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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盤勝校長

家長們應該知道本校推行的學生學習保柢措施名為「芬蘭式保柢措施」。我曾在幾年前的家長日解釋

過甚麼是「芬蘭式保柢措施」。今日不妨更仔細地解釋一遍。

北歐國家芬蘭的基礎教育十分成功，該國中學生在三年一度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中長期表現優異。芬蘭的面積有338,424平方公里（即
大約307個香港那大），但人口卻比香港少，只有五百多萬人。在這一背景下，芬蘭政府十分重視教育。
他們並不像中國那樣致力培養精英，而是特別重視平等的教育，希望透過教育，讓每一個國民都成為有用

的人。因此，芬蘭特別重視保柢（包括學業和個人成長的保柢），卻不願意將資源花在拔尖上。如果在班

上有同學在學習上落後，芬蘭的學校和老師寧願將整班同學的學習進度減慢，以遷就學習上落後的同學。

芬蘭的學校並為學習落後的學生提供各式各樣的學習支援，其保柢措施和規模在歐洲地區是最大的，而且

成效是十分好的。

芬蘭的教育理念與本港大異。除了不重視拔尖之外，他們有四百多年的閱讀傳統。國民喜愛閱讀，

所以公立圖書館林立。芬蘭人十分重視家庭教育，每年暑假長達兩個半月，讓家人與小孩有更多相處的機

會，並讓小孩與家人一起在溫暖的天氣下多作郊遊。此外，芬蘭老師的社會地位很高，很多優秀的人才樂

於加入教師的行列，中學教師的入職最低學歷要求是碩士。政府又十分相信教師的專業和操守，所以連校

外評核也沒有。

觀乎上述差異，香港要學習芬蘭的教育模式近乎不可能。因此，香港的教育局高官（包括前局長吳

克儉先生）及教育界人士雖曾前往芬蘭取經，但大都空手而回。本人早在八年前已看出芬蘭「不讓任何一

個學生落後」的保柢理念，與中國自孔子以來的「有教無類」及近代的「一個都不能少」教育理念不謀而

合。中國人將這一教育理念喊了超過二千年，但仍停留在喊的階段，芬蘭人卻已全面落實執行。我將芬蘭

「不讓任何一個學生落後」的教育理念應用於本校的學習保柢，稱為「芬蘭式保柢措施」。其中一項保柢

措施是將同級學生的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按學習能力分流，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以達到2級成
績為目標的課後學習支援。中文和英文更額外提供以達到3級成績為目標的課後學習支援。雖然3級成績比
一般視為及格的2級成績高，但這是本港大學對中、英文科的最低入學成績要求，所以這也屬於本校的保
柢措施。其他各選修科也按需要推行課後學習支援。在推行保柢措施數年後，去年本校學生在香港中學文

憑試中，幾乎所有科目皆達到92%至100%的2級成績達標率，已十分接近所有科目皆考獲100% 2級達標
率的保柢目標。

互聯網的維基百科中，在本校校名條目內有以下評論：「書院由2014-2015學年開設芬蘭式課後補
課，惟與真正芬蘭式教育背道而馳，至今引起絕大部份師生不滿，但取消無期。」這一評論最大的錯誤是

以為本校正推行芬蘭式教育。其實本校只是按照芬蘭「不讓任何一個學生落後」的教育理念推行保柢措

施。在保柢教育理念上，本校並沒有與芬蘭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至於本校所安排的各科課後拔尖措施和

保送學生參加校外學術機構的暑期資優班，確與芬蘭式教育不重視拔尖措施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拔尖

保柢」是本港教育局提倡的教育目標，也是大部份家長期望學校能為學生提供的學習支援。本校不可能像

芬蘭一樣，只搞保柢，不搞拔尖。因此，我必須澄清，本校並不是搞芬蘭式教育。本校只是在學習保柢方

面向芬蘭學習，並按校本情況為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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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姊妹學校—深圳鹽田高級中學交流團感想
 5A 梁珈祈

我平常很少機會接觸中國，只有兒時曾和父母到國內旅行，所以對中國大陸的認識也不是太多。我參加了這

個交流團，令我眼界大開，對中國的認識也加深了不少！

這個交流團令我有更多機會由不同方面去認識中國。是次行程的安排非常緊密。在短短一天的時間內，除了

到深圳博物館參觀外，更有機會到深圳鹽田高級中學與當地學生接觸。

到達鹽田高中時，我感到十分興奮，因為終於能夠一睹深圳中學的風貌。他們的校舍與十分宏偉，設施也十

分齊全。體育設施一應俱全，圖書館的藏書量也十分豐富。我們單是遊覽校舍，也差不多用了一小時才能走完。

這次交流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親身參與當地學生的課外活動。「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親身體

會和在交流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國內的同學一般而言是有很主動和有上進心。我參與了魔術社的活動。在剛開始

