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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Teenager)的年齡界限    
在 香 港 ， 有 學 校 為 初 中 學 生 提 供 成 長 支 援 計 劃 ， 稱 為

「Teen Power 成長支援計劃」，目標是幫助一些學習態度較

差的學生改過。香港的初中學生年齡一般介乎11至15歲。究

竟青少年(Teenager)的年齡界限如何？中國有「少年十五二

十時」一語，故按照中國人的概念，少年人應介乎15至20

歲。青少年一詞多了一個「青」字，年齡下限可以降低，降

低到多少歲，則沒有界定。

就英文Teenager(青少年)一詞的字面解釋，Teenager 的年

齡界限應為13至19歲。因為在英文的數字之中，只有13(thirteen) 至 19(nineteen) 這幾

個數字有teen這個字根。Teen age 的人(er) 就是介乎13至19歲的青少年了。這大概是英

國人對Teenager 的年齡界限。至於香港學校要為初中學生提供「Teen Power成長支援計

劃」，最好當然是由中一開始。然而，若從正名出發，最好還是不要叫「Teen Power 」

了，因為十一、二歲的中一學生仍屬小童，尚未能稱為青少年(Teenager)也。

李盤勝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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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自省： 

人不敬我，是我無才；我不敬人，是我無德；

人不容我，是我無能；我不容人，是我無量；

人不助我，是我無為；我不助人，是我無善！

在這年頭，有些人遇事不自省，反而怪東怪西指責他人

不是，錯都不在自己，全是別人的錯，反觀有品德的人，凡

事自省已身，修身養性。願意也好，不喜歡也罷，該來的會

來，該到的會到，沒有選擇，無法逃避。有些事不管我們願

意不願意，都要發生，有些人不論喜歡不喜歡，都要面對。

人生中遇到的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不是以我們的意志為

轉移。

「包容」是肯定自己也承認他人，是一種善待生活，善

待別人的境界。在包容的背後，蘊含的是愛心和堅強，是挺

直的脊梁，是博大的胸懷。它既不是懦弱也不是忍讓，而是

察人之難，補人之短，揚人之長，諒人之過，而不會嫉人之

才，鄙人之能，諷人之缺，責人之誤。心若計較，處處都有怨言；心若放寬，時時都是

春天，若要計較，沒有一個人、一件事能讓你滿意。心寬一寸，路寬一丈，人活一世，

最重要的是心靈的安穩和平靜，何必跟自己過不去。

儒家的哲學人生 家長教師會主席 何國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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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 很想把作為家長教師會委員的生涯，分享給每位愛護自己子女的家長， 

更想藉著親身經歷所得, 鼓勵各家長參與其中。

回顧小兒完成中三後，便轉到保良局莊啓程預科書院就讀中四。因為要應付文憑試

的關係，我對他的成績也開始緊張起來。這個考試對他來說，是真正個人學業上的挑

戰。我很想幫他一把，但不知從何入手，於是便毅然參與家教會。

我在期間參與了學校的校董會、校內及友校唐乃勤初中書院的家教會活動、與校方

就如何增加補習班予學生交換意見，亦為保護校譽提出建議。在過程中，我體會到校方

表現是正面及積極的，自己的意見亦受到尊重。我亦感受到保良局百年慈善團體，是如

何的穩健，這份對辦學的堅持，更教人敬佩不已。

希望家長們明白家校合作，才能真正扶持子女成長。子女在面對的考試壓力、情緒

的起伏、在青春期的心智變化，及將要離開學校的忐忑心情，都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及諒

解。參與家教會不僅有助與子女的溝通，並且可大大促進彼此間的感情。

最後，藉此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的包容和付出，本人獲益良多。

兩年半家長教師會生涯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馬來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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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潘嘉穎 徐曦敏「台灣升學及可持續發展考察團」活動感想

