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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耀 粵 西 學 校

有理念、有理想、有成績─喜耀粵西學校的標記

陳可勇博士（校長）

千古教育之秘
霍韜晦教授（校董會主席）

喜耀粵西學校是國內第一間以「性情教

育」為辦學理念的學校。「性情教育」是本校

校監霍韜晦教授所標舉的教學理念。有見於現

代人只懂追求知識教育、職業教育、技能教

育、應試教育，而忘卻生命教育、人格教育、

歷史文化教育，致使人的質素不斷下降，霍教

授於是在九十年初在香港辦「後大學」課程，

大力推行「性情教育」，成績卓越，影響深

遠，凝聚了一班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

亞、以及國內各省市的學生，一同參與推動

「性情教育」。

喜耀粵西學校是理想落實的地方。校監

霍教授常言：「喜耀粵西

學校要成為一所具世界

性水平的第一流學校，培育出懂做人、能做

事、有性情、有志氣、有抱負、有擔當的第一

流人才……喜耀粵西學校要成為羅定之光、中

國之光、世界之光。」「喜耀」不少學生，經

過學習，已變得品學兼優，而且多才多藝，叫

人欣喜。

喜耀粵西學校至今已有八年歷史，在羅

定已成為一所名聲顯著的學校。踏進學校，

你會感受到校園佈局有置、充滿朝氣、充滿

和諧。校園的佈局由霍校監構思，設計則

是由校董龔啟源先生義務負責的。這裡的老

師，都非常珍惜在此教書的機會，老師的工

作雖然頗沉重，但他們都是開開心心的，因

為他們可以把理想落實，可以看到每一個學

生開心快樂健康成長，更加看到學生家長的

改變。在「喜耀」的學生，他們的

中國經過三十年的開放，社會面貌煥

然一新，經濟改善了、物質豐裕了、生活

忙碌了，和外國的交流也頻繁了。隨著中

國國力的上升，中國的地位也提高了。但

是，社會的腐敗和青少年的墮落也嚴重

了。許多人都驚呼：中國目前正面臨道德

真空的危機，財富可以令我們改善生活，

但不一定能給我們一個溫暖的家，更不一定

能給我們一個思想健康、行為端正的孩子。

中國其實是一個文化深厚的國家，對

教育的認識尤其真切。孔子曾經一再強調

「富而後教」，切不可富而無教。人生下

來，就是要有教養，懂得孝順父母、尊敬

別人、學而時習、成長自己，做一個對社

會、對國家、對民族有貢獻的人。我把這

個稱為生命成長的教育，即以生命的成長

為先，而不是以知識、技能、應付考試的

學習為先。

可惜，孔子的這一個睿見，近百年來

隨著西方文化的湧入，被扭曲了，被顛倒

了。近代人總以為有一個高級學位、有一

門專業才安全，結果拚命應考，只知書

本，不懂做人，更不懂做事。生活稍有變

化，都不知道回應；更受不起挫折，一

失敗就會逃避，封閉自己，嚴重的還會自

殺，非常脆弱。這樣的下一代，怎能令父

母不擔心？教育當局不擔心？

我所辦的學校，就是秉受孔子的理念

和教育方法，除書本外，更要開發孩子們

的性情。這是千古教育之秘，只有把孩子

的性情開發了，他就會健康成長，品德、

性情、修養、學業成績都會好起來。

喜耀學校開設八年，已有無數成功

的例子可作見證。為了你的孩子，為了

中國的下一代，不可不重視性情教育！

一切喜耀都從這裡來！

《霍韜晦

　　講論語》

新書推介

　　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受西風影

響，對孔子進行批判，以為如此便可以

接上西方，發憤圖強，結果傷了中國人

的精神根基，對孔子非常不公道。本書

作者力排眾議，以性情學之進路重解

《論語》，不但復活孔子，發前人之未

發，而且有助於學習者自之成長。對解

決現代之家庭問題、社會問題、教育問

題、人類前途問題，尤有貢獻。

隨書附送鳳凰衛視中文台播映之

「霍韜晦講論語—性情之教」DVD

改變與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喜耀」學生，

是出了名懂得孝順父母、友愛同學、尊敬師

長、愛護校園。他們肯學習、有志氣、有自

信、不怕辛苦的。他們下課後，愛在寬廣的

校園玩樂：踢足球、打籃球、乒乓球、游

泳；又或下棋、閱讀、練習書法、練習古箏

等等。他們不會沉迷上網、沉迷「打機」。在

過往幾年公開的升中試，「喜耀」六年級學生

的成績都是名列前茅的；去年的公開高中入

學試，「喜耀」的首屆初中三年級學生，有

六成多考入重點高中，使家長都非常雀躍。

而不少「喜耀」學生的家長，也是願意跟著

我們學習、與老師配合來培育子女成才。

「喜耀」的美好成果，是全賴整個校董

會無私的付出，例如：校監霍教授每年都在抱

綠山莊培訓老師；校董黎斯華博士主動到學

校培訓老師，為個別老師解決教學上之困

難。而這種無私付出的精神，一直是支持

著「喜耀」的發展；一直是推動著「性

情教育」的落實。

每次我從香港回到「喜耀」，都是

非常忙碌：開行政會議、見個別老師職

工、講課……但內心是非常開心的，因

為我見到性情教育一步一步落實：教師

職工在進步、同學、家長也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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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教育引導我的兩個女兒由一個沒有自

