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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灌溉，幼苗茁長
—性情教育已經不是理念，而是成果

霍韜晦教授
（校董會主席、性情教育創辦人）

十年前，喜耀粵西學校奠基；十年

界（不只中國）都為下一代的素質擔心。

我們相信，只有性情健康的人，他的人格

後，性情教育已結出纍纍碩果。十年辛苦

社會已經非常功利和庸俗，只講出路，只

纔會健全，他的理想纔會孕育；也只有性

不尋常，學校全體教學人員、行政人員、

講成功，只講回報；人人都把注意力集中

情健康、人格健全的人纔能為社會付出，

後勤人員都傾盡了心血，為下一代的成長

在自己身上，不懂得關注別人，連對父母

承擔大任。所謂「品學兼優」，品格在人

竭誠付出。現在，我們的學生不但成績優

也不懂得尊重；眼光、胸襟、氣魄都非常

的成長上永遠有優先性。

秀，而且品德好、眼光遠、志氣高，對人

狹小。為了競爭，現代教育集中培養知識

喜耀已經啟動了這一教育工程，十

有禮，對父母有情……純樸的校風傳遍遠

型、技術型的人才，但沒有領袖、沒有修

年灌溉，幼苗茁長。性情教育已經不是理

近，聲譽也越出粵西，連廣州、深圳、甚

養、沒有擔當，沒有道義。即使畢業的人

念，而是可以看到的成果！

至香港、新加坡，都有家長把子弟送來就

多了，但社會的整體質素卻大幅下降了︰

讀。令人難以相信，但都是事實；喜耀已

貪污、犯罪、販毒、色情流行，下一代就

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教育品牌︰學校設於

會飽受傷害。大家都知道問題很嚴重，但

偏遠的粵西山城，但光芒卻越出中國。這

束手無策。

是羅定之光！喜耀之光！

我們能否改變這種下滑之勢？至少證

為甚麼大家都那麼喜歡喜耀？就是
因為現代教育長久以來都偏重應試。應試

喜耀教育就是在這樣的期許下誕生︰

沒有甚麼不對，但過分向這方面傾斜就會

她以新的理念— 性情教育，來開發、啟

影響青少年身心的健康發展。現在全世

迪孩子們的心智，讓他們得到健康成長。

性情教育
是廿一世紀教育的新希望
過去，教育使人學懂做人、學懂處
事、學懂承擔，但是如今教育已失序，學

喜訊

明我們還有辦法？

喜耀粵西學校連續兩屆九年級中考
成績喜人！
畢業生人數

上巿重點綫

上綫率

26人

21人

80.8%

各科成績傲視全巿四十多家學校！
英語科、語文科、化學科︰

陳可勇博士（校長）

全巿排名第一

唯有教師「生命成長」，教師才會懂得

數學科、政治科︰

全巿排名第二

「育人」。

校已問題百出。不少校監、校長，為了配

霍教授無私付出的精神，心無疲厭的

合政府教育政策，為了使學校生存，為了

教學行動，深深影響「喜耀」的教師和學

討好家長，使學校淪為出售知識與技術之

生，使「喜耀」校園充滿和諧，學生都能

場所，失去學校「育人」之精神。當教育

夠愛親敬長，多才多藝，品學兼優。「喜

失序，師道扭曲的情況下，如何「改革」

耀」因此而成為羅定市首屈一指的學校。

教育，已是急不容緩的課題。但是，誰人

現時「喜耀」已有十多名從珠三角、香港

能夠提出可供實踐的改革良方？大多數教

和新加坡慕名而來讀書的學生，而學生人

育改革方案都是紙上談兵而已。然而，教

數亦由創校當年18名增加至2009年2月近

育仍是有希望的！

800名。

小學六年級也有驕人成績。77位畢
業生，有12人進入全巿前500名！

《一百萬
也換不來一個好孩子》

「喜耀」校監霍韜晦教授深明當今

曾到「喜耀」交流的教育界人士，都認

社會文化之弊，教育制度之病，他身體力

為「性情教育」是人類未來教育的希望。因

行，在十年前創辦喜耀粵西學校。他繼承

為「喜耀」已有優異之教學成果，已成為羅

中國大儒之承擔世運精神，復活孔子重開

定市之標記，以及促進羅定與海外交流的大

發學生「性情」的教育精神，提出「性情

門。羅定市書記到香港時亦曾親訪霍教授，

教育」觀念來使「教育正位」。除了提出

希望霍教授在羅定的教育投資加大力度。

「性情教育」觀念來引導、規劃「喜耀」

「喜耀」是一所持續發展的學校，我相信：

之發展，霍教授多年來一直堅持要親自培

「性情教育」不單在「喜耀」會繼續取得美

以「性情教育」為理念的「喜耀粵西學

訓教師，提升教師素質。他深信開發教師

好成果，更會在華人地區開花結果，因為

校」經過八年實驗，取得令人驚異的成果。

的「性情」，使教師「生命成長」，提升

「性情教育」是對治當今教育問題的良方，

教師的思維能力，才是教育之發展基礎。

更是人類未來教育的希望！

地址：中國廣東省羅定市新城區鳳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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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本書收錄三十三個真實個案，記述他們在性
情教育中的成長歷程，更有家長感動地說︰
「一百萬也換不來一個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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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喜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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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粵西學校、感謝性情教育─家長心聲
林瑋是一個頑固，愛哭鬧的小朋
友，在家裏有一點小事不順心，馬上就
會嚎啕大哭。但這些都成過去了。現在
的林瑋呢？能自己端碗吃飯，還會自願

