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倆繼續往景點「音無滝」的方向走，前面的風光截然
不同，小路兩旁盡是筆直的杉木，高聳入雲。若沒有記錯，
這應是我們第一次看見杉木吧！我告訴孩子，這些杉木應該
就是建造日本房子的樑木。直至黃昏，我倆帶着依依不捨之
情離開優美的大原。這次遊歷，我真的收穫甚豐！

            孩子其中一個夢寐以求的地方是位於大阪的「無印良品
outlet」，而我也很想買蜜糖蛋糕，於是我倆決定到大阪走
一回。在地下鐵難波站(Namba)的月台上，孩子入了車廂後，
我因腳步慢，未能趕上。聽到「嘟嘟……嘟嘟……」的響聲，
車門徐徐的關上，但我……仍站在月台上呢！我當時嚇得瞠
目結舌、不知所措，慌張得要命！我隔着玻璃望着兒子的臉
容，看見他的口形在說︰「下個站等。」我很驚慌，心裡在
喊︰「噢！我不懂日語啊！我應怎辦呢？」心想︰糟糕！喊︰「噢！我不懂日語啊！我應怎辦呢？」心想︰糟糕！孩
子的八達通只剩餘幾百日圓，又不夠車資回民宿，我應怎辦
呢？我連忙看看鐵路路線圖，看看有多少架列車會經過心齋
橋車站。噢！感謝主！只得一列，紅色線，必經心齋橋，不
會跳站！當我倆在心齋橋重遇的時候，不禁緊緊的擁抱起來，
我更流下激動的眼淚來！接着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增值我
倆的八達通。這次驚險的經歷，為我倆的旅程增添不少「笑
料」和美好的回憶。料」和美好的回憶。

        八日的旅程轉眼飛逝，回來後，同事問我為何從日本回
來後心情這麼好，到了京都這麼多旅遊景點，最喜歡的又是
哪個地方。對於這些提問，我回家認真的想了又想，原來我
心坎裡那不只是開心，還有一份滿足和感恩的感覺。感恩，
是自己有機會和孩子出外走走，放眼世界。滿足，是在白天
的時候，能夠和孩子在沒有wifi，沒有mobile phone，沒有
facebook的情況下，專心交談、溝通，增進瞭解。

            經過今次日本之旅，我對日本的感覺完全改變了。歷史
終歸歷史，我們無法改變，但卻令我反思，原來自己的眼光
也很狹隘和短淺。大和民族原來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和
欣賞，如︰日本人禮貌周周、不爭先恐後、永遠躬身微笑、很
禮讓、樂於助人和做事細心專注等。我開始明白為甚麼香港
人那麼喜歡到日本旅遊。

           「天使」現要返回人間生活了！又要和孩子過着「這麼
近，那麼遠」的生活了。很想孩子明白媽媽今次和他去日本的
苦心，盼望他明瞭一家人相處的重要性。日子一天一天地過，
孩子長大後有自己的世界和天空，媽媽亦要慢慢適應家中的
「空巢期」。親愛的孩子，媽媽沒有甚麼送給你，盼望你永
遠牢牢的記着媽媽送給你的這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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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復活節假期，我和孩子到了日本的京都和大阪旅
行。作為媽媽的我，從未去過日本。猶記得中三讀中國歷史
時，對日本侵華印象深刻︰南京大屠殺、七七蘆溝橋事變、
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抗日戰爭……令我不期然對日本這個國家
產生了抗拒。但孩子對日本文化倒很有興趣，剛巧在工作上，
我抽中復活節放大假，趁着春光明媚、百花盛放的季節，便
決定和孩子拉着皮箱到京都走一趟，認識一下這個古老的城
市……市……

        在京都的日子，我們住在伏見區稻荷站附近的伏見館。
認識這間民宿是透過《怪獸家長2》一書作者屈穎妍。民宿
的主人是一位在台灣成長的日本人蘭姨，除她以外，還有一
頭美麗的金毛尋回犬小John。

        由繁忙的京都站轉一回火車，只不過是兩個站的距離，
已可體會另一種的關西風情。民宿位於小鎮內，街上有些傳
統的小商店，小鎮閒適恬靜的氣氛完全令我和孩子樂在其
中。距離民宿七分鐘的路程有一間頗大的超級市場Life，蘭
姨告訴我們，每晚八時後，即食的食物便會以半價出售，我
和孩子試過連續三個晚上八時後到超市「掃」特價的壽司作
夜宵，這些瘋狂的行為真的很少在香港發生。