信、害羞木訥的小女孩，成為自信大方、有禮開

朗，好學而又懂得尊老愛幼、關心別人的少女。

家長︰陳東霞　學生︰蘇子茵、蘇子茗（已畢業）

現在同事們都誇讚我的女兒是一個既懂事又懂

禮貌的姑娘了。這些轉變讓我在睡夢中都會露出微

笑。最重要的一點是，她終於體會到父母的艱辛。

家長︰邵衛蘭　學生︰鄧樂泉（初中三）

看著他們不斷的進

步，讓我不得不感歎，

並完全令我興奮，感歎

歷史可否來個時光倒

流，讓我回復到孩童時

代，親身體驗一下喜耀

粵西學校之誘人之處！

我很想說：粵西有喜

耀，家長更喜耀！

家長︰黃俊銘

學生︰黃彥琅、黃琳雅

（初中一及小六）

女兒性格開朗了，自信心增強了，學習成績

明顯提高，由入學時的下層水平升到現在的中層

水平。進步原因第一是校長、老師的悉心教導和

及時鼓勵； 第二是學校對學生一視同仁的觀點和
做法，使清雯在集體中不感到自卑。第三是參加

完第十屆明日領袖營後，膽量和毅力明顯進步。

第四是得益於學校的性情教育。

家長︰陳卓南　學生︰陳清雯（初中二）

入讀喜耀學校的最主要進步是學習成績急

升，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懂得怎樣去尊重別

人。經學校領導、老師的耐心教導，使她再沒上

網，能夠專心學習了。

家長︰梁志成　學生︰梁威威（初中一）

孫冰琪自信心增強了，學習的興趣很濃厚，學

習方法改變很大。學校利用各項活動來鍛煉學生，

使她的思想健康。從初中一年開始就逐漸進步，這

與學校教育方法，與教師認真教導是分不開的。

家長︰朱傑　學生︰孫冰琪（初中二）

 
最難忘的印象是他的依賴性減弱了，對我也

學會了體諒。周末還會幫忙做家務（晾衣服、洗

碗、打掃衛生等）。

家長︰黃燕娥　學生︰潘科曌（小三）

面對挫折，伯浩能用信心和勇氣去突破自

己，這是他在二年級最重要的進步。令他轉變的

最大原因，是老師們給了他一份真愛，經常鼓勵

他、支持他，給他鍛煉的機會。

家長︰陳偉健　學生︰林伯浩（小四）

汝霞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自己能完成

的事情都會自己動手去做，不會隨便發脾氣，會

體諒父母，特別是對弟弟很愛護和謙讓。尤其是

一年級下學期轉變很大，在性格上沒有以前的內

向，變得很合群，又能獨立。在學習方面也有很

大的變化，無論語文還是數學都有很大進步。總

之，在各方面都很主動積極。

家長︰黎亮　學生︰黎汝霞（小二）

穎桐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學習主

動、認真；有愛心和樂意幫助他人；生活能自

理，有禮貌和積極參加各項活動。作為父母，陳

穎桐能有的這麼大的變化，我們感到很欣慰！

同時亦非常感謝喜耀粵西學校對我女兒的性情培

養，使她茁壯成長。

家長︰蔡臻　學生︰陳穎桐（小四）

遠玲變得有膽量了，小小年紀就表現出有

組織能力，自覺要求自己做好，整理好自己的東

西，比如玩具、衣服等。對同學的事關心，對班

的事關心。

家長︰黃以德　

學生︰彭遠玲（小一）

以前不肯吃肉和

青菜，現在肯吃了，

因為有老師的關心。

英語也大有進步。

家長︰肖尚明

學生︰肖展鵬（小一）

感謝粵西學校、感謝性情教育─家長心聲

肖尚明與展鵬攝於校舍

梁志成與妻子、威威攝於校園

黃俊銘與琳雅

攝於家中

這裡就像一家人

我 在 外 面 的

幼兒園任教了四

年，現在和以前真

的有很大分別。過

往我會擺出老師的

架子，覺得這樣子

當老師就對了。現

在不同，和小朋友

會很親近，到了這

裡，才明白和小朋

友親近了、接受了

你之後，才更容易

聽你說。我以前很

嚴肅的，要求他怎樣就怎樣，不會聽小朋友的意

見，一般幼兒園很少會這樣子和小朋友接觸的。

我剛來的時候，覺得這裡的老師很特別，

大家之間的關係很融洽的，小朋友甚麼都和老

師講的，真奇怪。在外面的幼兒園，小朋友看

到你是會尊敬你，但也會很怕你，這裡的話，

他們一看到你，就會抱著你、親你，很開心，

他們把很喜歡你的那一面表現出來，所以我也

覺得，在這裡教真的很開心。小朋友開心，我

們老師也開心。在這裡，真的看到小朋友的真

性情了。

在這裡，感覺很溫暖，很像一家人的感覺。

陳雪月老師　幼兒園部

心也活潑起來

之前我也是教師，在偶然的機會下，知道這

兒提倡性情教育，所以想送我的孩子來，當時廖

校長建議我也一同過來，我想這是不錯的嘗試，

於是四年前來到喜耀粵西學校任教。

這裡以育人為本，我覺得這才是真正教育一

個人。之前我任職的學校都是講求成績，我教畢

業班，便只管談論升學問題，哪會顧及學生的性

情？但這裡會先看學生的性情和品格。記得霍校

監說過︰「會做人的話，那麼就會懂得珍惜、懂

得學習。」這讓我對學生，尤其對小朋友，更會

在日常的言行舉止中引導他。

來到這兒，我的教學方法也改變了，過往我

很嚴謹，學生錯了0.5分，我也絕不輕易放過他。
現在我會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態度，因為這才重

要。學習態度好，成績自然會提升，而且待人處

事方面也會好起來。我很認同性情教育的理念，

老師們在學校都很開心，見到小孩子這麼可愛，

而且都有改變，覺得自己的心也活潑起來！

肖春理老師　小學部老師

關心學生的成長

以往教書，滿足感只會來自學生的成績。

我一直對教學很認真，每當任教畢業班，自己就

奮鬥一整年，是否成功或滿足，全看最後一刻

（的成績），過了，也沒甚麼留下。但現在我每

天都看見學生的成長和進步，這讓我常常感到滿

足，也很實在。

其實我一直花

很多心思在思想教育

上，為人師表，自覺

最重要就是教學生做

人，但其他學校往往

只重成績，是以即使

學生在品德方面大有

進步，但交不出成績

的話，所有成果都是

「零」，所有工夫都

是白費，這令我常有

種失落感。不過，當

我來到這兒不久，即肯定性情教育是自己一直追

求的理想教學模式，這兒真正做到全方位教育，

因為這裡關心的是學生的成長，而並非單是成

績。

另一方面，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喜

耀同學身上，見到大家都很真誠付出，不計較，

這精神令我很感動，對教學工作也更投入。

歐紅霞老師　初中部老師

性情教育值得我追求─教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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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優秀的種子，落在肥沃的土壤，加上

