圖書館的書籍，日後供同學借閱。這樣不但
師生可以交流意見，互相推薦好書，圖書館可以照顧不同學生
需要，同時提升了學校的閱讀風氣。

對於我們這群愛書人來說，書展的確是一場盛宴，我們可
以咬文嚼字，含英嚼華，吃了滿腹詩書，然後來個打嗝如蘭。
我在期待下一年的書展呢！

「賀年」活動 李彥莹  5C 

為了迎接猴年，中文學會舉辦了賀年活動。

歲晚之時，中文學會舉辦了即席揮毛寫揮春活動。

用毛筆來寫字，很傳統，是一頁歷史。中文學會為了讓歷史
再現，讓同學感受寫書法的興致，於是在午餐時間舉辦了這項活
動。幹事在禮堂門外擺好了桌陣，鋪好了報紙，預備了紅紙，不
一會，師生都踴躍就座揮毫。同學很久沒有寫過大字，有些更不
曾學過書法，他們的字跡寫來歪歪扭扭，甚可笑。不少同學都在
紅紙上寫上「五星臨門」、「大學重聚」等等期望

，彼此祝福，互相勉勵。

新春以後，中文學會舉辦了元宵節活動。

中文學會幹事在午飯時間開鍋燒水，烹煮傳統應節食物——
湯圓。煮熟後，在湯圓上灑了一層甜甜的花生碎，好不滋味。除
此之外，學會還準備了滿滿一大盤的咖喱魚蛋，金黃豐滿，象徵
著圓圓滿滿。同學們一邊享受著美食，一邊踴躍地參與著另一個
傳統活動——猜燈謎。學會準備了好幾十道燈謎，讓同學來個腦
力大測試。直到上課鈴響了，同學還是戀戀不捨地聚在一起展板
前搔破頭皮。

賀年活動是一個快樂和放鬆的時刻，給同學一個難忘的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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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韋寶華先生

副 主 席：曾美霞女士
           周永強老師

文 書：馬來明先生

湯禎禮老師

司　庫：周燕芳女士

陳詠雯老師

常務委員：李麗英女士

陳綺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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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模範生中六級模範生 鄭巧悅同學鄭巧悅同學



2015-16聯校燒烤活動 - 丹竹坑優閒農莊2015-16聯校燒烤活動 - 丹竹坑優閒農莊



全年活動概覽表及工作報告全年活動概覽表及工作報告
本年度舉辦/合辦了多項活動，計有：

1. 12/9/2015 
2. 17/10/2015 
3. 31/10/2015
3. 1/2016    
4. 5/3/2016    
5. 3/2016
6. 12/3/2016 
7. 7/5/2016
8. 5/2016   
9. 4/6/2016 

家教會幹事參加中四迎新日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執委會選舉

家長講座 : 大學聯招

家長校董選舉

聯校家教會活動 – 聯校燒烤

中六級模範生選舉

家長講座 : 「愛．管．教」家長工作坊

家長參與唐初「家長與校長真情對話」活動

出版第六期會訊

家長講座 : 重建溝通路 - 家長工作坊

其他:

   本年度家教會共開五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委任家長代表加入「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監察學校買賣物資的情況，

   以保障學生的利益。

   委任家長代表參予審批學校的大額標書。

   舉辦年度模範生獎，以鼓勵學生勤奮學習。

   支援學校為新高中的同學舉辦的活動，如生涯規劃講座，探訪大專院校，

   及遊學團。   

~~~~~~~~~~~~~~~~~~~~~~~~~~~~~~~~~~~~~~~~~~~~~~~~~~~~~~~~~~~~~~~~~~~~~~~~~~~~~~~~

~~~~~~~~~~~~~~~~~~~~~~~~~~~~~~~~~~~~~~~~~~~~~~~~~~~~~~~~~~~~~~~~~~~~~~~~~~~~~~~~

聯絡家教會聯絡家教會

 

家長如欲聯絡本會，或反映任何意見，可以： 

1. 致函予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

   或

2. 傳送電子郵件到本會電郵信箱：ptassoc@sfc-plk.edu.hk

家教會執行委員有定期例會，商討會務及跟進活動進展，如家長會員

有興趣列席，可隨時致電或電郵給我們查詢開會日期及報名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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