今次有幸到台灣考察，感受當

地的文化氣息，了解當地的升

學情況，認識能源的可持續發

展和體悟到環保教育的重要

性。

　　 我們探訪了淡江大學，

校園景色尤其優美， 滲透著濃

厚的人文氣息，而且設備齊全，

亦有很多學系供學生選讀，例如

外語系、工商系、化工系等等。大學的學

習環境舒適，絕對是 理想的海外升學選擇。淡江大學舉

辨了一個研討會，向我校同學介紹有關於台灣升學的資訊，還特地邀請了莊預的師兄為

我們講解。在主辦單位熱情招待下，同學們用心聆聽，大家都獲益良多。

　　 此外，我們到訪台灣電力公司第二核能發電廠的北部展示館。展示館的工作人員向

同學們介紹了整個核能發電的過程，播放短片講解今時今日台灣電力發展的情況。現

時，全球每一個城市都在發展，當然台北市亦不例外，因此當地住宅和服務業的用電量

亦不斷增長。為了配合台灣人的需要，台灣政府不斷改善其能源政策，包括減少使用燃

煤發電，以潔淨能源佔總能源供應百分之二十為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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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參觀了慈濟環保廠，了解塑膠的回收及處理過程，當地的志工被人稱為「人

間菩薩」，因為他們為了慈善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勞力，甚至願意捐款支援環保事業

。志工講解循環再造的塑膠可製成毛氈、衣服、背包等等，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確

的垃圾廠建於社區之中，而垃圾廠的附近更會興建游泳池和健身室，使該區的居民免費

享用當地的設施。政府亦承諾每天焚化所產生的氣體控制在安全範圍內，持續進行監管

和檢測，令當地居民慢慢接受焚化廠的存在，與之和平共處。這不失為「雙贏」的政策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垃圾焚化爐設於民居附近定必引起居民的強烈反對，可是台灣

保資源不被濫用和浪費。

　　

　　

　　

，亦值得香港借鏡。



　　

　　 台灣人的環保意識遠勝於香港，教育是相當重要

的一環，當地人從小就著重公民教育，學習環保知

識。簡單來說，小朋友在家懂得把垃圾分類，每個家

庭也設有五個袋子，分別是「塑膠」、「鋁罐」、

「紙張」、「電池」以及「不可回收的垃圾」，而我

家中卻只有一個什麼都會放的垃圾桶，可真是天壤之

別。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電池也要回收？原來即使

一顆小小的3A電池會對土壤造成嚴重的污染，令一平

方米的土地都不可再作耕作之用。台灣的市民也喜愛

自備餐具和飯盒，即使在外飲食也會自己收拾托盤協助回收物資，盛載外賣的容器不再

是「發泡膠」而是可循環再造的紙盒。另外，台灣的膠袋徵費政策亦有別於香港，徵收

的費用是用作購買可再生物料去製作膠袋，而不是單單徵收稅款。由此可見，台灣人對

環境的保育是從小培養的，而且貫穿在生活中的大小事情。至於香港的環保發展，我認

為可被形容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實在有很多需要進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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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三夜台灣遊學團，我並未能深入了解台灣的風土人情，但對於台灣人的環保意