園丁悉心的栽種，終必會變成參天大樹。陳小

溪在未入讀喜耀粵西學校之前，已很聽話、成

績優異；或許這已很難得，但最多也只是一個

聽話、成績好的孩子而已。

　　直至在喜耀粵西學校讀書，和在「明日領

袖鍛煉營」接受鍛煉後，這粒小種子才得以

茁長。她克服了自己的弱點，她找到了自己的

理想。小溪一如她的名字，涓涓細流，終有一

天，會奔向大海。因為她已不再只是聽話和成

績好那麼簡單……

曾任陳小溪班主任的譚漢新老師，見證了

這株小樹苗茁長的過程。

小溪天資聰穎，加上學習勤奮，所以自小

成績優異。○四年「喜耀」首度辦初中，她成

為這裡的一份子。

怕陽光、怕吃苦

不過，這個成績優秀的女孩子，卻不能

吃苦，譚漢新老師記得她很怕接受鍛煉，每逢

在校園的耕地上栽種花生、玉米和黃豆等農作

物，她都會抱怨陽光猛烈。在操場上跑步也如

是，有時連跑二百米也嫌多。她雖沒有找藉口

逃避，在鍛煉時，卻總是一臉無奈。

在「喜耀」奮發向上的氛圍下，小溪漸

漸學習去鍛煉自己。她的《行動進度表》便記

錄了她面對自己、克服自己缺點的歷程。她

首先想改善的是做事速度慢，和上課時腰背

沒有立直的問題。「『上課背立直』這一方

面做得不夠堅持，還需多督促自己」（2004年

10月）「希望同學幫幫我，把我速度慢的習慣

改掉。」（2004年10月）後來她終於達成了這

個目標︰「在老師的提點下，我的速度明顯提

高。」（2004年11月）

升上初二後，老師跟他們上了一堂立

志的課，加強了她的鬥志。她立下了志向：

「我陳小溪要刻苦讀書，做一個嚴格要求自

己，自覺主動的人。」（《行動進度表》

2005年10月）此後在生活中，在學習上，小

溪確處處嚴格要求自己。

積極面對困難

不久後，她參加了「明日領袖鍛煉

營」，潛力更一下子爆發了，因為她找到了

自己的理想—要做一個有用、有貢獻的中

國人。她明白必須不怕苦、不怕困難才能達成

自己的理想。「我以前遇到困難會很消極，常

常抱怨。在這次的鍛煉後，我遇到困難都能夠

積極地面對。」小溪說。

果然，在球場上、在耕地上，譚老師看見

的小溪已不同了。「她再不怕吃苦，還提出要

求，要再多跑一點。耕種時，她更帶動同學，

今天她和同學們在校園裡種植的青棗樹，已結

出果實了。」

小溪自小學開始，已被班主任選為班長，

但由於膽小，她一直都只是一個雖盡責但怕事

的班長。學會了不怕苦和主動，小溪漸漸從一

個怕事的班長，蛻變為出色的班長。初一那一

年，她曾經因為沒有勇氣指正同學的錯處而包

庇同學。「我作為一個班長，並沒有拿出我的

正氣來，去把同學的錯告訴老師，而包庇了他

們的罪行。我知道我錯了，我會把我的正義拿

出來，去維持我們班的秩序。」（《行動進度

表》2004年12月）

學會關心別人

但在老師的提醒和自己的努力下，她的

領導才能逐漸能夠發揮出來。初二上學期，李

順學老師在回應小溪的《行動進度表》時說︰

「班幹不但需要具備卓越的領導才能，穩定的

心理素質，同時還應多走近同學，從小事中工

作和關心同學。」小溪接納了老師的意見，真

的更積極幫助別人，初二下學期，她有了明顯

的進步。「和周圍的同學相處得比較好，在同

學學習上有不懂的時候幫助他解決問，原來真

的是『施比受更有福』，其實在幫他人的同

時，也在幫自己複習。（《行動進度表》2006
年4月）

同學們愈來愈願意親近她、服

從她，正因為她關心同學。譚老師

常常目睹她幫助同學︰「在一次的

運動會中，有一位女同學哭了，小

溪連忙去攙扶她，替她按摩。平日

同學有甚麼困難，都會找她幫忙，

她很樂意替他們想辦法，所以他們

喚她作『溪姐』。」

得到同學的擁戴，小溪在維持

紀律上，更是得心應手；而在處理

班務上，例如收發習作和回條，也

是井井有條，從不用老師操心。

教學多年的譚老師，更認為在

他歷任班主任這麼多年以來，小溪

我要做一個有用、有貢獻的中國人

小溪與家人

小溪與同學合影畢業照（第一行左三）

經過鍛煉後，小溪在勞動中再不怕辛苦

小檔案

喜耀人物︰陳小溪（畢業生）

● 自小天資聰穎，成績優異，但怕吃苦，

例如在校園上耕種時，怕陽光猛烈。

● 決心刻苦讀書，律己以嚴。改善了做事

速度慢，及不能吃苦的缺點，跑步時主

動要求老師給她更多鍛煉。

● 參加了「明日領袖鍛煉營」後，加強

了不怕困難的精神，並確立自己的理想

─要做一個有用、有貢獻的中國人。

● 從一個怕事的班長，蛻變為關心同學、

積極能幹的班長，是老師的得力助手，

是「喜耀」孩子的領軍人。

採訪記者：李彩嫻

是最出色的一位班長。「她是老師的好助手、

喜耀粵西同學們的領軍人」。

性情教育不單令她在學校表現出眾，在家

裡，小溪還很懂得體諒父母。年前父親生意失

敗，對家計有很大影響，但她和弟弟達鑫很懂

事，常常安慰父親。「別人的孩子常嚷著要買

東西，但他們兩姊弟甚少要我掏腰包，因為他

們不想加重我的擔子。」小溪的父親陳盛開先

生說。母親白天忙於工作，有時很晚才下班，

初二那年學會做飯的小溪，常與弟弟分工合

作，讓母親一踏入家門，便可享用豐富晚飯。

考上重點中學

小溪的母親廖穗磊女士最欣慰的是女兒入

讀「喜耀」後，得到全面的發展。小溪不單品

學兼優，連年獲「優異生獎」，而且音樂和體

育俱佳。她彈得一手動聽的古箏，體育科更曾

獲滿分。

由於「喜耀」目前還未設有高中，小溪○

七年七月初中畢業後，已離開了母校，考進了羅

定巿一間重點中學。高中課程比初中艱深得多，

但小溪在「喜耀」裡所學到的不畏艱難的精神，

令她能夠勇敢地面對每一個挑戰。「現時數學科

和語文的學習仍未如自己理想，但不打緊，我會

繼續努力求進步的。」小溪堅定地說。

─陳小溪成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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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喜耀，

