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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時長、步調快和務實主義─ 這是你對香港的印象嗎？只
要有一兩天假期可以休息，對於很多「日忙夜忙」的香港人也是難
能可貴，彷彿是天大的恩賜，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也許你對「多
勞多得」深信不移，也不會承認自己長年累月有多累，但回想一下
你每次有多期待周末或假期的到來，又或是不用工作的日子你可以
睡多久，你大概可以知道自己的疲憊程度和渴求怎樣的生活。大人
如是，小孩亦如是。我們不知不覺讓孩子提早展開成年人的工作生
活，向他們灌輸今天的努力是為了對自己負責，也是為了明天的舒
適安穩和成功等的觀念。我們都生怕錯過了時間就成了過錯，不願

自己的孩子走得比別人慢  ，有時更會把自己不能達成的心
願加諸於孩子的身上……這一切都是何等用心良苦和「為他們着想
」，但我們有認真聽過他們的想法嗎？我們真的有「為他們着想
」嗎？

編者的話﹕

第 十五 期

      「我只希望暑假快些完結，可以快點開學！」就讀某名校五年級的十歲男孩永光憤慨地説。永光是
一位游泳健將，曾在無數的游泳比賽中奪標。「你很喜歡學習嗎？」聽到這番說話的人都很詫異，很
少見小孩子會期待開學日。永光補充説：「你知道嗎？雖然我很討厭學習，但是開學後我可以晚點起
床！不用再在早上5時起來了！」原來，永光每年暑假都要早上5時起牀，吃過水煮蛋早餐後，便要展
開每天漫長的游泳操練。
        有多漫長？               兩小時？四小時？是六小時啊！為的是甚麼？正是大大小小的區際、學
界的游泳比賽金獎！多年來，永光從不讓努力栽培他的母親失望，每次比賽都凱旋而歸，家中放滿了
獎盃、奬牌。看到我正在欣賞他得到的奬項，他的眼神不無驕傲。
       辛苦嗎？「那還用說！如果你跟我一樣每天練水六小時，你辛苦嗎？」話中不無激憤。
       值得嗎？「也許吧？只是……有時會希望遇溺、生一場大病或者受傷入院……那我便不用練水了
。」
       奬項對你有什麼意義？「可能……可以加強我的自信心吧！同學們都很欣賞我的泳術！」
       那麼，喜歡游泳嗎？「以前很喜歡，但現在……不太喜歡。」
       還是會繼續練水，努力在各大比賽中奪標？「不然，可以怎樣？」
       試過跟母親談心中所想嗎？「媽咪知道的，但她說凡事要付出120分努力，才可以贏別人。」
       很喜歡贏嗎？「最初喜歡的，贏過數次後覺得沒甚麼了！不過……媽咪很喜歡我贏啊！她説我是
屬於人生勝利組的！」沾沾自喜？「我寧願每天有多些時間睡覺！」
       會埋怨母親迫你每天練水嗎？會怨恨她嗎？永光低下頭，帶點羞澀地說：「怎麼會？
我好愛媽咪！就是因為愛她，我才會這麼努力練水！每次比賽後，當我把獎項送給她時，
她都笑得很燦爛，很美麗！」這男孩子對母親的愛很深，很真摯啊！
      看見媽媽的笑容，感受如何？「其實，我也滿高興的，因為我發現原來我也有能力令
媽媽快樂！」

    我只希望暑假快些完結    Willie

      家長們，在你們高呼為子女付出天價的同時，有想過他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來愛你們嗎？他們犧
牲自己的體力、時間、愛好來滿足你們的期盼，他們很愛爸爸媽媽啊！他們努力地回報你們的栽培、
滿足你們未了的心願。假使角色調換，你們的感受如何？
      那麼，家長問：「我如果給予孩子所有自主權，讓他們自由發揮，會可能就此埋沒他們的才華嗎
？」
在這節骨眼，     「平衡」      是關鍵詞吧！