識，以及政府完善的環保政策，卻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眼界大開。

坐在旅遊車裡，導遊不停地講述台灣的環保政策於世界排名中領先，我起初不以為

意，下車親眼所見後，卻由心底裡敬佩台灣人。即使在忙碌的日常生活裡，他們也可以

持之以恆，每天把家中分好類的廢紙、玻璃、塑膠、電池、廚餘等等，包裝入特制的環

保塑料袋，投進在傍晚時份於路邊停泊的垃圾分類回收車，每天如是。雖說是政府的強

制政策，但全台灣人民的認同、支持，才能使台灣上下貫徹執行環保措施，實現了香港

所「奢望」的源頭減廢，造就了現在乾淨、污染程度較低的台灣。

環保意識植根於教育。在台灣，從小學至大學，午餐後的廚餘並不是連同飯盒丟進

垃圾桶，或放在桌面等待清潔工收拾，而是自行清理剩飯剩菜，再整齊地把碗筷分類疊

好，減輕清潔工人的負擔。在台灣，很少見街道上有垃圾桶，台灣人會把隨行垃圾帶回

家裡分類，等待回收。在台灣，回收業並不是「執垃圾」，而是一種可以創新發展的新

興行業。回收的「寶特瓶」，亦即香港人所說的「膠樽」，在處理後可以搖身一變，成

為毛線、製成衣物、運動鞋、太陽帽、行李箱或者其他實用的日用品，在天災發生時，

這些再造日用品便可送往災區，成為重要的救援物資。

5A 蒙沛琦探討台灣的環保政策及市民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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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讓我想到一海之隔的香港，廚餘、膠樽

、固體廢物全部一併廢棄在堆填區。市民對於「垃

圾」的想法，仍停留於無用的、惡臭的，然後坐等

堆填區被填滿；對於回收產業，腦中浮現的是街上

老人執紙皮、鋁罐，視他們為「拾荒者」。一海之

隔，同樣的「垃圾」、「廢物」，命運卻截然不同

。環保的概念，正正是香港在全力發展經濟時被拋

諸腦後的、使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

在一排排三四層高的古老平房裡，台灣市民的

環保意識比香港人優勝。香港市民身處聳入雲霄的

摩天大樓中，強烈反對新堆填區選址於自家門前，

卻對日漸飽和的堆填區無動於衷。另一邊廂，台灣

的焚化爐能和周邊的市民和諧共處，而焚燒垃圾所產生的能量更可用來發電，不僅使焚

化爐自供自足，還能透過出售電能賺取利潤。

回頭看看香港街道上，每日被擠爆的垃圾桶，在政府的精心設計下，垃圾桶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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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勒潔靈深圳市鹽田高級中學交流體驗活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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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1月18至19日參加了與深圳市鹽田高級中學 ( 姊妹學校 )

的兩地交流體驗活動。透過是次交流，我對內地的教育制度有了新的

看法。

一直以來我認為內地的教育制度是十分封閉和死板的。可是在參

加了是次的交流後，我才知道內地學校的教育制度其實是具多元化以

及十分新穎有趣的。在鹽田高中裡，學校的課程除了學術科目還有許

多與眾不同的課外活動。當中的課外活動不僅新奇有趣，還能夠提升

生活技能。如「3D打印技術」活動及「烘培班」等。鹽田高中學校設

施是十分先進且齊全的。另外，當地學生對我們十分友善，在交流體

驗課程中鹽田中學的學生都紛紛主動跟我們談話和聊天。在對話當中，可以感覺到他們

十分親切。因此我在交流活動中更認識了不少新朋友。

此外，我們亦在深圳參觀國家級的「華大基因研究院」 「華大基因研究院」是專

門研究人類基因等高級項目。在研究院中，我們看到了各種嶄新的科技及儀器，導賞員

逐一介紹研究院的運作及研究成果後，當下只有用「嘆為觀止」來形容我的心情，「華

大基因研究院」所研究的每一種技術都是為中國人謀福祉，實在十分偉大。

總括而言，在是次交流體驗計劃課程中，實在使我獲益良多，增廣見聞，想不到中

國的教育制度及研究技術皆是如此先進文明，讓我學習到許多我從未接觸過旳知識，令

我更能了解中國的強大，認識到中國文明的一面。

。

縮小了，垃圾有因此而減少嗎？不，你看，都在路邊堆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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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張文程  5B李永芝  5D陳嘉敏四川考察團彼感
白駒過隙，四日三夜的四川成都考察團不經不覺過了數

個月，當中的點點滴滴仍然讓我記憶猶新。是次考察團實在

是寓學習於娛樂，讓我們獲益良多。在此，非常感謝保良局

的妥善安排，以及王寛達先生的慷慨贊助，讓我們首次踏足

四川，參觀各個景點，得到寶貴的學習機會。

 從深圳寶安國際機場乘坐約兩小時的內陸機，我們便到

達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首個行程是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導