就是這樣充實的過日子！

學生書法作品

我必須努力學，不要放鬆、不要退步，珍惜

每一分秒。

孫浩文　初中一

我們的母校，只用了一些我們常見的東西，

就能把校園打扮得漂漂亮亮。啊！母校， 我為你驕
傲！

黃琳雅　小六

老師教我知識和做人的道理，老師像媽媽一

樣關心我們。

鄭以僅　小二

老師，我會發奮學習，爭取優異的成績，為

社會、為人民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來報答老師對

我的教導。

范昊煒　小六

我覺察到我不但可以在親人身上找到溫暖，

我還可從您那裡找到溫暖，老師，我再一次衷心謝

謝您。

彭鵬　初中三（畢業生）

在家裡，我以前見到親戚也不理睬；但是，

現在我見了親戚會熱情地招呼他們，給他們倒茶，

也不會對奶奶脾氣，全家人也說我是另一個人。這

全都是「喜耀」的性情教育的結果。

黃彥琅　初中一

「喜耀」使我從常發脾氣，和父母吵架的性

格改變而為一個不亂發脾氣，不和父母頂嘴，有事

與父母商量的孩子。以前終日逛街的習慣沒有了，

每週都回家做家務，不再做「網蟲」。

梁威威　初中一

我真開心，我不但能在喜耀成長，還能把喜

耀的精神散播到外校的小朋友身上。

趙書　小六

我終於明白，要成績好，在於一個「勤」

字，所以我今個學期的方向就是要「勤」。

范再然　初中三

我今週沒有進步，所以我下週要有更大的進步。

鄧嘉煒　小三

今天新學年開學了，在國旗冉冉升起時，面

對著莊嚴的國旗，我暗下決心，要做老師的好幫

手，多幫助同學，發揚優點，克服缺點，戒驕戒

燥，爭取好成績，更上一層樓。

陳嗣確　小五

陳校長說了一番話，讓我最記得的一句話

是：不要想未來做甚麼，只要想今天是否過得充

實。今天，我學會了許多東西。

陳偉銀　小六

鋤草時讓我可以看到草那不死的精神，這就

是喜耀精神—打不死，遇到困難不怕，而且主

動、積極向上。

陳達鑫　初中三

一切都需朝前看，一切都在發展，不是

嗎？考不好又怎樣？試卷一交，一切已過去，懊

悔有甚麼用？只能大步向前，何必去計較歷史？

再計較你也無力改變歷史，應該展望未來，仰首

明天。

鄧樂泉　初中三
學生姓名：蘇燦韜

就讀年級：初中三

學生姓名：譚偉錦

就讀年級：小六
學生姓名：蔡楚昌

就讀年級：小四

學生姓名：陳嗣確

就讀年級：小五

學生姓名：黃銘怡

就讀年級：小四 學生姓名：沓霽德

就讀年級：小四
學生姓名：楊子緯

就讀年級：小四

我要記的話─學生感受摘錄

起床了，我們都會自動自覺整理內務，

這是生活自理的基本要求。

除了要讀書成績好，身子也要強壯，
我們每天都會做早操！ 

要學好外語， 這兒的外籍老師每朝都會替我們來一課早晨英語。
除了多說多聽，還得多些接觸外國人，

吃過早餐便開始上課了，
老師們都很耐性地教導我們，

而我們也不敢鬆懈，

認真聽課。

上午的三節課完了，大伙兒一起吃午膳，

老師和校長也會和我們同桌吃飯呢，

我們有說有笑，感覺就像一家人。

午飯過後，
我們有個半小時的

午睡時間，
小休片刻，讓自己

養足精神，繼續專
注下午的學習。

起床後大家都是自己摺被，

做一個懂得自理的好學生。

下午的課堂完結後，課外活動時間開

始。我們的活動都是和同學一起，大家

一同遊戲，令友誼加深。

吃過晚飯後，我們不會看電視、打遊戲機或聽

MP3，而是返回課室自修，回顧一整天的學習，

若有不懂，就會趁這時間請教老師或同學。



喜耀教育二○○八年三月一日 第 六 版

　　本來，王賢世和許多在香港見到的少年無

異：外出經常手執電子遊戲機，在家中同樣終

日躲在房裡埋首虛擬世界，而且，有菲傭廿四

小時侍候。

　　從香港到羅定，王賢世不但遠離了父母、

姐姐、弟弟，連手提電話、M P 3  機、甚至零

食也不可帶進校園，也遠離了平日的電腦遊

戲。在香港過慣「少爺」生活的他，起初覺得

是被父母遺棄在異鄉，然而，經過年多時間，

他已愛上這兒，因為「在這裡比香港過得更充

實！」

香港「少爺」

「記得我在

香 港 讀 書 的 時

候，我是個只懂

吃喝玩樂與花錢

的『二世祖』，

在學校裡玩下睡

下，就虛度了一

個下午的時間。

每天放學回家只

會玩電腦，不懂得做作業，所以我在班中考試

成績都在班中倒數……」1。回想從前，王賢世

臉上不禁露出靦腆的神情。以往，摺被、洗衫

都有菲傭服侍，家務從來輪不到他做。由於下

午班的關係，每天起床已是日上三竿。在小學

裡，他也是出名頑皮，老師有老師授課，他有

他和同學談話，跟老師頂嘴更是家常便飯。父

母見到自己兒子如斯模樣，也顯得很憂心，媽

媽更往往為此而常與他起爭執，母子關係一度

弄得很僵。

為甚麼要讀遙遠的喜耀學校？

常到羅定工作的王爸爸，在一次偶然機會

聽到朋友提起喜耀粵西學校，說這所學校的教

學方法很好，與別不同，於是將兒子送去讀中

學。王賢世聽到這消息後，心直向下沉。要離

開自小玩大的姐姐和弟弟，隻身去到陌生的環

境，而且一句普通話也不懂……，面對這翻天

覆地的變化，他根本不懂如何反應—只感到很

不開心。不情不願之下，王賢世帶著一臉愁容

來到這陌生而又遙遠的學校。

這裡翠綠一片、空氣清新，然而，王賢世

一點也不起勁。晚上在宿舍難以入睡，上課時

也不專心，「不知道為甚麼經常會很睏，覺得

十分疲倦」2。尤其在一些普通話授課的課堂，

更是悶極—他連老師在說甚麼也不懂。唯一可

做的，就是下課鈴聲響起後和同學玩。更嚴重

的是他不理解父母的決定，只覺他們常常針對

自己。「老師，點解父母不聽我意見？常常不

先弄清事情就罵我，經常有矛盾，令我不喜歡

他們，我根本無心學習，常常想著這個問

題。」3

課堂上表現得沒精打采、懶散、不主動，

老師們也感到很憂心。他的班主任記得︰「王