                蘭姨熱情、友善，每天早上，她總是親切地問我們打算
到哪兒遊玩，然後給我們一些指引。蘭姨的資訊就像我和孩
子腳前的一盞明燈，讓我們省回不少時間和金錢(車資)。記
得有一個早上，我起床不久，突然有人按門鈴，我覺得奇怪，
我在日本可沒有任何朋友啊！打開房門一看，原來是蘭姨！
她手裡捧着一盒新鮮的草莓和兩隻「脹卜卜」的「肉茄」，
我既感到驚訝，又感到甜蜜、溫馨！看着那紅彤彤的草莓和
「脹卜卜」的「肉茄」，讓我感到異國的溫暖……「脹卜卜」的「肉茄」，讓我感到異國的溫暖……

        在蘭姨的推薦下，我和孩子來到京都的「原谷苑」。光
是由門口往上看，沒有甚麼特別，但往上走一個小斜坡，那
美麗動人的景致映入眼簾，令我和孩子登時目瞪口呆，良久
不能言語。

            那層層疊疊的櫻花，一眼望之不盡，直達遠處的天空，
美得攝人心魄。花的種類很多，粉紅色枝垂櫻、黃櫻、御室
櫻、淡墨櫻、普賢象櫻、陽光櫻、吉野櫻等。沐浴在這個花
之仙境內，我和孩子心花怒放，欣喜若狂，連忙拿起相機不
停拍照，彷彿要將整個原谷苑的美景嵌入自己的記憶中。走
了兩個多小時，開始有點疲倦，我倆坐在園內床几上一面聊
天、賞花，一面吃着茶屋售賣的日式美點。良辰美景，此時
此刻簡直是我倆人生一大美事。此刻簡直是我倆人生一大美事。

        蘭姨知道我和孩子喜歡鄉間氣息，建議我們到京都的大
原走一趟。大原位於京都洛北地區比叡山，是一個幽靜的寺
院區。沿途春光明媚，青翠的山巒，潔白的浮雲，小橋流
水，鳥語花香，構成一幅美麗動人的圖畫。我和孩子沿着鄉
間小路漫步，內心有種寧靜、平和的感覺。走着、走着，一
面談心，一面欣賞小路旁的手工藝店和京漬物小店，優美的
環境令我倆心曠神怡，賞心悅目。記得路過一間售賣手工藝
的店的店舖，看到一對像「金平糖果」的耳環，是「開心顏色」，我
喜歡得不得了！孩子突然對我說︰「媽媽，買下吧！我送給
您！」我感到很欣喜，心裡覺得「甜甜」的。付款後，我立
刻把耳環戴上，驀然，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快樂的小鳥」。

京都の自然 ‧ 細味與感受            Angel Lam





各位同學：

         轉眼間，我的第二個兒子今年畢業
了，所以我爭取這機會跟大家作一分享。
        
                  我自小讀書成績不出眾，家境也欠
佳，爸爸是建築工人，每逢暑假，我都
會跟爸爸到地盤工作，賺點零用錢。在
地盤裡見到不少工程師在工作，當時心
裡真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個工程師──這
信念一直留在心中。

                「土木工程」一向都是大專院校裡
的熱門學系，對讀書成績一般的我來說，
這目標不易達到。

                  隨着時間流逝，但埋藏心底的信念
卻沒有改變。可惜成績即使有少許進步，
但也改變不了甚麼。當時我們學生年代
，資訊不像現在般發達，自己也沒有主
動去留意市場狀況，卻不知它原來已迅
速地改變。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英國
首相戴卓爾夫人在步出人民大會堂時一首相戴卓爾夫人在步出人民大會堂時一

跌，我們的經濟也隨之下滑，這轉變也
影響深遠。社會對房地產巿場前景變得
較悲觀，連學生也對建築或土木工程學
系出路感到困惑。當時我剛畢業，成績
一般，不大清楚更不理會巿場情況，心
中只有報讀土木工程學系一個目標。當
其他學生開始對土木工程學位失去興趣
時，我仍是很認真及決心地去每間院校時，我仍是很認真及決心地去每間院校
報名及面試，最後在競爭人數相對減少
了時，理工學院錄取了我。

      我分不清這次的得着是幸運之神的
眷顧，還是冥冥中的主宰。我只知道當
天如果沒有了堅持及信念，即使機會到
來也會給它白白溜走。我希望透過這次
分享，令你們明白：我們必須堅持自己
的信念及目標，亦要留意巿場的轉變，
到機會到來時，就要把它牢牢抓緊，然
後努力去幹。後努力去幹。

      我在工程行業已努力了差不多三十
年，有著不同經驗及體會。現擔任全球
最大之一的建築集團香港分公司的總經
理，除了拓展公司業務，也着力人事的
發展及培訓。很偶然地，今年公司聘請