賞員帶領我們穿越回三千年前的古蜀文明……

　 博物館展覽了商周時期四川地區的古蜀文化，一件件巧

奪天工的古文明藝術品讓人驚歎不已。這座遺址作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出土文物數以萬計，其

中不乏金器、玉石、青銅器等珍貴文物，堪稱世界範圍內出土金器、玉器最 豐富的遺址。

 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作為鎮館之寶的太陽神鳥金

飾，它僅厚0.02釐米，精美絕倫的金箔線條流暢、極富

韻律，四隻展翅飛翔的鳳凰神鳥圍繞著太陽生生不

息、循環往復地飛翔，一片小小的金箔不僅是體現古

人深邃的宗教哲學思想，更是非凡的藝術與高超工藝

的完美結合，承載著三千年前華夏豐富的文化內涵。

 文化從來就具有一種穿越時空的巨大力量，一踏

足博物館內，頓時感受到莊嚴而神聖的氣氛，金沙遺

址大大拓展了我們對於古蜀文化的起源、發展、衰亡的

認識。這片土地傳承著三千年的文化底蘊，終於在二十

一世紀中因考古發掘重新展現在世人眼前，它的出現復

活了一段失落的歷史，再現了古代的文明智慧與輝煌。古

蜀文明的源泉正源源不斷地滋養著我們，一代又一代地將華夏

文化傳承下去，猶如三千年前一樣。

 除了工藝品外，豆瓣醬在中國歷史悠久，已經存有三百多年歷史，遙遠的過程讓其技術發展

得更爲成熟，旅程中亦有幸見證這醬汁的製造過程。

 豆瓣醬素有「川菜之魂」之美稱，在參觀豆瓣醬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將豆瓣醬翻弄的過程，

還有大量尚未製造成豆瓣醬的辣椒之處理程序，可謂大開眼界。除此之外，我們還親品嚐試了廠

內製作的另一款產品——醬油。醬油味道頗爲鹹香。根據豆瓣廠負責人的介紹得知2006年已經

有6億銷售收入，而直至2013年時工業產值已經有75億元，時至今日豆瓣製作已經成爲四川最具

代表性和支柱產業的其中之一。這次能夠獲得如此珍貴的機會參觀豆瓣製作過程，實屬難得。

 四日的旅程中，金沙遺址博物館、熊貓基地、豆瓣廠等的景點

都讓我大開眼界，但都不及對四川大學的印象所深刻，以往我

對內地大學的認識不大，這次的機會正好讓我一探內地大學的

究竟。

 步入四川大學，校園四周花木繁茂、碧草如茵。聽過校園

簡介後，由導賞者帶領我們參觀校園，校園道路十分寛敞，與

導賞者交談下得悉原來四川大學三個校區佔地面積有七千多畝

，比香港一般的大學佔地面積多好幾十倍，簡直是讀書治學的理

想園地，「岷峨挺秀，錦水含章。巍巍學府，德渥群芳」果然名不

虛傳。原來，內地大學的設備、學習環境都非常優良，文憑試後在內地升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是次旅程中，更得知兩位大學生導賞者都是由香港升學到四川大學的，他們都在大學裡就讀實

用的科目，而學校亦非常歡迎香港學生入讀，可為莘莘學子另闢升學新徑。

 這幾天的旅程，見識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精緻的工藝，亦瞭解內地的大學各方面都非常

出色。總結而言，這次旅程可說是令我們擴闊眼界、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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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聚餐

中六級模範生

6B 鄭芷路同學, 6C 胡樂彤同學 6C 陳昱廷同學

家長日

家長講座                   大學聯招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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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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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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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9/2017  家教會委員參加中四迎新日

2. 30/09/2017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執委會選舉

3. 21/10/2017 家長講座 : 大學聯招

4. 18/11/2017 聯校家教會活動

5. 01/2018    家長校董選舉

6. 03/2018 中六級模範生選舉

7. 12/5/2018 委員參與唐初「家長與校長真情對話」活動

8. 5/2018   出版第八期會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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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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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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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