老師們都很關愛他，引導他。現在，兒子
7歲了，我發覺他越來越懂事，懂得更多的規矩
禮儀了，對學習感興趣，做事也有熱情。
黃以德（小一）家長

幫家人盛飯，或者夾菜給長輩。如果沒

在學習上，兒子改掉了以前拖拖拉
拉的習慣，敢於主動請教別人，能獨立
完成作業，對學習也有了濃厚的興趣！
課後還熱愛閱讀課外書了！看著他充滿

有喜耀粵西學校老師的教導，她是不會

自信的目光和積極的上進心，我們感受

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有這麽好的轉變的。

到了他精神上的健康與富有。

林瑋（幼兒園大大班）家長

歐品貴（小六）家長

每當我們問到孩子在學校開心嗎，孩子都說
在學校開心，孩子會在家裡將在學校的情況告訴
父母，聽到這些我們都很欣慰，童言是最真的。
進入小學一年級後，她的進步很
快。老師信任她做了副班長，她變得更
積極，回到家主動學做家務，自覺完成作

最令我們開心的是孩子的快樂，孩子能在學校每
天都開心就是一個不簡單的成績，我們作為父母
的亦真的感受到她的快樂，
唐曉晴（小二）家長

業，還對看書產生興趣。她還很喜歡與家

了才去幹其他的事情，對學習開始有
了較濃厚的興趣。晚上入睡前還能看

長談話，有時甚至會說一些很貼心的話，

一看課外書，來拓展自己的視野，提

還會幫人捶背。看著女兒在性情教育的環

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已經形成了良好

境中一天天成長，做家長的很滿意！
李捷妮（小一）家長

焦慎以前只想玩電腦、看電視或
在外面亂野，現在是只有把作業做完

的學習習慣。他實現了由「要我學」
孩子一天天進步，中考在班上考了總分第一
名。感謝喜耀粵西學校的老師，感謝喜耀粵西學

到「我要學」的轉變，逐步走向快樂
學習、有效學習。

校的“性情教育”，不但讓我的孩子在進步，也

焦慎（小二）家長

讓我和她父親學會如何與孩子溝通，與人相處。
王敏學（中一）家長

性情教育值得我追求─教師的話
我和學生一起成長

養，而中下等生，老師不會有太多的關注。

從孩子中感到快樂

來到喜耀以後，我才明白甚麼是真正的教
在這裏已經一個多學期。我發覺

育。喜耀的校園是

以前，我總認為幼兒教師是各行各業中最快

自己變化了：在其他學校時，我總覺

多麽溫馨，人與人

樂的工作，因為工作對象是孩子。哪知我在外面

教學壓力很大，因他們推崇「唯分數

之間是那麽親切。

的幼稚園任教七年，漸漸地為了不出差錯，對小

論」，把學生變成得分「機器」，老

小朋友們無論見到

朋友要求高了：不能玩這，不能玩那，要他們怎

師和學生的關係就是生產者和勞動產

老師還是叔叔、阿

樣就怎樣，不會聽他們的意見。小朋友變得不與

品，根本就沒什麽感情可言。

我親近，我也變得心淡了。

但來到這裏，我發現無論是和

很榮幸我成了喜耀的一

同事，還是和學生相處，我們就像

員。我發覺這裏的一切跟外面都

一家人，無分彼此，開心的東西一起

不同。這裏每一位教職員都融洽

分享，而煩惱的事情我們也會一起分

相處，領導非常和藹。小朋友與

擔，我比以前開心了很多。

老師有說有笑像朋友。老師愛每

現在，我的教育觀念改變了︰師

老師對學生悉心教導

位小朋友，小朋友亦關愛老師。

生應是平等、和諧的，教師應與學生交

記得我剛來時，有天我身

朋友，才能真正走進他的心靈，瞭解他
的所需要，進行有效的教育。

姨，都會主動問好，

有怎樣的老師，就會有怎樣的學生。只有真

家長常來到學校與校長

體很不舒服，但還是堅持帶完了

和老師交流

班。我很疲憊，剛要離開課室，

並且樂於助人。學生

梁楓小朋友走到我面前：「老

性情的老師才能教出真性情的學生。我願和學生

做錯事情，老師並不是破口大駡，而是「以

師你不舒服嗎？來！讓我抱抱

一起學習、成長。

愛呼喚，以情育人」。老師對待學生都是一視同

你！」還有梁彤、梁家怡等小朋友見了，也跑來

仁，把每位學生當作子女看待，讓每位學生都感

用她們稚嫩的小手緊緊的擁抱著我，並在我的背

受到像父母般的愛。這種充滿愛心的教育，正是

上輕輕的捶了幾下。我感動得倦意都煙消雲散

「性情之教」，這才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

了。就這樣，每當疲勞和煩惱時，我總能從孩子

譚紅偉（初中部老師）

讓寬容伴隨孩子的成長

在「性情之教」下，我也改變了，從前心胸
從前那家學校，將教師的獎金和學生的成
績挂鈎。成績達到學校要求，就可以拿到你的獎
金。於是，成績好的學生，老師就會對他重點培

窄小的我變成一個與人為善、寬容待人的人。我
也要讓寬容伴隨孩子們成長。

這裏感受到快樂、得到力量。這裏是快樂的、是
溫暖的，我想這就是有愛，有性情的緣故！
劉娥娟（幼兒部老師）

蘇保文（小學部老師）

我在喜耀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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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教育不是空話
─記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交流團
長的教育。八年的實踐已證明這完全是可實現