賢世在周記中提到媽媽很煩，又說感受不到家

庭溫暖，而且常埋怨媽媽只會稱讚姐姐和弟

弟，但對他就只有批評，甚至覺得媽媽看不起

自己。」

我明白，孝順父母是自己的責任

使王賢世轉變過來，因為他遇到了喜耀學校的老師

歐老師加入喜耀粵西學校前，在中、小學

任教十多年，教學經驗相當豐富。她擔任王賢世

的班主任，對他的狀況十分理解。她初中時，也

曾被媽媽狠狠批評，明白少年人這種難受。

「我將這件事告訴王賢世，然後要她諒

解媽媽。原來，王媽媽當時正面對很大的工作

壓力，只因她的業務在香港不理想，生意都只

能靠大陸。另一方面，她也要在香港照顧王賢

世的姐姐和弟弟，既要打理家務，又要顧及生

意，工作多，也就很易起情緒。我跟他媽媽

說，對孩子是急不來的，要多些引導他，讓他

知道自己的優點，讓他知道父母很緊張自己，

那就可以了。」

「同時我告訴王賢世︰『媽媽談起你時都

會肯定你做得好的地方，不過有時緊張起來、

急起來，才會罵你。』我要他體諒媽媽這份心

情。另一方面，也告訴他來大陸讀書，其實是

一個鍛煉的機會，也讓他多接觸普通話，以至

中國文化。」

王賢世的鬱結在歐老師的疏解下，開始

慢慢鬆開。他對這個新校園、新環境，慢慢留

神起來，而且開始發覺學校原來很舒服。「這

兒有很多花草樹木，空氣也很清新，有時看書

久了，望望窗外的環境，綠色一片，會令自己

放鬆。」王賢世意識到校園是這麼優美，這學

習空間也是如斯理想，這時，他每吸一口空氣

都份外新鮮，他跑到校園每個角落都覺充滿生

氣。在這兒不論動與靜，都仿似為他注入新的

力量。讓他感到安心的，還有一班新同學對他

的接受和包容。

原來電腦遊戲也沒啥意思！

「我不太懂普通話，有些老師用普通話授

課，我就聽不明白。而且這兒的數學課較香港

的深奧，但同學們都樂意教我。」班上有位同

學叫高鵬，他常和王賢世玩耍，還會教他說普

通話，王賢世數學不懂，高鵬也主動教他。很

多時放學也會抽時間一起練普通話，學數學。

同學的幫忙，令王賢世更快適應這兒的學習，

而且人也主動、開放起來。「同學教我數學，

我教他們英文！」除了學習上互相提點，王賢

世也和同學經常切磋球藝，大家在球場上你追

我逐，交換眼神，他傳球，我射籃……，球場

成了他和同學互相交流的新平台。

有一次課外活動，他和全班同學一起圍著

操場跑，不小心絆了一交，整個人躺在地上，

肩和腳痛到令他動彈不得。同學馬上將他扶起

來，並關切地慰問他，那一刻，王賢世只感到

有股暖流在內心流動，他感受到團體的愛，感

受到同學的愛。4那是不可能在虛擬世界裡得到

的東西。

過往在家中覺得無所事事，他便會開著

電腦玩，可以連續數小時不停對著屏幕，吃過

飯後又繼續玩，直至睡覺方停。在這裡，他漸

漸明白生活其實可以更有意思。他的電腦早就

被擱在一旁了，除了因為學習時間增多，他已

覺得打電腦遊戲沒啥意思。即使做畢功課，他

也寧願約同學外出打籃球，走動一番，流一身

汗，心情也暢快得多。

重拾家庭的快樂

從整天玩電腦到覺得電腦遊戲沒啥意義，王

賢世不但覺得生活有了重點，而且人也開始積極

起來。過往由菲傭一手包辦的摺被、洗衫等工

夫，他現在已是自自然然自己做。「開初也覺得

麻煩，在學校宿舍又要摺被，又要晨早六時起

床。但老師說我長大了，要懂得打理自己內務，

於是我就做了。現在也覺得這些東西是要自己做

的。」懂得該做就去做，讓他人也爽朗起來。除

了「能與同學和諧相處，集體觀念愈來愈強」5，

他和家人的關係也有顯著的改變。

以 前

在香港，王

賢世很少見

到爸爸，和

媽媽相處時

常有爭吵。

不過，他已

知道和媽媽

爭吵是不對

的。「我終

於認識到父母做每件事都是為自己好。即使有

時錯怪我，我也應該平心靜氣和他們說，不應

爭吵。」

現在，見到爸爸一臉倦容的回家，王賢世會

主動替他按摩。他常記起老師的說話：要孝順父

母，別回到家就返房。現在回家，他會先和父母

閒談，說說自己在學校的情況，也會關心他們會

否很辛苦，然後一家人吃飯。原來現在的家庭生

活，正是王賢世一直嚮往的。王爸爸和王媽媽見

到自己的兒子「充滿性情」6，也感到很欣慰。事

實上，不但孩子改變了，王爸爸和王媽媽也變得

主動了、開朗了，他們會經常抽時間和孩子傾

談，一起逛街。相對以前只會待在家中和姐姐、

弟弟玩耍，父母這些舉動，王賢世當初連做夢也

想不到。

「在這裡讀書比香港開心很多，因為在

香港常常會感到無聊。這兒的老師會經常和我

們說笑，在遊戲當中也學到很多東西。來到這

裡，我的成績進步了，而且也明白了孝順父母

是自己的責任，還有，學會該如何做人。」才

一年多的時間，王賢世活脫脫是另一個人，在喜

耀教育下，他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充實。

王賢世（右）與好友孫浩文攝於宿舍內

小檔案

喜耀人物︰王賢世（初中二）

● 在香港土生土長。小學畢業後被送到羅

定升學。

● 過慣「少爺」生活的他初時很不開心，

經常提不起勁。

● 如今不再沉迷打電腦遊戲，功課完畢寧

願約同學打籃球。

● 虛心請教同學，勤練普通話、學數學。

● 回家後平心靜氣和媽媽談話，不再爭吵。

採訪記者︰梁卓倫

王賢世

註1-4. 節錄自王賢世周記。

5. 教師的評語。

6. 王賢世家長的話。

—記一位香港「少爺」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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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浩文自二○○六年九月進入喜耀粵西學