時，老師並沒有教我們如何變魔術。只是問了一個問

題：「有同學可以示範嗎？」 班上的同學毫不猶豫
地舉手，一一為我們表演，絕無冷場。及後，他們亦

主動地教我們變魔術。最後，再由我們為他們表演。

我認為他們的主動的學習態度十分值得我們學習。此

外，我也認識了不少鹽田高中的同學，建立了聯絡

網，希望日後能向他們請教。

我很感激學校舉辦了這次的交流團，讓我校的

同學有更多途徑認識中國。藉著安排我們參觀當地學

校，令深圳和香港的同學相互交流認識，令大家在短

短的一天當中，也有機會深入了解當地的學習文化。

付出 ‧ 收穫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何靜雯

付出與收穫是否成正比？還記得當初做義工服務時，有朋友對我說:「義工？冇錢的！」對呀！每個人的價值
觀都不同，而我認為只要我做得開心，就有價值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早陣子，我遇到一群使用輪椅朋友，最初以為他們因為意外需要坐輪椅，後來才

知他們患有肌肉萎縮症。原本是我教他們活動的，但我卻在他們每個人身上學習到更多。有一位朋友為實現夢想

（飛上天）而不斷上網找尋可以幫忙的人。她終於找到了—有幾位玩滑翔傘教練可協助她，最後幾位教練和多名

義工協助她上山。雖然她因身體情況和安全問題未能試飛，但她已很開心。直到現在，她還未放棄她的夢想。

在她身上我學懂了另一種帶活動的方法，亦學識永不放棄的精神，即使她的付出最終未有收穫，但不論她和

幫助她的人都為那次的付出感到快樂。

希望大家不要想每件事都只看收穫才選擇做，不做就一定沒有，別想太多，反而可能有想像不到的結果。

破蛹 ‧ 成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 劉綺君

最近聽到一個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有一個小孩在花叢中撿到一個蛹，他把蛹拾回家裏，因他想知道蛹是怎樣孵化成蝴蝶。過了數天，蛹上出現

了一個小裂缝，蛹中的蝴蝶不斷掙扎，似乎無法從那小小的隙縫裏掙脱出來，身體似乎被卡住了。小孩看到這情

景，於心不忍，於是他用剪刀把蛹剪開，希望幫助蝴蝶脱蛹。果然，蝴蝶很容易爬了出來。可是這隻蝴蝶身軀臃

腫，翅膀乾癟，只能到處爬行。它不但不能自由飛翔，還慢慢地死掉—小孩剪開蛹時，也把蝴蝶弄傷了，使牠無

法順利羽化。小孩想幫它，卻變成傷害了牠。

其實，蝴蝶掙扎破蛹而出後，就開始羽化，需等身體內的血淋巴注入翅膀，翅膀才能完全展開。之後，還需

等待一至兩小時，至翅膀完全乾硬後，才能展翅飛翔。

蝴蝶必需靠自己的力量破蛹而出，完成羽化，才能飛翔。人何嘗不是如此？我們都需自己去經歷風雨，學着

獨立成長，才能進化出有保護自己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自已的路要自己走，即使摔倒了，也要自己爬起來，這才

是真正的成長。人生的甜酸苦辣，要自己品嘗，這才是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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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姊妹學校—深圳鹽田高級中學交流團感想
 5A 梁詠詩

在今次的深圳姊妹學校交流團中，我了解到深圳的歷史、傳統文化，以及兩地不同的學習文化。這些都拓

闊了我的眼界。

行程的第一站是深圳博物館。在展覽館中逼真的人形銅像、珍貴的歷史文物和講解員的詳細介紹，引領我

們一步一步旳見證深圳由一個人煙稀少的邊陲小鎮發展到今天經濟繁榮的城市。而在另一個展覽館中，我看到

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例如傳統的中國學堂、生活和節日等。這些都用了栩栩如生的蠟像呈現出來，讓我彷如置

身其中一般，使我印象深刻。

行程的第二站，我到了姊妹學校—深圳鹽田高級中學參觀及交流。我參加了學校的實驗課程，與當地的

同學一起上課。當地學生十分有秩序地取得材料，仔細和專注地聽從老師的指示和講解，而同學亦十分友善及

熱情地幫助我們完成實驗。就

算在做實驗時遇到未如理想的

情況，他們都不屈不撓，再接

再勵。他們看到我們有困難

時，他們也會施以援手。他們

對於學習的熱誠，令我十分佩

服，同時亦令我反省自己不足

的地方。

在這次交流當中，我不

但能夠對深圳有更多的認識，

亦能夠親身感受當地學校的文

化。這都能夠令我大開眼界，

也令我了解自己需要進步的地

方，令我獲益良多。

台灣升學及自然生態考察遊記
5A 周曉楊

4月15日至19日期間，我們去了台灣高雄及墾丁作考察，其中令我最為深刻的景點有數個，而行程亦增加了
我對台灣的認識，令我獲益良多。

考察的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墾丁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在台灣，梅花鹿是受保護的動物，雖然我們和牠們的接