融洽非常。在親臨學校之前，「喜耀生命」同學

的、可以做到的教育，不是空話。希望在政府和

只能透過文件或DV D來認識學校；直至來到這裡

教育界的先進扶持之下，它能茁壯成長。」

親身接觸，即直接感受到這裡的學生如何淳樸、

隨後每位嘉賓輪流致辭，他們對性情教育的

乖巧，教師們如何付出，以至師生之情是那麼深
厚，更感受到兒女進步後家長散發出來的喜悅。
凡此種種，對性情教育的落實都更有信心。
在性情教育交流會中，今年喜耀教育文化基
金晚會主席沈永安道︰「在喜耀的學習中，給我

歐澤昌先生、
（左起）李明漢先生、
授、楊東凱女
陳小明女士、霍韜晦教
君女士
士、楊景輝先生、蔡敏

找到中國文化的根。西方文化容易令人忘記了自
己的心，但
其實我們的
心，才是真
正的根源。

轉眼間，喜耀粵西學校創校至今已經八年。

師生、家長和來

一如以往，每年的十二月份，來自香港、新加

霍老師提過，

賓坦誠交流

歷史不是在

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喜耀生命」同學，都會

成果都感到詫異和欣

書本裡的，歷

到來與校內師生家長進行交流。今年同學與導師

喜。羅定市副市長楊東凱女士說︰「喜耀學校落

史是活的。而

們，於十二月七日來到喜耀粵西學校。

戶羅定後，對這兒的教育工作有很大貢獻。喜

學生與來自香港的喜耀

喜耀的教育，

同學合照

除「喜耀」同學外，當日蒞臨的嘉賓包括羅

耀學校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尤其重視學生的德

定市副市長楊東凱女士、廣州市青少年對外文化

育工作，把學生培養成一名中國傳統的，有品

交流中心總幹事陳小明女士、羅定市教育局局長

德、有理想、有教養的青少年，這個是非常值得

此，我們的心能把歷史傳承，一代傳一代。」另

歐澤昌先生、廣州市海珠區教育局副局長李明漢

我們感謝，值得我們公辦學校學習的。」廣州市

一學長余春炎提到︰「中國有很多好的人才，但

先生、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貿辦事處副主任蔡敏

青少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總幹事陳小明女士也對

最好的人才都去了美國。中國也有很多正面的新

君小姐、香港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楊景輝先

性情教育表示肯定︰「我們感到性情教育對小朋

聞，但國外見到的都是負面消息，這對我們祖國

生以及多位廣州教育界領導，場面極為盛大。

友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很大的幫助。人

很不利。然而，我個人感到，重點不在於得到多

生在起步的時候，就能夠接受這種教育，可說是

少，而在於付出多少。……這一點在我老師霍教

終生受用。今天我們也得到了學習機會。」

授的教育裡就感受到。他教曉我，人生不是追求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主席、喜耀粵西學校創
辦人霍韜晦教授致辭時表示，性情教育不但是愛
的教育，也是真誠的教育。此外，它更是探索人

隨後，喜耀粵西學校的學生預備了一連串表

正正令我們的
心活過來，因

物質。希望大家能全力支持這正確的、健康的

生、建設人生的基礎教育。「我們如果沒有生命

演，包括現代舞蹈、英語朗誦和演說故事等。

成長的根、沒有基礎，做人就容易動搖……。所

全體老師更為來賓演唱了兩首性情歌曲。之

這次性情教育交流會備受當地廣

以性情教育，是立根的教育，我們明白根在哪

後，「喜耀生命」同學也上台合唱一曲，場

泛關注，並在羅定市電視新聞中報

裡，操守就會建立起來，人格就得以建立。所以

面溫馨動人。在分組交流的環節中，交流

性情教育，也就是人格的教育，也就是道德的教

團的成員與各位嘉賓、家長及學生們在露

覽：h t t p://w w w.l u o d i n g.g ov.c n/

育，也就是和諧社會的教育，也就是讓人健康成

天操場聚首，互相問好，大家主動攀談，

shouye/ldsp/50-25159.html

教育事業！」

導。有關片段歡迎進入以下網址瀏

我在喜耀粵西學校的見聞
將性情教育的種子帶到其他學校

熾熱與冰冷

討厭學校」、「討厭同學」、「討厭老師」，再
問下去，就是連父母都很討厭。這種對比，真是

一位不過十一、二歲的男生領著我參觀，我

我一直很在意他們初中畢業後的去向，我問

跟他說他的手很冷，他竟回答說︰「不要緊！我

一個念七年級的學生︰「在這兒唸畢九年級後，

的手冷，但我的心很熱！」

會否擔心出路呢？」
他不假思索︰「毋須擔心！我要將在這裡獲

一股熱力登時在我內心湧起。
黃達強（香港）

林巧珠（香港）

每個學生都喜歡學校
喜耀粵西學校給我最深刻的感覺，是我隨便
找個同學傾談，他們都會表示「很喜歡老師」、
「很喜歡同學」、「很喜歡學校」。

真窩心！
鄭麗蓮（新加坡）

也能對答如流，非常有自信。問他們何以能處理
們的學校，就像愛我們的父母一樣，很理所當然
的。」

順口說學校真大。誰知道學生回應我說：「這要
您們的捐款，我不可能有機會上學」。

徐不急，有問必會熱情回答，有關學校以外的事
得這麼好？他們很認真的回答︰「因為我們愛我

粵西學校的學生帶我們到校舍的天台參觀。

感謝阿姨和其他象您那麽熱心的人的幫助。沒有

理所當然的回應
我見到粵西學校的初中生做事有條不紊、不

聽到這答案，我不禁慚愧起來。

我從天台往下看，看到整個粵西學校的面積，我

劉學威（香港）

得的性情教育的種子，帶到日後就讀的學校，讓
他們也能得益！」

窩心的感謝

令我感動。

我在香港的學校工作，經常聽到學生說「我

想到自己平日只集中注意工作，很少關心其
他……，連一個初中生也不如，真是羞愧啊！
熊鳳珍（香港）

喜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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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書法作品