第一頁



 就讀幼稚園的時候，媽媽幫我安排了鋼琴、跳舞及畫畫班。
三樣之中，覺得畫畫還可以叫做喜歡。學鋼琴是因為有一次見到鋼
琴，在小朋友的好奇心驅使下，就不斷用手指按那個鋼琴，媽媽以
為我喜歡彈鋼琴，於是就開始了征途，直到考公開考試才有藉口停
止學琴。其實我的雙手比較細小，長大之後，也發現自己真的不喜
歡彈鋼琴。試過跟媽媽說過幾次不想再學，但媽媽總是說學多一樣
課外活動會容易考入好中學，總之就是為了我好。小學後期，一做
完功課就去游泳，媽媽再次誤以為我喜歡游泳，於是要我加入泳隊
。一直都練得好辛苦，有一次更忍不住離開泳池，坐在泳池邊哭，
之後升中學，
 媽媽也一直叫我要加入校隊。此後，
我很少提起不喜歡學琴，更沒有提
及過在泳池練得辛苦而哭的事。
 
 因為第一，不想逆媽媽的意思；
 第二，看到社會競爭如此激烈，就連自己都被說服，為了前
路，多學一樣也無妨；
 第三，就是不希望父母覺得我太易放棄，就算自己不算優秀
，也不希望被父母覺得自己較別人遜色；
 第四就是自己的性格其實也很好勝。

          不知道是性格使然，還是被教導的結果，我一直也不太能夠表達自己的感受，總希
望尋找一條比較安全、被母親、被社會認可的路，因而忽略了自己內心的需要。從小就
經常做著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沒有時間去探索自己喜歡的，也習慣了自己騙自己，就
算不喜歡，也要找個理由去喜歡，並且繼續做，不過到了某些抵受不住的時候，不開心
的情緒就會爆發。

 回頭一看，我想到小時候學習好辛苦的原因有三個，就是要學習不喜
歡的東西；母親不明白自己的感受和自己有些不服輸的心態。那時候，很希
望父母會認同我的感受，即使要繼續學，至少也覺得最親的人會陪著自己，
是一種鼓勵和支持。如果他們會主動了解我的感受，可能不會令我養成羞於
表達感受的性格。另外，對於學習應該抱著探索的態度而不是一開始就訂下
好多目標，若明白學習也不是為了競賽，就不用承受太大的壓力。如能從小
對學習培養正確的學習心態，讓學習成為一個愉快的過程，小朋友將來也不
會害怕學習和害怕失敗。

 身邊有朋友正好跟我不一樣，他小時候不想學東西，結果長大後覺得少
了一個渠道去表達或渲洩情緒和感受，又或者純粹想有空時就去玩玩樂器或運
動，才發現自己甚麼都不懂，覺得缺少了一些生活樂趣。朋友的看法和感受，
令我覺得雖然小時候辛苦，但這種辛苦不是一面倒的壞。現在閒時看看小時候
獲得的證書與獎牌，都是一種安慰。小時候的我，沒有浪費了時間，而且在這
種磨練下，培養出一份堅毅。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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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了，我……    「小朋友來信輯錄」一

撮要：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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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了，我……    「小朋友來信輯錄」 二

小月
   我現在每天有很多功課，沒有時間玩耍，
還調來了一些不喜歡的老師，每天像對軍人
一般訓練我們。

小婷  
    我會規定自己盡量在課後完成功課才回家
，回家就吃飯、梳洗、温習和休息，但若遇
上補課、課外活動、當值、功課太多的情況
等不能完成功課的時候，我便會頓失方寸，
回家後便會彷彿不夠時間，做到半夜三更才
能休息，甚至會亂發脾氣，有一兩次更試過
有想自殺的念頭，覺得不如死了算，幸好通
常過後便打消了！

後記

    看了小朋友的來信，令我更加相信，孩子是否有愉快的童年，跟父母的取態，有著莫大的
關係！
    原來，小朋友感到有興趣的事情，再忙也不以為苦，還樂在其中，就像小銘！有時父母一
個未必正確的決定，小朋友無從拒絕，只能默默承受，就像小萱，好可憐啊！
    現代的學生也真不易為，有時「工時」比在職人士還要長，上興趣班也成了苦差，雖然說
不遵守遊戲規則很吃虧，只是孩子的能力各有不同，父母的諒解和支持，正是孩子抗逆減壓
的良方！