觸了不到一小時，但是在餵飼的過程中，我發現牠們雖然很溫馴，但也有狡黠的一面：牠們會乘著人們不為意的

時候偷搶飼料，而且十分挑食。牠們就像人類的小孩一樣頑皮，十分有靈性。我深深地體會到人與動物是能夠相

處自然的。

接著，我們去了龍磐公園和船帆石。龍磐公園的風景美不勝收：站在微微

鬆散的紅色沙石上，能夠看到公園兩側的草原和長在懸崖上大片的樹林；眺望

遠方的弧形海灣，整個景色更加優美。而船帆石旁的石灘經過了長時間的侵

蝕，形成獨特的地貌。那些石頭就像一個個饅頭狀的海錦聚在一起，正如柳宗

元所道的「岈然窪然」。石頭中間有不少鏤空的花紋，紋

理也不盡相同，巧奪天工。

考察的第三天，我們到了十鼓文化村。老舊的工廠外

貌與文化看似扯不上關係。原來，工廠前身是一間二十世

紀初開設的日資糖廠，後來因糖業式微而逐漸荒廢。糖廠

在即將拆卸時，熱愛鼓樂文化的工作者把它承租下來，為

糖廠賦予新的風貌，讓糖廠風華重現，成為體驗及欣賞鼓

樂的藝術村。我們不但體驗了打鼓的樂趣，亦欣賞了一場

十分澎湃的鼓樂表演。

是次台灣考察，讓我看到台灣壯觀的地理面貌，亦

體會到當地的文物保育方法，實在與香港人的態度大相徑

庭，同時亦令我對台灣在自然生態上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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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升學及自然生態考察團」感想
5B 李智賢

台灣—一個美麗的寶島，常常吸引身處異地的我。在本年度的復活節假期，我有幸被選中參加我校的

「台灣升學及自然生態考察團」，得到一個人生中第一次拜訪台灣的機會。在本次的旅程中，多姿多彩的行程

以及五花八門的事物都令我大開眼界，使我認識了台灣的文化，增廣見聞，令我畢生難忘。

台灣的生態和文化保育十分優秀。在這個「自然生態考察團」，旅程當然少不了參觀台灣的生態保護區。

我們參觀了「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這園區不但給梅花鹿提供了居所，更同時供旅客參觀，在實行生態保育

的同時，也能推動旅遊業，可見園區的營運能同時能顧及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園區中的梅花鹿並不怕生，更

主動走過來接受遊人的餵食，可見牠們得到悉心照顧。此外，我們也參觀了「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館內不

但有鯊魚，也飼養了企鵝和瀕臨絕種的白鯨，館內管理系統完善，不同的海洋生物也能得到悉心照顧。在文化

保育方面，我們參觀了為於台南的「十鼓橋糖文創園區」。這園區的由來是源自台灣一家歷史悠久的製糖工廠

由於行業日漸式微，本來原定將會被拆除的廠房被台南著名的「十鼓擊鼓樂團」所收購，並被改建為樂團演出

的場地及文創園區。這做法不但能保育昔日的建築，也能發展本土文化藝術和帶動旅遊業，真是一舉兩得。由

此可見，台灣在生態和文化保育上下的功夫是十分理想的。

台灣的美食和娛樂令人流連忘返。既然參觀台灣，在「看和學」之外，當然也少不了「吃和喝」。就我參

觀的其中一個城市高雄而言，雖然整體外觀上不及香港先進，但甚少摩天大廈的市區卻給我一種耳目一新的感

覺。在旅程中，我們參觀了高雄的夜市—「六合夜市」。台灣的夜市一直以五花百門的美食聞名於世界，而

夜市的美食十分多元化：既能品嚐本土著名美食炸雞排和珍珠奶茶，也能品嚐日式拉麵和章魚小丸子，更有西

式的牛扒和甜點，加上台灣的整體物價相對不高，因此各款美食的價格相當划算，不禁令人羨慕週末能在夜市

吃個飽的台灣居民。除了美食外，夜市中有抓娃娃機、有精品玩具點、有街頭藝人的表演，這些元素都令整個

夜市錦上添花。台灣的美食和娛樂多姿多彩，令人依依不捨！

前往台灣升學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台灣一直是本港學生熱門的升學地區，經過這次到國立中山大學