我們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交流
我們和他們（裕廊中學學生）打
了一場籃球友誼賽，他們的隊伍有男有
女，一開始，我們因為小看他們，連輸
三球，只因他們的配合太好了！但我們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新馬之旅有感

也不弱，以良好組織和外線得分，一下

粵西 學校 辯論 隊與 裕廊 中學 的
學生 進行 激辯

子就把比分反超了，打完球之後我對一
個新加坡的同學說：「你們配合太好
了，你們都是同班同學吧！」他說︰

2008年7月20~29日，我與黃妙珍老師、喜耀粵西學校初中部學生

「我們是不同一班的！」這令我感到很

23人到新加坡「裕廊中學」和馬來西亞「華仁中學」進行學習交流。

詫異。他們的親和力很強，與不認識的

這次交流令我們大開眼界，並從中得到不少的啓發與感受，頗有一種

人一起，也會如同親兄弟一樣，這很值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感覺。

得我們學習。
歐星權（八年級）

旅程最後一天到馬來西
亞的
華仁中學作交流

為學生的成長默默奉獻
我們先到「裕廊中學」進行為期一周的學習與交流，那兒學生
的素質很高、禮貌禮儀都很好，課堂氣氛隨和，師生關係融洽，學生
學習的內容豐富多采，為他們的將來提供很多發展空間。在學生活動
中，老師只是從旁指導，基本上都是學生幹部帶領，從中看出師生之

在裕廊中學交流期間，我受益

間很信任，學生領袖的培養也非常成功，很值得我們借鑒。教師方

匪淺。他們上課的紀律與我國大不

面，他們總是衣冠整齊，彬彬有禮，微笑常掛在臉上，威嚴而不失和

相同。課上以討論為主，學生可以

藹，極具親和力。可以感到他們很團結、互相幫忙、責任心強，為學

自由發言，老師也甚少責備。師生

生的成長在默默奉獻。

相處十分融洽，同學之間也很少爭

學生姓名：陳達鑫

學生姓名：梁東明

學生姓名：陳柱

就讀年級：中三

就讀年級：中二

就讀年級：中三

（獲第八屆PHE國際中小學生
幼兒美術大賽三等獎）

（獲第八屆PHE國際中小學生
幼兒美術大賽優秀獎）

（獲第七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
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特等獎）

吵。就算偶爾產生小矛盾，他們也
不會丟掉中國文化這一瑰寶
最後一天，我們到了馬來西亞「華仁中學」參觀、學習，在那裡

介紹他們
當地學生耐心地
課外活動

不會放在心上。他們無論對誰都很

的

熱情，我想，我也應該學習一下他
們的待人方式。
劉思凱（七年級）

我們感受到強烈的華人文化氣息。華仁中學是一所由熱心人士捐資辦
學的學校，有著65年的歷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華仁中學」沒

華仁中學的學

生主動邀請粵
西
同學擊鼓

有依仗政府的支援，全靠一代又一代的校友、一批又一批的熱心人士
頂住重重壓力，克服種種困難辦起來的，在他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
創業者們的艱辛，佩服他們的勇氣和堅毅。「華仁中學」注重的是中
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紮根中國文化，為的是讓生活在當地的華人不
忘本，不會丟掉中國文化這一瑰寶。所以，我們師生一行在「華仁中
學」特別感受到濃厚的中國文化氣息，感覺特別親切，也特別感動，
同時也深深感受到他們師生上下的那份執著、那份熱忱、那份不屈不
撓的拼勁和韌性，他們的精神令我們鼓舞。
性情教育把彼此的心拉近
這段時間，我們每天都和一大批的喜耀同學一起，他們帶領我們
領略當地的風土人情，增長我們的見識。他們不辭勞苦，對我們無微
不至的關懷與愛護，讓我們感動不已，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喜耀精神︰
我們並不孤單，在生命成長的道路上，是會有愈來愈多的同行，道路
也將愈來愈光明。這令我倍感性情教育的偉大，它可以把彼此的心拉
得那麽近，令我們把心打開，放下自我，看到別人，共同成長。
李光強（初中部老師）