撮要：Nada

小萱
    因為爸爸想我的成績好點，但壓力
太大，一抄就要抄50多次，而且，抄
一次就有過百個字，太辛苦了，不抄
還給爸爸打，我真想離家出走！

小森
   我最近的心情不太好，因為每個星
期的一至五都要給老師留堂。

小頴
  放學後就做功課，做完功
課就補習，補完習就温書，
温完書後就食飯，食完飯就
做家務，做完之後瞓覺，根
本沒有時間…… 

小鈺
   我天天去補習社，晚晚回家都是九時半。

第四頁



下課了……幾個令家長反思的個案   一                  
整理：Tomai

妹妹的作息表                              沙 爾     

     就讀小五的妹妹一邊吃飯一邊說：
「我每天06：30起牀，07：35 回到學校，07
：45 開始上課，直至15：00下課。15：30 回
家後，馬上趕去補習中英數，晚上19：00回來
要做十多樣學校功課，現在才可以吃飯。飯後
我還要繼續做未完成的功課及補習的作業，希
望11：00 能完成，便可洗澡睡覺。日日如是，
幸好明天沒有默書測驗……」

如果是你，你受得了嗎？

下課了，可以輕鬆休息了?           沙 爾

同學A 爸：下課了，現在帶你去參加活動，可以
輕鬆休息了？
同學A：輕鬆嗎？
同學A 爸：去學琴不是輕鬆的活動嗎？
同學A：又要練習，又不是玩樂，怎會輕鬆？彈
得不好又要挨罵。
同學A 爸：不會不會，只要你努力練習便是了。
現在乘MTR，要幾個站才到達， 還有點時間，你
溫習一下課本吧。

讓孩子真正感覺到輕鬆和休息，可以嗎？

我問你……                                              沙 爾

     星期天，爸爸駕車送小智一家到婆婆家裏吃午
飯，途中媽媽跟小智溫習。
媽媽：小智，我問你，直升機的英文怎串？
小智：h-e-l-x-x-x-x-t-e-r
媽媽：OK。長頸鹿呢？
小智：g-i-r-x-x-x-x
… … 十個生字後… …
媽媽：2/7加 1/3 減2/5 乘2/9是多少？講出每個
步驟。
小智：呀，要先乘除……所以，應該是……
… … 幾條數學題後，45分鐘車程過了。

如此善用時間，媽媽可會沾沾自喜？
充實的假期                         Nada 

     期待已久的暑假終於到了，爸媽答應帶小恩去旅
行，只是媽媽認為，學業不能鬆懈，便把中、英、
數的補充練習一起帶去。因為行程緊密，小恩每天
可以做練習的時間，是在晚上十時後。玩了一整天
，實在疲累，小恩只能在昏昏欲睡的狀態下，把練
習完成，學到些甚麼？就只能隨緣。

如果有一天孩子不願出外旅遊寧願留在家中，媽
媽可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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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咗叫人溫習外……                                    Tomai

    小晴家中有爸爸、媽媽和哥哥，但大家各有各忙，鮮有聚在同
一空間的機會，她想挨著爸爸一起看電視，爸爸挪開身體說：「
唔駛温書咩，咁嗲做乜？」
她想摟住媽媽講講心事，媽媽推開她：「咪咁煩喇，做晒功課未
？」
她剛踏進哥哥的房間，馬上被哥哥喝住：「又唔識做功課呀？咪
入嚟搞搞震！」
    「唉！」小晴經常這樣想：「除咗叫人溫習外，仲有無第二
句？」
   
    孩子總希望得到關愛，人與人間應怎樣才可多一分愛？

專家的回應                   信義會前實習臨床心理學家 ﹣﹣﹣ 王冬妮

     
     看著義工們整理妥當的五個片段，心裏充斥著，甚至可說是泛濫著百般的困惑、無奈。相信
正在閲讀的您，在回想你和孩子每天的相處和日程時，也能在字裏行間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
也許您會會心微笑：「那會有這麼寫實？」是的，這些現象就是這麼的真實、這麼的普遍。可
是，在共鳴的背後，您可有什麼的感受和想法麼？

     