      林晶晶女士是資深的家教會成員，現
為家教會委員，負責聯絡工作。從兒子就
讀幼稚園開始，林女士便已擔任家教會成
員，直到兒子在本校中學畢業，也從無間
斷，可說經驗豐富。

      林女士認為，成為家教會成員，令她      林女士認為，成為家教會成員，令她
認識了許多家長，大家之間的資訊互通，
對學校的瞭解更加清楚。在這張關係網裏，
可搜集到的資訊也更全面，令自己的視野
得以擴闊。此外，當子女出現任何問題的
時候，家長也懂得向學校求助，找社工，
或向班主任諮詢意見等。

      成為家教會一份子，令林女士對兒子      成為家教會一份子，令林女士對兒子
的管教方式也有所改變。透過與其他家長
交流經驗心得，令她明白到教導子女並非
只有一種方法，家長和子女的關係也不是
只有一種形態，更可以是朋友，因此在管
教方面可能會較以往放鬆，學懂尊重子女
的想法。對於家教會活動，林女士很鼓勵
兒子參加，如家教會旅行，以往可能只有兒子參加，如家教會旅行，以往可能只有
家長參加，而當有學生參與其中的時候，
可能會帶動他的朋友一同參加。林女士直
言，雖然在旅行時也是家長和子女各自精
彩，但感覺上卻很不同，因為彼此擁有了
一段共同的經歷，大家有共同的話題，可
以促進彼此的關係。

      林女士坦言，最初加入家教會的時候
，其實覺得家教會的作用不大，因為當時
的成員不多，工作量也少。可現在隨着更
多的成員加入，家教會的角色也愈來愈重
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提出意見，網絡的
用途也愈來愈大。她表示，家教會是一個
團體，而這個網絡可以讓他們善用人力資
源。因為家長本身的工作忙碌，未必能事源。因為家長本身的工作忙碌，未必能事
事照顧周到，這時便可讓其他有空的家長
代勞，充分體現團隊精神。

      再者，林女士表示，在家教會中也學
到了不少東西，例如電腦的應用、人際關
係的改善、社交圈子的拓展、對子女想法
的改變等，其價值實遠超於每年所繳交的
會費，令她獲益良多。

      最後，林女士希望家教會可以繼續進      最後，林女士希望家教會可以繼續進
步，同時她也鼓勵不論是家長或是學生，
都可以更積極的參與家教會活動，讓家教
會發揮其真正的功能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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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位畢業於羅桂祥中學的見習工程
師，看着他，就好像看到三十年前
的自己，衷心希望他能與公司一起努
力，爭取理想的成果。

                      黃民健、黃民康家長



        星期二放學後的校園，厚厚的牆壁也擋不住它的喧囂。身
處這片喧囂之中，胡副校將兩位女兒的近況娓娓道來。經常在
早會提起的大女兒，現正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修讀考古學，儘管
不能日日相見，每天也能通過Skype閒聊，天涯若比鄰。幼女
在沙田一間中學就讀中五，一家人其樂融融。

              兩位女兒的性格不相若，與父親之間的相處模式也有所差
異。姐姐較為內歛，個性獨立且有主見，所以父女之間的相處
較為理性，經常展開一些平等、嚴肅的討論。當初大學升學之
時，大女兒正是通過周詳的分析，表示對考古學很有興趣，也
想到國內開拓視野與人際圈子，最後說服了父母，得以報讀心
儀的大學。而較感性的妹妹，性格活潑、直率，平時父女之間
則是玩笑居多。

              雖然是不同的相處模式，背後的理念卻是一致的──「愉
快成長」。這四字聽來平實，胡副校卻說得格外鄭重。他強調
愉快成長，是要女兒在成長中每一階段都感到稱心愜意，不要
勉強孩子做不願做的事，讓她們不斷發掘生活中的樂趣。孩子
能愉快成長，不但與父母關係親密，也容易有成就感。因此，
對於兩個女兒的學業與生活，胡副校從不多干預。為了貫徹這
一理念，他為兩位女兒選擇元朗一間普通的小學，每天功課量
不多，校園氣氛融洽，活動多元化，切切實實的愉快學習，不多，校園氣氛融洽，活動多元化，切切實實的愉快學習，更
培養出其自信的性格。大女兒後來升上拔萃女書院，文憑試後
也得到本地兩間大學取錄，正正驗證了愉快教育法的成效。