在我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同學

裕廊中學的師生都很友好、很熱

交流後，我見到了我們的長處和自己應
該加強的地方。我知道我的英語還是不

「忠」、「誠」、「勤」、「愛」是

情。在你有困難的時候，他們為你排憂

行，但我們的禮貌是很好的。他們在上

裕廊中學的根本。在那兒的五天裡，我們

解難，令你感到溫暖和安心。上課時，

課時可以隨便講話和走出座位，可是我

過得很愉快。由當地學生擔任的「搭擋」

聽不明白的問題，自己的搭擋會不厭其

們學校是不會這樣子的，這是對老師的

更是功不可沒︰他們平易近人，當我們像

煩翻譯給我一次。有一天，我的搭擋由

一種尊敬。我最重要的是學習他們的熱

本地人一樣的照顧，我感受到大家都是華

於身體不適，所以沒有回校，我頓時不

情好客，他們對人真的很好，他們會耐

人，都是一家人。

知如何是好？中午吃飯也不知道往哪裡

心地帶領我們，我的搭檔整天也伴著

分離那天，我們互相交換了禮物，

拿飯票，這時候，一個女生拿來飯票給

我，卻一點也不覺煩。這令到我熱情起

那條手巾意義非凡，象徵著我們之間的友

我，原來我的搭檔叫她的朋友來照顧

來，也學會更加主動；我也應該學好我

情。他們讓我們學到了太多太多，也許他

我，幫助我。裕廊中學的學生就是這樣

的英語。我會珍惜這一段美好的回憶，

們給了我們一份最好的禮物︰「忠」、

處處為別人著想，我也要向他們多多學

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旅程！

「誠」、「勤」、「愛」，這就是做人的

習。

趙煜偉（七年級）

道理。但願遠在他方的友情之花能永遠保
持她的嬌美。
盧雅航（七年級）

許櫻妍（八年級）
學生姓名：梁榮杉

學生姓名：吳思閱

就讀年級：中三

就讀年級：小六

（獲第八屆PHE國際中小學生
幼兒美術大賽三等獎）

（獲第七屆「星星河」全國少年
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一等獎）

我在喜耀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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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女孩宋雨昕
— 一個靦腆女孩的成長故事