     綜合頭四個片段，可見一個共通點：在孩子的作息表中，似乎只有各式各樣的「作」，而「
息」卻不知在何時變成了奢侈品，叫孩子在生活中無時無刻都在追趕，難有喘息的空間。即使
如此，即使我們都知道孩子真的累了，我們還是對這學習和生活模式有所堅持、有所偏愛，那
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相信在這些密集式安排的背後(不論是學習、增潤或補底課程、課後活動、興趣班、或是林
林種種的樂器班)，都帶著家長們對孩子的關愛、著緊，也帶著他們對孩子未來的投入與承擔。
這些都是無容置疑的，但值得我們停一停去反思的是：

• 我們安排的這一切，真的是在為孩子著想麼？還是抱著「人做我又做的心態」？
• 當我們把焦點全放在孩子的成績和競爭力的發展上時，我們是否同時犧牲了甚麼？
• 我們有否嘗試去暸解孩子的需要、愛惡，體認到他們是獨立的個體，讓他們一起規劃
原屬他們的生活和日程？

 

下課了……幾個令家長反思的個案   二               
整理：To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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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的回應                   信義會前實習臨床心理學家 ﹣﹣﹣ 王冬妮   

     社會的期望確具影響力，它往往為我們的思想和行為設下了無形的框框，而可怕的是我們未必
對其影響有所覺知，以致我們未能及時為自己和孩子作出合適的調適和決定。認清社會對我們、
對孩子的期望，並理解到我們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和回應，而非盲從一路，是我們真正認識自己
的第一步，而這認知對我們往後所做的不同決定起著重要作用。

     有了這覺知，我們就可索回思考利弊的心靈空間。當孩子的日程從早上到深夜都排得滿滿；當
孩子可以遊玩和休息的空間寥寥可數時；當孩子一臉倦容、眼皮都撑不開但還要把無盡無涯知識
塞進腦袋時；當孩子嚷著：「爸、媽，我真的很累」時——您知道您的選擇和決定的代價是甚
麼嗎？這些犧牲又是否真的值得？

     細讀著最後一個個案片段，心頭不禁一酸，思緒縈繞不散，讓我久久未能釋懷。「除咗叫人溫
習外，仲有無第二句？」——怎麼孩子的生活、價值、家庭的互動、親子的關係可以簡化、狹隘
至如此地步？由何時開始，溫習、讀書和成績已成為比甚麼也重要的東西？甚至比孩子的身心靈
健康、快樂地成長、愛和家庭關係來得更重要？

     腦海裏突然浮起了一幅圖畫：一位懷中抱著一個初生嬰孩的婦人，她的臉上流露出喜悅和疼愛
之情。

   您還記得孩子初出生時的感受嗎？
       
      您希望孩子在怎樣的環境成長？
  您期望著怎麼樣的親子關係？
    
    您期望孩子長大後會有怎樣的素質？

    眼前的挑戰和反思是：您現在的管教模式和為孩子安排的生活模式是否能幫助您達至您所提及
的期望？

     下課了……是時候讓孩子在課堂以外探索生活其他的不同層面，給他們一個小息，容讓
他們擁有自己的空間，在裏頭表達自己的愛惡，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也容讓你和孩子間
擁有一個親密和安全的空間，讓有愛、有明白的親子關係再度萌芽。
 

下課了……幾個令家長反思的個案   三               
整理：To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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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然學校裡，學生上課睏了可以起身走走，
可以赤足在操場上奔跑，可以每天與大自然近距
離接觸，可以享受活動小班教學的好處……「自
然．人本．自主」是這香港唯一一所自然小學的
理念，亦是創辦人海星的理想。

     本著「自然．人本．自主」的信念，自然學校
除了一般課堂外，還有特別的教學方式。在一般
學校中，校規由學校訂定及執行；在自然學校中
，校規（稱為「生活公約」）是由師生共同於「
生活會議」訂立的。違反生活公約的人，會被提
交由大人小孩共同組成的「生活法庭」審理。透
過生活會議的討論過程，學生逐漸學會管理自己
。透過參與法庭中的審議，其他學生會明白犯錯
的原因及影響，減少犯同樣錯誤的機會。在其中
一次生活會議上，師生通過了學生要以考試形式
考取「帶玩具牌照」，這是一個差不多全校學生
都舉手說需要的考試，是一個學生們期待的考試
。能引起學生自發地為自己去學習，讓他們從小
學習處理事情、做決定，是自然學校的其中一個
特色。
    