       在管教模式方面，胡副校強調是尊重子女。子女有自己的
選擇是很難得的事，因現在年青一輩很多時都是等待父母安排，
沒有主見。所以當女兒選擇到國內升學時，縱使有不少的擔憂
和疑慮，但胡副校及其妻子不但不反對，更高興女兒有明確的
選擇。對於幼女，胡副校亦不大著緊她的學業成績，採取放任
自流的態度。家長日派成績表時，她的班主任對幼女的成績比
家長更為緊張，但胡副校對她的班主任表示幼女平時的學習態
度和自我管理已經接近滿分，父母非常欣賞和滿意，考試分度和自我管理已經接近滿分，父母非常欣賞和滿意，考試分數
的高低並非最重要。胡副校這番話令幼女的班主任啞言。

       「放任自流」是胡副校心目中的理想管教模式。這種「放」，
讓兩位女兒從小就十分自律，無論是學業、日常生活還是課餘
活動，樣樣都不用父母操心，令不少朋友欣羨。相反，對於時
下的直升機父母、怪獸家長、虎爸、虎媽等現象，胡副校就頗
不以為然。他認為對子女過度的控制，只會引致孩子反彈與叛
逆。現時不少家長把子女的成就當作自己的成就，將教育看成
一盤生意，將學業成績擺得太高，放得太大，不僅損害父母與
子女之間的關係，而且令孩子難以建立自我認同感，長大之子女之間的關係，而且令孩子難以建立自我認同感，長大之後
容易自暴自棄，不求上進。「父母不能替子女過他們的生活」，

—胡敏華副校長
為師亦為父

胡副校的這句話一語中的，道破了不少家長的盲點。所以胡副
校始終相信，學業成績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子女的健康、品德、
人際關係，才是更重要的。

              為父亦為師。在校，胡副校也貫徹「愉快成長」這個理念。
他不過分著重學生的學業成績，只希望在課堂充斥著愉快的氣
氛，故時常在上課時妙語連珠，帶動同學的學習熱情。他善於
發掘學生的優點，積極加以讚揚，培養同學自尊自愛的品性。
在這方面，胡副校認為羅桂祥中學的亮點就是在於能提供許多機
會，讓同學各展所長，愉快地成長。
  
              最後，對於兩位女兒，胡副校希望她們能找到適合自己的
路，繼續愉快地生活。無論選擇了哪一條路，都不需要後悔，
做父母的都會支持。為人父母的冀盼，大多不出於此耳。

撰文；5E 周頌欣、蘇鈺棋



家長義工

致謝名單

      彭敬威先生是本年校友會主席，現職為茶餐廳負責人。彭先生加入校友會，
純因機緣巧合。一次，他參加其他校友會聚餐後，察覺一些四十年前的校友也會
參加聚餐，他覺得十分難得，就這樣，他開始聯繫一班朋友組織校友會。

      他希望透過校友會，為校友建立一個平台，讓他們分享畢業後的經驗，讓學
弟學妹或其他人有所得著，減少走冤枉路的情況。此外，他也期望大家能以「羅
桂祥中學校友會」的名義去參與社會上不同形式的義工服務，讓更多人主動做更
多有意義的事情，造福社會。

      最近，彭先生選擇和家教會合作舉辦活動。事實上，在他讀書年代，家教會      最近，彭先生選擇和家教會合作舉辦活動。事實上，在他讀書年代，家教會
已經存在，他也曾參與過由家教會舉辦的燒烤晚會、盆菜宴等活動，看到家教會
由一班熱心的家長、老師組成，在組織活動的經驗，都較校友會豐富，舉辦活動
亦更得心應手。他希望透過和家教會合作，吸取前人的經驗和智慧，從而令校友
會活動更完善。

      在訪問期間，彭敬威先生表示，今年適逢學校創校20周年，校長想藉此與校      在訪問期間，彭敬威先生表示，今年適逢學校創校20周年，校長想藉此與校
友聚首一堂，聯絡感情，故校友會現正與家教會一起合作籌辦一個大型聚餐晚會，
希望能聯繫歷屆校友，為大家建立一個聚餐、聊天的平台，並一起重溫當年在校
時的一些美好回憶。 

      彭先生覺得自己過去參加過一些服務社區的義務工作，讓他學會了有關資源      彭先生覺得自己過去參加過一些服務社區的義務工作，讓他學會了有關資源
分配、人手安排等技巧；與家教會合作，更讓他的溝通和表達能力得到不少的進
步。日後校友會亦會舉辦更多活動，對象除了是畢業生外，也包括在校同學及其
家長，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和支持校友會，同時亦能建立一個讓大家分享自己的
經驗和見解的平台。

      我們在此祝願校友會與家教會合作成功，也希望校友會的活動能愈辦愈有聲
有色。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為即將舉行的創校20周年聚餐活動拭目以待吧！

撰文： 4B葉智君  4E何琳撰文： 4B葉智君  4E何琳

校友會主席

彭敬威先生

家教會

體藝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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