第六版

編按︰年前推出《一百萬也換不來一個好
孩子》一書，記錄多個「喜耀」學生成長
個案，回響不絕，唯因篇幅所限，不能盡
錄。現刊登兩篇全新個案，以饗讀者。

一直以來，宋雨昕媽媽最大的心願，
就是讓女兒活潑一些、主動一些、乖巧一
些。

美術比賽；去年學校的交流活動中，還代表幼兒

願意上學？」她說：「媽媽磕到頭了，我擔心媽

部登台表演舞蹈節目呢。

媽，不知道媽媽會不會流血。」當老師把這情況

雨昕心裡，就是想著要讓媽媽開心，別再依
「以前雨昕是一個任性、嬌氣的小女

賴她，別令她操心。早上回校，她自己背書包；

孩，在之前的幼稚園上學，每朝都不願起

在家裏，每天能自己進餐，還幫媽媽幹一些打掃

床，也不願上學，總要我抱著到教室，甚

之類的簡單家務。能夠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做，

麽事情也總喜歡依賴我，而且性格害羞，

遇到困難也自己想辦法解決。

與生人不說話……。」
那時候，宋媽媽很想找一家能令孩子

的中班唸書。
兩年過去，宋媽媽的心願不知不覺間
實現了。

女兒真的長大了。
成了懂得關心別人的好女孩
有一次，譚老師上午請假去看病，下午上

因著女兒的轉變，媽媽也學會反省

改變的學校，聽過親戚朋友介紹後，終在
2006年9月把女兒送進喜耀粵西學校幼兒部

告訴宋媽媽時，媽媽真的很感動、很開心，覺得

班時雨昕即問她：「譚老師，今天早上你去哪裡
了，怎麽不見妳呢？」「我去看病了。」「你哪

「在2008年我們公司的迎新年歌唱比賽中，

裡不舒服？」「喉嚨不舒服，喉嚨痛」。當時老

雖然她年齡最小，卻獲得了一等獎！她還變得愈

師正準備上課，她聽老師這麽一說，馬上對全

來愈有禮貌，能主動向人問好，家裡來了客人，

班小朋友說：「大家不要講話，準備上課了，譚

會給客人倒茶、洗水果、拿東西出來招呼他們，

老師喉嚨不舒服，我們安靜一點，不要大聲講

如果有小客人，還會把玩具拿出來和小朋友一起

話。」當時小朋友們真的全都靜下來，靜靜地聽

玩。以前雨昕比較任性、嬌氣，做甚麽事都不能

老師講課，課間活動孩子們也輕輕地講話，更來

堅持到底，但當她要做某件事情或要得到某件東

到老師身邊來問候。

西時，都以自己意見為主，否則就鬧人，現在的

又有一次，雨昕到她媽媽的一個同事家吃

她變得明事理，只要給她說明情況，她都能欣然

飯，當時那個同事還在炒菜，其他人就圍在桌子

接受。」女兒一連串的變化，令宋媽媽喜出望

吃飯了，大家都叫雨昕坐下來吃飯，她卻說：

外，也讓自己有深刻的反省。

「我不吃，阿姨炒菜很辛苦，我要等她炒完菜出
來再吃。」大家都說：「在粵西學校讀書的孩子
就是不一樣，那麽小就懂得關心人。」
為四川災民流淚

雨昕變得主動、有愛心，令媽媽感到很安慰

雨昕從電視上看到災區的人們沒地方住，沒

雨昕的表現曾令宋媽媽頭痛非常︰見到人不

有東西吃、沒有水喝，她哭起來了。「媽媽、爸

會主動問好，做事拖拉、被動，在家不願自己進

爸，我們可以怎樣去幫助他們？」她還說：「我

餐，要媽媽餵，還經常發脾氣。還記得雨昕初來

不買零食吃了，我要把買零食的錢省下來捐給災

時，某天早上很遲才回來，當時她眼睛紅紅的，

區的小朋友們。」才不過幼兒園的大大班，但經

像是哭過的樣子，於是班主任譚紅霞便問她：

過兩年的「喜耀」生活和學習，雨昕變得這麼懂

「雨昕，妳的眼睛為什麽紅了？」她沒回答。打

事，她不單成了一個活潑、主動和乖巧的學生，

電話向宋媽媽瞭解情況，才知道原來媽媽沒幫她

還成為一個令父母、師長驕傲的小女孩。
宋媽媽說︰「雨盺的進步是學校老師悉心教

擠牙膏，又催促她穿衣服，所以在家鬧了一陣，
不願上學。
要媽媽別為自己操心

譚紅霞老師（左）悉心教導雨昕

「以前我對她的要求總是很嚴格，她做的

育的結果，是進行性情教育的結果，作為家長，
我衷心感謝為推行性情教育而付出的每一位老
師，也祝願喜耀粵西學校越辦越好！」

每件事都要求一定要做到最好，如果做不好就會
後來，譚老師在班會定了一個題目︰「我可

嘮叨一番。老是覺得她這做不好那也做不好。經

以幫助媽媽做甚麽？」譚老師問︰「我們怎樣做

過和譚老師、陳老師、彭老師談話、交流後，我

才是愛媽媽？」雨昕起初也不懂回答，於是譚老

終於明白雨昕為甚麽在我面前總是不積極、不主

喜耀人物︰宋雨昕（幼兒園大大班）

師說︰「要媽媽別為自己操心！」譚老師鼓勵雨

動，是因為我給的目標太高了，給她的壓力太大

● 任性、嬌氣的小女孩，不願上學，甚

昕遇到困難時要自己動動腦筋，想想辦法︰例如

了。我現在能多點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她也樂意

早上刷牙要自己裝水、自己擠牙膏、自己洗臉；

接受、樂意去完成，完成的效果也很好。孩子開

上幼稚園時也要嘗試自己背書包；在家中也要自

心，我也開心了。」

己吃飯……。
經過老師的教育和鼓勵後，雨昕做事利落

宋媽媽開始懂得貼近女兒的心，雨
昕也感到與媽媽更親近。有

多了。以往午睡起床後，很多小朋友已經洗刷完

一次，宋媽媽不小心磕到

畢準備排隊，但她還是慢吞吞地穿襪子，如今，

了頭，前額有一塊小青

她不再拖拉了，而且，漸漸變得開朗起來、積極

塊，早上送雨昕回幼

起來，膽子也大起來。在她臉上，總是洋溢著歡

稚園後，雨昕硬是不

笑，每天早上回到幼稚園都主動向老師、阿姨問

願進教室，待媽媽走

好；她也喜歡了畫畫、剪紙、摺紙等美術活動，

後老師問她：「妳為

她的美術作品還多次被送去參加省級、國家級的

甚麽鬧情緒，為甚麽不

小檔案

麼事也依賴媽媽。
● 經老師的教育和鼓勵，慢慢學會自己
動腦筋、想辦法，面對困難。
● 早上回校，已能自己背書包；每天能
自己進餐；在家也幫媽媽幹一些打掃
之類的簡單家務。
● 雨昕的改變，令媽媽有所反省，如今
她能更貼近女兒的心。

我在喜耀中成長

喜耀教育
二○○九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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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鬼」長大了
「小時候的俊傑很難教的，又懶惰，是
個『小皇帝』；他甚麽東西都是只顧自己；不

— 賴俊傑的成長歷程

會接受我們的教導。每次糾正他的錯誤或批評
他時，都只會哭，然後就找退休在家的爺爺奶
奶。年老的爺爺奶奶最心疼這個寶貝孫兒嘛！
於是他也變本加厲，我們都覺無計可施，而且
又有工作纏身，沒有太多時間照顧他，做父母
的真是大傷腦筋啊！」提起往時的俊傑，賴媽
媽也不禁嘮叨起來。