   「對我來說，對人有益，對自己又好的便是一
種理想。而我的理想是辦一間讓小朋友舒服自在
、各按自己能力需要去學習的學校……與其說是
理想，倒不如說是一個夢想會更貼切，因為創辦
一所學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們就是敢於
跳出原有教育制度的框框，敢於造這個夢，而我
們的夢，成真了。」

     要成立一間學校，資金、校舍等問題都是很
大的挑戰，但海星表示只要最核心的三種資源
具備了，其他的便不是大問題。海星口中的重
要資源，便是熱愛大自然和投入教學的老師、
相信此教學理念的家長，與及不可缺少的學生
。「當然資金、校舍等資源問題我們都需要考
慮，但我們只視這些為過程中必需解決的問題
，並不是我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清晰的方
向、堅定的目標，讓海星以及一班志同道合的
朋友達成理想。於放棄，反而是一種對理想的
堅持。在海星的網誌上有一段關於女兒、關於
學生的說話：「因為我愛女兒，因著這一份愛
，為了孩子的將來，我更願意改變這個世界，
亦覺得更有責任去改變⋯⋯我們的孩子需要學
會如何好好生活一輩子，學懂與人和諧相處，
保持和大自然的感通和身心健康，擁有廣闊的
胸襟和不一樣的全球視野。」 海星愛女兒、愛
學生，他尊重他們，相信他們的能力，給他們
空間。相比起現今的父母、老師對小孩的呵護
備至、對學業成績的緊張、對他們前途的擔憂
，海星在孩子身上展露的，是不普通的愛。

    訪問當天，適逢放學時間，我們在自然學校裡看到有學生在後花園栽
種，課室內有學生坐在枱面的畫布上自由地畫畫。這裡的學生飯後需要
自行清洗碗碟，下課後懂得自覺地疊起椅子放到枱上，好讓值日生清潔
課室……這一切，都讓我們看到這所學校裡的自由、自律。

讀後感：
     上文節錄自信義會《信念》第8期「不普通的教師，不普通的父親」
的分享！筆者在另一篇文章「自然學校十週年」的報導看到，海星老師
跟太太帶著學生和女兒為學校步行籌款時，七歲的小女兒累得不想走，
父母不會強迫她或順從她，只會陪伴和用遊戲鼓勵她完成目標，也會讓
學生自定目標，在體力不支時，自行想方法解決。沒有責罰和強迫，卻
培育了孩子自律和不輕言放棄的態度，好不一樣的教育，海星老師的苦
心和堅持，真令人敬佩！

不普通的教師——海星               撮要及整理：Nada

「不普通的教師，不普通的父親」　　      節錄自信義會《信念》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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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快樂嗎？
孩子快樂嗎？

 你認真聽過孩子的心聲嗎？你知道他們最想你陪他們一起做什麼嗎？為孩子訂立那
麼多大大小小的目標，父母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孩子？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屬品，他們都
有權利去走屬於自己的一條路，我們可以陪着他們、指引他們，讓他們自行選擇，而他們
也會漸漸學會為自己的選擇和決定負責。剝奪孩子選擇的自由，其實不正是在剝奪他們學
習獨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嗎？人可以依靠知識和技能過活，但沒有愛、關懷和自主的思考
，生命卻沒有温度、亮度和方向。或許在繼續前行前，我們和孩子都可停下來想想，每天
汲汲追求的是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嗎？值得嗎？快樂嗎？

小朋友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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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每天，我們拖着一具被「成功」的枷鎖牢牢扣着的身驅，跟着嘀嗒嘀嗒的鐘
聲疲於奔命，生怕停下來會被趕上。孩子也跟我們一樣，即使下課的鐘聲響起，還
是不可有一絲鬆懈，要繼續為「自己的」前途努力裝備。即使再累，乖巧的孩子也
勉力地完成父母精心安排的課程和活動，希望父母高興，但他們在滿足父母期望的
同時也可能犧牲了自己的夢想，又或是逐漸讓興趣變成負擔。也許你會認為這個社
會不會對孩子沒有要求，所以才要急着要孩子學會不同的知識和技能，希望他們建
構出一條亮麗的人生路。然而，我們能肯定每個孩子都會接受這種管教模式、每個
孩子的意願都和父母親的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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