校就讀初中一年級開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進

步是我們作為家長不敢想像的。

孫浩文畢業於廣州萬松園小學，他生性聰

明、善良，擅長手腦並用，上手工課總是得到

老師表揚，曾獲得海珠航空模型獎、陶藝獎。

但是，他對上課及

課本不感興趣，在

小學階段，老師經

常投訴他上課愛說

話、課後愛追逐、

不完成作業，做作

業粗心大意，明明

懂得卻做錯，注意

力極不集中、太貪

玩……在整個小學

階段，孫浩文的學

習成績愈來愈差，

但他本人卻滿不在

乎，經常沉迷於玩

遊戲、數碼暴龍、看《火影忍者》等動畫片。

記得他五年級下學期，數學得30多分，語文50
多分，英語60多分。

在生活上，他從來都是飯來張口、衣來伸

手，依賴他人照顧。作為家長，我們很發愁，

想了很多方法都無法調教他。眼看就要考中學

了，我們非常憂心，按孫浩文的成績，是不可

能考進甚麼好中學的，而中學階段是孩子價值

觀形成的階段，我們擔心他不但讀書不好，還

染上不良習氣；因此，在孫浩文五年級開始，

我們一直在尋找好的中學。

走訪名校、私校

我們走訪了很多廣州及周邊地區的名校、

私校，不但了解這些學校的教學理念，還對其

在校老師、學生進行觀察，一些名校教學質

量確實很好，升學率很高，但總覺得有某些

欠缺；有幾家私校理念非常好，但當我們看到

他們的學生後就猶豫了，因為學生是學校的產

品，好的理念能否落實就看是否能體現在學生

身上。

二○○五年，香港好朋友Pe g g y跟我介紹
了喜耀粵西學校和法住機構，我聽完後雖然覺

得理念特別好，是我夢寐以求想要的學校，但

學校很年輕，建校只有幾年。為了進一步了

解，我和妹妹先後參加了法住創始人、喜耀粵

西學校的校董霍韜晦教授的性情教育、生命成

長的課程，霍教授的課程讓我們受益終身。

因為認同法住的性情教育、生命成長的教

學理念，我和妹妹決定親自到羅定參觀喜耀粵

西學校。

路途遙遠的羅定

我和妹妹從來沒去過羅定，我們決定坐

公交車先行探路，看看路上的交通、安全等情

況。在省汽車站坐上開往羅定的公交車，我們

一路記錄下時間、路線，可能出現的問題（例

如甚麼時間可以上洗手間、買東西吃、是否衛

生，是否有人中途上下車……），因為我們需

回家向「上級領導（外公、外婆）」匯報。

時間過得很慢，三個多小時了，車還沒

到終點站，我們的心開始涼了，孫浩文年齡這

麼小，離家這麼遠，坐車這麼辛苦，他願意來

嗎？家裡人放心

嗎？終於，經歷

了三小時四十五

分鐘的車程，我

們到達羅定。我

們問好粵西學校

的方向後，就租

了一輛的士在學

校周圍地區到處

兜，看看周圍的

環境。後來我們

進了一家西餐廳

吃飯，因為時間

已經是下午二時

多了，餐廳只有一桌客人，幾個大人和一個

七、八歲的小孩子，一位父親在跟小孩子下象

棋，場面很溫馨。

結帳的時候，我們問老板娘聽說過喜耀

粵西學校嗎？老板娘一聽就說：「我們這裡人

人都知道『粵西』。」並指著下象棋的小男孩

說：「這是我兒子，就是在粵西讀書的。這個

學校好啊，老師很好的。」

參觀喜耀粵西學校

下午三時多，我們終於來到喜耀粵西學

校。學校風清氣朗，建築風格、布局體現了深

厚的文化底蘊。

在辦公樓下面，我們看到一些小學生寫

的毛筆字，從小學一年級到初中的都有，有顏

體、魏碑、柳體等，其中一些字帖真讓我們不

敢相信是小孩寫出來的。我們在校園裡隨意走

了一圈，每一個碰面的學生居然都會很禮貌地

跟我們打招呼，有些學生還以為我們是老師，

說：「老師好」。

後來我們見到廖副校長，她跟我們簡單

介紹了學校的情況，並關心地問了一些孫浩文

的問題，期間，也有一些家長來詢問入學的情

況，也有一些老師來回走動，或請示，或處理

事務。

我們在學校一直坐到下午六時多，有時找

一些老師交談，詢問情況，有時向廖副校長問

問題。廖副校長給我們的感覺是親切、慈愛，

工作嚴謹，她看到我們的誠意，讓我們下次帶

孫浩文來親自面試，給他一個機會。

當我們離開喜耀粵西的時候，我們下定決

心，無論如何也要動員家人支持孫浩文到羅定

讀書，無論如何也要將孫浩文「引誘」到羅定

來，無論如何也要讓廖副校長接收孫浩文。

明日領袖營

二○○六年暑假，我們讓孫浩文參加法

住機構舉辦的「明日領袖鍛煉營」。七天的學

習，孫浩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態度上積極主

動了很多，他告訴我們，明年還想參加。他特

別崇拜領袖營的陳可勇團長，也就是喜耀粵西

學校的校長。

我們藉機跟他說，你想不想一直跟「明日

領袖營」的老師學習？他們在羅定辦了一家學

校，我們看能不能幫你申請到那裡讀書……

最難做的思想工作是我的父母，他們剛開

始死活反對，他們的口頭禪是：「我們怎麼都

不相信廣州就沒有好學校？！非要去這麼偏遠

的羅定？！」最後，我們的游說和堅持終於讓