交流營後，俊傑仿如脫胎換骨似的，之前他

更變得積極起來，主動起來。

上課被老師點名，要硬著頭皮才能站起來，現在

另外，班中有位公認懶惰的張同學，常常

已變成一個主動舉手答題的學生。以前叫他去和

不做作業，需要別人在旁督促才能動手。俊傑就

爸爸的同事吃飯，即害怕得哭起來，如今他已不

主動督促他，幫他定好學習計劃，到他家幫他溫

怕陪父母外出應酬。他在周記寫道︰「我終於有

習，打電話指導功課。

了進步，但是我決不能驕傲，以後還要爭取更大
的進步。」 3

膽小內向，哭哭啼啼

用真誠化解相處的矛盾
俊傑的性格一直很隨和，從不傷及別人。在
七年級的第三周周記中，俊傑就記下一段和新同

二○○二年秋季，俊傑入讀一年級。剛開始

學相處的小插曲︰「開學第一周我很盼望編位，

時每周的星期二，他都不願上學，就是到了學校

甚至想向老師提出編開自己的位置。因為我後面

門口也死纏著父母，不願放手。在家中他是「小

的女同學來自香港，很難和她相處。她常叫我一

皇帝」，但到了外面的世界，膽子就變小了，而

個難聽的綽號『癩死傑』，還經常在問問題時從

且經常哭哭啼啼。「當時每周都是淚涕滿面地上

背後打我，我覺得很煩。但老師常說要處理好同

課，每周都麻煩父母與老師，父母還說這是他們

學間的關係，舊同學要帶好新同學。於是，有

當時最煩的事。我真恨那時的自己，為什麽經常

一次，她又叫我『癩死傑』，我轉過頭來嚴肅地

為一些小事而令父母操心呢。」 1

說：「哪個是『癩死傑』？哪個是『癩死傑』？

一年後，俊傑慢慢適應了學校生活，他開

俊傑（右二）與家人的關係變得更和諧、更密切。

始喜歡了學校，學習也認真勤奮起來。然而，他
膽小怕事的性格仍是改不掉。父母想帶他一同外

有點紅，也跟著尷尬的笑起來。後來她不再這樣
要求父母讓自己留在「喜耀」讀初中

出應酬時，他都要先打聽清楚有甚麽人；即使去
到，當他開門看到有陌生人，就會立刻掉頭走，
父母也拿他沒辦法。

過來，我要揍他。」然後哈哈大笑。這時的她臉
叫我了，現在她還做了我的『妹妹』呢。因為同
學們叫我『多啦A夢』，叫她『多啦美』。我經

六年光景轉眼過去，俊傑在二○○八年小
學畢業了。在性情教育的浸潤下，俊傑已蛻變為

常教她語文、數學，她也會教我英語，我們一起
學習，一起進步，相處得很融洽。」

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市重點中學選拔考試
「夏日繽紛交流營」改變了他

中，他取得了總分285分的好成績，與另外7名同
學一起考進全市前400名，被市重點中學錄取，並

「在三年級的暑假，我這個膽小怕事的孩子

創造了喜耀粵西學校小學升中考試的輝煌成績。

參加了『夏日繽紛交流營』（由法住機構主

然而，他不想離開這個讓自己成長、讓自己

辦）。那時我第一次做隊長。做隊長就好像做將

充實的大家庭，他要求爸爸媽媽讓他回「喜耀」

軍一樣，要大膽統領士兵。這時已不允許我退

讀初中。俊傑說：「我捨不得離開『喜耀』這個

縮，這也使一向膽小的我好像一下子長大了。因

大家庭，我捨不得這兒的老師、同學，捨不得這

為每一天我都要想方設法，把隊員帶好，並參與

裡的一草一木，更捨不得教我們『不要憑感覺做

活動、鍛煉。就這樣我的膽量終於給練出來

事』的陳校長。我很希望在初中的三年裡，能在

了。」

2

這兒得到更進一步的提高！」俊傑爸爸聽到後，
也很明白兒子的心意。事實上，賴爸爸親眼目睹
小檔案
喜耀人物︰賴俊傑（初中一）

賴俊傑（中）的無私付出，成功感染了同學

俊傑變得溫文有禮、熱情待人、關心他人、做
事積極主動、意志力強……，早已明白喜耀

自製力強，孝順父母

粵西學校推行的性情教育確能使孩子健康

● 初入學時經常哭鼻子，膽小內向。

成長。他說︰「『小皇帝』的巨大轉變，

談起兒子，俊傑爸爸即自豪地說：「在同齡

● 三年級時參加「夏日繽紛交流營」，成

都是在學校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性情教

人中，俊傑真的是無可挑剔了。到目前為止我都

育熏陶的成果。現在他自己要求回『喜

很難找出他的缺點。就說現在的青少年沉迷電腦

耀』讀，我們做父母的怎會不答應呢？」

吧！在家裡我叫他完成作業了，去玩玩電腦吧！

功磨練膽量，變得主動、積極。
● 小學畢業後，深感「喜耀」令自己健康
成長，向父母提出留在母校升讀初中。

他只是玩一會就主動離開，他的自製力很強。」
無私的付出，感動新同學

● 犧牲玩樂時間，幫助同學學習。
● 自覺做家務，父母在家時，總陪伴左
右，與他們談心解悶。

國慶期間，家人閒談。爸爸慨嘆：「哎！養
兒育女，長大後各散東西，浪費心思！」這是因

進入七年級的俊傑，各方面表現變得

為俊傑姐姐在外地工作，假期也不回家而引發的

更出色，也給身邊的同學帶來正面影響，成

感慨。俊傑在旁聽到了，堅定地回應：「我懂得

了同學學習的典範。

你們的意思，我會孝順您們的！」父母在家時，

班中的新同學王烺明在第二周周記寫

他總會陪伴左右，與他們談心解悶。對於家務，

道：「總看見他忙碌的身影；一會兒在朗誦比賽

更是自覺常做的事，如洗碗、做飯、掃地、收拾

那兒看到他幫忙派禮品，一會兒看見他在操場上

房間等。

維持紀律，一會兒看見他在猜謎那兒幫忙對答

總之，無論是在學校、家裡，無論是學習還

案。每一處他都是那麽認真主動，儼然一位在忙

是品行；俊傑都是那麽盡心盡力。難怪總是得到

碌著的老師！我被他的行為深深地感動了。」受

老師的讚賞和同學的愛戴。

到俊傑的感染，王同學也很快投入這個新校園，

註1-3. 節錄自賴俊傑周記。

我們在喜耀畢業

喜耀教育
二○○九年三月一日

九年級
梁梓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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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謝謝您！

這裏的老師很好，他們會經常和我們

— 小 學 及 初 中 生畢業感言

說知心話，即使我們犯錯了，也是如此，每次說
得我們都非常感動。是他們讓我找到了人生的意
義，找到了前路的方向，更讓我領悟到霍教授
所宣揚的性情教育，讓我懂得做人要學會無私付
出，不計較回報的多少。這些寶貴的做人道理會