的參觀，我明白了為何不少學生都想到台灣升學了—就國立中山大學而言，老師除了擔任教育的角色之外，也

一直在不同領域進行研究。他們互相協助，取得不少成

就，某些項目更是領先世界，可見師資是十分理想的。

此外，國立中山大學也十分重視海外留學生，除了有盛

大的迎新活動，更定期有不同的節慶活動，如中秋賞

月、元宵湯圓製作，這些都能令留學生產生歸屬感，與

本地學生融和。隨著較低的物價和精彩的文化生活，到

台灣升學及在當地工作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呢！

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本年度的「台

灣升學及自然生態考察團」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廣見

聞，使我能走出課室，接觸到真實的台灣和欣賞台灣的

文化。是次考察是一個十分難忘的旅程。如再有機會，

真想再到這個寶島走一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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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辯論隊

本校中文辯論隊創立於2016年，透過各種深入的辯論集訓及比賽，致力培訓學生的邏輯思考及批判思
維。經過三年發展，中文辯論隊屢創佳績，更在本年度於「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晉級第五回

合初賽（十六強），並取得四次「最佳辯論員」及兩次「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獎項，創下歷來最好成績；

辯論隊亦分別於「學思盃2019」及「不賭思議—預防賭博問題年輕化之辯論教育計劃」晉級八強及十六

強，力爭晉級。

（中文辯論隊隊長、
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第八屆奇趣盃最佳辯論員）

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6A 周穎童、4C 李寶禧

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5A 陳鳴俊、4D 莊晁瑋

2018-19 扶輪校際辯論比賽（大灣區） 最佳辯論員：4C 李寶禧

第八屆奇趣盃 最佳辯論員：5A 陳鳴俊、4C 李寶禧

不賭思議—預防賭博問題年輕化之辯論教育計劃 最佳辯論員：4A 何芊瑩

2018-2019學年獲獎者：

《辯論有感》—志趣相投 共臻成長
從中四時初來報到，到了現在已經成為辯論隊隊長。在這兩年裏，我不

但學到各種辯論技巧，更熟習了有用的技能，例如搜集資料技巧、自信心和

急才等。

辯論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當中最講究的是團隊合作及分工－慶幸

我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教練及隊友，每逢比賽前夕都會一起奮鬥到夜深。比

賽前的準備雖然辛苦，付出也不一定會有回報，但是過程中的得著，比起輸

贏更重要，只要盡力而為以及改善不足，便已令自己學會更多。兩年的辯論

生涯令我獲益良多，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邏輯思考，或者是對當今社會的現

況更加了解，加入辯論隊絕對是不二之選。

辯論員的話

《辯論有感》—從迷惘到熱愛

你是否願意為志趣努力耕耘，即使回報未必如你所願？

學期初連勝好幾場，卻又不斷遇到小波折。明明教練、老師、隊

友們都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為何還會失利？我開始質疑自己，迷惘

湧上心頭，甚至萌生離隊的想法。曾聽說過：付出及收穫不成正比。

原來，這是真的。

我開始思考辯論的意義：辯論帶給我的，除了辯論技巧與思維的

訓練之外，比賽的經歷更為我千篇一律的人生中添上色彩。對於一個

害怕改變的人來說，踏出安舒區，需要無比的勇氣；而勇氣，成就了

更強的自己。有時，我們會因迷惘而離開；對於辯論，我卻因迷惘而

更具熱愛。

（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最佳辯論員、
2018-19扶輪校際辯論比賽（大灣區）最佳辯論員、
第八屆奇趣盃最佳辯論員）

4C 李寶禧

5A 陳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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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聯校家教會活動

2018-19 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

主席：劉綺君女士

副主席：何靜雯女士／陳詠雯老師

文書：戴笑媚女士／湯禎禮老師

司庫：張玉群女士／羅力翔老師

常務委員：陳綺雲老師

2018-2019 聯校家教會活動家長講座—大學聯招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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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清潔山徑

2

聯校家長教師會工作坊—天然護膚品製作

2

3

1
1

運動會

STEAM 活動

1

2
家長也敬師

聯校家長教師會工作坊—

碟古巴特紙巾拼貼化粧袋製作

家長日

Bubble soccer

Busking Team

聖誕聯歡會

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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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舉辦／合辦了多項活動，計有：

1. 29/09/2018   家教會委員參加中四迎新日

2. 29/09/2018   家教會週年會員大會及執委會選舉

3. 20/10/2018  家長講座：大學聯招

4. 17/11/2018  聯校家教會活動

5. 01/2019      家長校董選舉

6. 01/2019  家長也敬師活動

7. 03-05/2019  模範生選舉

8. 19/03/2019  聯校家長教師會家長工作坊（1）：製作天然護膚品

9. 04/05/2019  委員參與唐初「家長與校長真情對話」活動

10. 11&17/05/2019 聯校家長教師會家長工作坊（2）：蝶古巴特紙巾拼貼化粧袋

11. 5/2019     出版第九期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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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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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活動概覽表及工作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