父母同意嘗試，並要我們承諾如果不好，下學

期就轉回廣州讀書。

第一次回家

二○○六年九月一日，孫浩文終於順利

地入讀喜耀粵西學校。送他到校時，我們才知

道，學校有很多規定，例如手機、零錢、玩具

等交給老師保管，不允許吃零食……我們剛開

始有點不理解，後來想想，這樣對孩子是有好

處的。

孫浩文第一次回廣州時，我們與班主任歐

老師達成共識：讓孫浩文自己回廣州。學校的

陳校醫把孫浩文送到車站，幫他買了車票，看

他上車後，把出發時間、到達時間、車牌號碼

等信息發給我們。

當我們在車站接到孫浩文時，心情激動萬

分。仔細打量，覺得他有些許變化，眼睛好像

比原來有神了。

回到家，孫浩文像接受訪問一樣，分別回

答學校裡的伙食、生活規律、學習、老師、同

學等等一大堆問題。讓外婆最放心的是學校每

天都有湯喝，伙食搭配均衡。

在廣州短短的兩天，有兩件小事我們特別

感動。第一件是一些貓糧掉在客廳裡，他居然

主動撿起來放好；過去的他連自己的衣服掉在

地上，還要等保姆來收拾。第二件是全家人出

門時，他先把門推開，一直等我們都出去了，

才自己出門。這些對於一些孩子而言也許根本

不算甚麼，但對於孫浩文而言，卻近乎奇蹟。

等孫浩文回校後，外公向全家人發表了極

具「前瞻性」的講話：「小處見大，看來，孫

浩文是入對學校了。」

　令人震驚的偶像

作為家長，我們曾經一度對孫浩文失去信

心，不求他成才，但求他不要成為危害社會的

感謝喜耀粵西學校給孩子一個新生命
撰文︰梁芷媚（孫浩文家長）

孫浩文（左）深受陳可勇校長啟發，自勉要努力學習

作者（右）與孫浩文攝於家中



喜耀教育二○○八年三月一日 第 八 版

壞人就好了。

讓我們重燃希望的是一次談話。

像很多家長一樣，我們喜歡做「愛的測

試」—問孩子：最喜歡誰？

孫浩文小時候總是回答「媽媽」；但到

小學階段，不知何時起，孫浩文給我們一個震

驚的回答：「我愛羅」。這是日本動畫片《火

影忍者》裡的壞小孩，我們連忙找來這部片子

看，一百多集，說實在的，很多都不懂。只知

道「我愛羅」這個角色武功超酷，毀滅性極

強，叛逆，孤獨，缺乏安全感。

孫浩文喜歡畫畫，他畫了很多幅極漂亮的

《火影》人物肖像，所用的文具幾乎全部印上

《火影》標誌，搜集大量「我愛羅」的飾物，

那段日子，我們暗自擔心，因為我們知道，偶

像是孩子的心理投射。

最近，我們又問孫浩文這個問題：最喜歡

誰？

孫浩文又一次給我們一個震驚的回答：文

天祥。問他為甚麼？他說文天祥是精忠報國的英

雄，在監獄裡都不屈服；最近學歷史，學到清

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覺得很氣憤，清政

府無能，中國受人欺負，必須強大起來……問

他：中國怎樣才能強大起來？他說：我們讀好

書……我們不知道喜耀粵西學校的老師們怎樣

做到讓孩子不追逐歌星、球星，卻崇拜民族英

雄的？我們也不知道一家香港機構怎樣做到讓

孩子為中國富強而讀書？看著他正兒八經、正

氣凜然的樣子，我們似乎明白了他變化根源。

孫浩文的變化

在喜耀粵西就讀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孫

浩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循序漸進

的。

首先、生活自理能力強。每次回廣州，他

都是自己收拾行李，自己洗衣服，外婆怕他辛

苦，讓保姆幫忙，他總說：不用啦，我習慣了。

第二、獨立能力強。每次來回廣州與羅定

之間，幾乎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完成（當然，每次

都是陳校醫在羅定車站接送，在此非常感謝陳校

醫），這大半年，他多次不讓我們送車自己坐

地鐵到車站買票回羅定，回到學校就發短信報

平安；二○○七年五一節，他一個人坐車過境

去香港，一點都不害怕。二○○七年暑假，我

帶他到河南、北京大半個月，他負責問路、確

定行走路線、買車票、吃飯結帳、記帳。

第三、愛閱讀。過去，孫浩文只愛看卡

通片、漫畫書。○七年寒假，我們發現他居然

喜歡看《讀者》等勵志雜誌。據老師反映，孫

浩文經常去學校圖書館看書，我們問他看甚

麼書，他說只要看得懂的就看。在我們眼中，

閱讀習慣是千金難買的學習習慣，屬於一種自

學能力。愛閱讀的孩子不怕寂寞，世界是豐富

的。初中階段是孩子價值觀形成的階段，喜歡

閱讀的孩子是善良向上的。

第四、學習成績逐步提升，自信增強。

就像很多操心的家長一樣，我們曾經用過很多

方法提高孫浩文的學習興趣，但他還是無心讀

書。五年級下學期，他的學習成績到了最低

點，我們一下子有點放棄了，覺得國內傳統的

教育模式可能不適合他。有想過讓他在國內勉

強讀完初中，到境外讀高中，也有想過乾脆讓

他不讀書，跟著二姨身邊學習。

因為放棄，我們乾脆不太關注他的學習成

績，不想給他太大的壓力。沒想到在喜耀粵西

學校，他的學習成績慢慢有了好轉，數學、語