陳達鑫

伴隨著我的一生，讓我一路駛向成功的彼岸。

一天。漸漸的，「性情」兩個字無聲無息的滲進

大家，要孝順家人，不能令家人擔心，要按時完

我的生活，每天的空氣成了我禮儀的泉源，每天

成作業，不能沉迷網路、電視……漸漸地，我學

的灰塵是我除

會了反省自己，學會了孝順家人，不再和家人鬧

我。我記不清曾經進入黃校

去的東西，每

不和。我總是想，如果小時不在「喜耀」讀書，

長的辦公室多少遍，也記不

天的書本是我交

沒有接受「喜耀」獨有的性情教育，或許到今天

清曾被廖校長和陳校長教育

流的知音，我真

我和家人的關係仍是僵持的狀態，而沒有現在和

過多少遍，他們不怕我的臭

的愛喜耀，使我

家人說笑的情景了。

黃卓彬

在二千多天前我還是個傻瓜，玩一天是

老師從沒放棄過

脾氣，相反，我被他們「制

蛻變、昇華、新

服」了；還有我很差的語文

生。

譚舒瑜

唐其首

每周老師總會空出兩節課的時間來教育

一年級的時候，我因為一件小事和同學

科，也記不清楚曾被譚老師

大打出手，老師把我帶到辦公室去教導。開始時

教過多少次，但我的語文成

我很倔強，不願承認錯誤，老師說：「做錯事不

績卻提高了。

要緊，最重要的做錯後會認錯、改正錯誤，那樣

喜耀是我人生的一部

還是好孩子啊！」我聽完後，馬上認錯，因為自

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

己真的做錯了。這件事讓我懂得了如何承認自己

分。因為，喜耀將是我未來

的錯誤、改正錯誤。

的指南針。
張其鴻

老師就像再生父母︰家裡，我和父母產

在這一年裏，我踏錯了一步，沒有好好

生了誤會，老師會做「和事佬」；為了學生，你

用心去學習，成績比以前下降了！但老師並沒有

們晚上會熬夜改作業、備課；在我煩惱傷心時，

放棄，耐心地教導我。還記得謝老師對我發了最

你們又令我開懷起來。可以與老師相識，我感到

大的脾氣，但我知道他是想我好的，不想我走錯

無比幸運，有你們的歡笑浸潤著生命，讓我增加

路，在惜別會裏他向我道歉，我的眼淚也隨之流

了絢麗的光彩。

黎婷瑤

了下來，心裏默默地對他說著：老師，你不用向
淩 尉 喻

我道歉，我反而要感謝你，三年了，你一直教導

六年級

著我！

以

前，爸爸媽媽叫
我開電視機，我

黃上東炫

老師、校長為我們操心、擔憂。一次

賴俊傑

進入了

也懶得動手。可

次耐心的談話，一句句諄諄的教誨，一聲聲溫暖

「喜耀」，我便

老師說，勞動其

的鼓勵，我們都記在心裡了。你們不曾放棄我們

開始變化著，從

實是一件快樂的

中的每一個，由始至終悉心地教導︰困惑時，幫

不敢與人相處到

事情，勞動可以

助我們解決疑難；洩氣時，支援我們走出困境．

與同學玩得其樂

增強體質和變得

你們不是單一地為我們解決面前的問題，而是引

融融，從一個心

心靈手巧。聽了

導我們自己去學會積極地面對，學會走接下去的

胸狹窄的小男孩

老師的話，我嘗

路．我要衷心地說一句：「老師，謝謝你們！

到徹底認識了「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

試去勞動，發現正如老師所說——勞動是一件很

你們的不曾放棄和不斷支援，是我們走下去的動

空 」 …… ， 這 一 切 的 做 人 道 理 ， 都 是 六 年 來 在

快樂的事情，每當自己望著自己的勞動成果，都

力。」

「喜燿」裡讓我領悟。

會情不自禁的笑起來。

喜 耀 粵 西 學 校 同 學 在 公 開 大 賽 中 取 得 輝 煌 成 績
雲浮「溫氏杯— 愛是永恒，我心感恩」
徵文比賽
2008年春季
二等獎：范再然 三等獎：陳琛妍

羅定巿小學生講故事比賽
2008年春季
一等獎：陳文君

羅定巿小學生作文比賽
2008年春季
一等獎：楊歡 呂心怡
二等獎：林伯浩

第八屆PHE國際中小學生幼兒美術書法大賽
2008年5月
喜耀粵西學校獲本次比賽集體一等獎
書法類
一等獎︰陳峻標
三等獎：梁榮彬
優秀獎：陳釗鵬
陳俊機
美術類
三等獎：陳汝森
楊 歡
黃金蓮

陳嗣確
黃銘怡
陳 柱

陳達鑫
陳穎桐
梁東明

謝欣盈
李漪靜

宋雨昕
陳啓煌
譚錠鍇

杜 幸
鍾沛沂
張智勇

劉致宏
黃琳雅

優秀獎：陳倚婧
曾楚兒
朱獻澤
江宛霖
梁 睿
陳楚翹
黃以德
鄧飄怡
梁以潤
李政傑
陳琛妍
蔡清華
鄭 程

范獻文
張燊傑
譚嘉宇
蘇清新
潘樂軒
林柏忻
鄒沅珊
陳俊言
許啟炫
陳 銅
鄭 儉
郭開顏
肖文釵

梁星語
陳俊國
黎柏浩
陳立業
陳鋆彥
譚俊彥
肖展鵬
黎柏軒
盧柏麟
黃鈺儀
陳雅婷
許渝楓
覃俊祿

梁天樂
譚鈺闡
許 栩
黃皓傑
陳俊宇
黃靖曉
黎翰凱
李鎔學
周家嶽
姚穗華
辛舒婷
歐展君
賴泓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