文都是80多分，英語不但成績好了，發音也很
地道，因為學校有三個外籍教師，他還幾次與

外教一起坐車回廣州，在路上與外教戴安娜交

談，這個學期他的物理居然考91分。
第五、有志氣、有目標。孫浩文非常崇拜

陳可勇校長，陳校長一身正氣，追隨霍教授多

年，深得霍教授性情教育之精粹。從孫浩文的

言談中，我們知道陳校長非常關心學生，常勉

勵學生努力學習，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他

回家經常模仿陳校長上課時的語氣：「生命是

有可能的」。

非常感謝陳校長和老師們用孩子接受的方

式培養了孩子的志氣，有志氣的孩子自然有目

標，有目標的孩子自然會自強不息。

這是現代教育最難之處。

一百萬也換不來一個好孩子

孫浩文愈來愈熱愛學校，我們問他最大

的變化是甚麼，他的回答是：以前常常覺得無

聊，現在每天都很充實。

他愛好運動，喜歡打球，學校裡有一群

好朋友；他學會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外公最欣

賞他寫毛筆字的氣勢、定力；他在學校種過蕃

薯、花生、玉米、木薯，還認識很多植物，如

茅根、魚腥草……等。

「相由心生」，孫浩文最大的變化是相變

了，用外婆的話是「五官生開了」，由原來的茫

然、眼中無神，變成開心、自信、有志氣。每次

見到孫浩文，我們都很欣喜地發現他的變化：

長高了，聲帶變了，學習興趣增加了，成績提

升了，更重要的是擁有了許多好的習慣，思想

也變成熟了，這是一種生命的蛻變，而這種蛻

變是愉悅的。也許這就是霍教授所說的「生命

成長」，從孫浩文身上，我們明白了為何霍教

授將學校名字稱作「喜耀」―喜耀生命！

我們不知道老師們用了甚麼特別的方法讓

他產生這些改變，我們只能深深感受到老師們

的愛心與耐心，也深深感受到霍教授的性情教

育的威力和偉大。

我們非常認同一位喜耀粵西家長的說法：

「一百萬也換不來一個好孩子」。

感謝喜耀粵西學校給了我們一個好孩子孫

浩文，開啟了孫浩文

一個嶄新的人生，一

個喜耀生命。

有 緣 入 讀 喜 耀

粵西，是孫浩文的福

氣，也是我們全家的

福氣。

文天祥成了孫浩文最尊崇的人物

孫浩文與好友

王賢世攝於宿合

第二屆廣東省青少年書法大賽

2007年7月

喜耀粵西學校榮獲「書法教育名校」稱號

優勝獎：陳嗣確

入圍獎：梁榮彬　謝欣盈　陳柱　陳峻標

第七屆全國中小學美術作品評選活動

2007年5月

金獎：陳嗣確　陳峻標　

　　　陳　柱　陳達鑫

銀獎：黃銘怡

銅獎：梁展緯　楊子緯　蔡楚昌　

　　　鄭　儉　楊　歡　楊　靖　

　　　吳思閱　覃俊祿

優秀獎：陳偉群　黃上東炫

　　　　謝欣盈　辛舒婷　陳啟煌

　　　　劉致宏　黃琳雅　歐展君

　　　　梁瑤倩　陳穎桐

喜 耀 粵 西 學 校 同 學 在 公 開 大 賽 中 取 得 輝 煌 成 績

第七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2007年6月

幼兒部

一等獎：劉一龍　三等獎：彭晃　曾楚琳　譚俊彥　許栩　李鎔學

優秀獎：王維銘　姚銘俊

小學部、初中部

美術類

一等獎：覃俊祿　姚碧茵　張智勇　　

　　　　林泉霖　肖文釵　黃琳雅

二等獎：辛舒婷　潘科曌　劉致宏　　

　　　　譚信律　藍紫彤　杜　幸　

　　　　陳啟煌　楊燦榮

三等獎：陳嘉琪　鄒沅珊　陳沅雯　　

　　唐曉晴　沈　婷　吳金豐　梁凱婷

　　梁煒橋　林　正　梁浩文　高　峰

　　郭東東　楊梓鋌　陳　銅　賴泓良

　　歐嘉怡　陳燕姍　陳　鵬　梁梓梽

優秀獎：蔣皓俊　譚鈺泓　唐子航

　　肖桂群　許啟炫　盧柏麟　李秀清

　　莫偉欣　周家岳　黃宙坤

書法類

特等獎：陳達鑫　陳峻標　

　　　　陳嗣確　陳　柱

一等獎：梁東明　吳思閱　梁榮彬

　　　　謝欣盈　梁展瑋

二等獎：蘇燦韜　陳偉群　楊子瑋

　　　　陳燕姍　鄭　儉　陳穎桐

　　　　蔡楚昌　黃上東炫　

三等獎：謝　煒　唐曉霞　江汝航

　　　　黎婷瑤　王振烽　譚偉錦

　　　　賴俊傑　陳穎燁　趙　書

　　　　梁胤瓊

優秀獎：黃嘉穎　沈雅怡

第七屆PHE國際中小學幼兒美術書法大賽

2007年5月

三等獎：曾楚琳　肖展鵬　劉一龍

　　　　潘科曌　梁煒橋　杜　幸

　　　　林泉霖　黃琳雅　謝欣盈

優秀獎：許　栩　鄒沅珊　

　　　　唐曉晴　高　峰　

　　　　譚昊喆　譚鈺泓　　　　

　　　　梁凱婷　陳峻標　

　　　　覃俊祿　陳嘉煒　

　　　　許啟炫　譚信律　　　　

　　　　梁浩文　郭東東　

　　　　林　正　藍紫彤　

　　　　李秀清　盧柏麟　　　　

　　　　賴泓良　歐嘉怡   
　　　　陳穎桐　劉致宏　

　　　　陳　銅　陳雅婷　　　　

　　　　肖文釵　陳啟煌　

　　　　黃宙坤　黃上東炫

*作者為企業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