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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思》第《拓思》第《拓思》第《拓思》第 36363636期「金錢以外」期「金錢以外」期「金錢以外」期「金錢以外」    

    

讀者回應讀者回應讀者回應讀者回應    
 

    

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    

�� 「拓思「 「」的「「「「學的「「內容「「
化，能對德育訓練輔導實際之體驗。 

�� 「金錢以外」這題目很實用。 
�� 內容頗多元化，主題內容對「「，家長及學「都
能顧及「有輔導的「用。 

�� 主題鮮明，使讀者明白廉潔的可貴，題材亦見「
實。 

�� 很好，有啟發性，可借鏡。 
�� 能從多種不「角度述說對金錢的價值觀，對閱覽
者有所啟發，尤以教「及家長而言，對怎樣協助
建建學「建建建的建建金錢觀「，建建有 建。

�� 內容能從不「層面表達各方的意見，計有校長，
教「，醫「，中學「「家長等，但可否讓小學「
也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因為以小孩的角度看事
物，會與成人建高年級學「不「。 

�� 內容豐富，能給教育工「者一些教材。 
�� 內容充實及豐富。 
�� 意見中建，內容豐富。 
�� 不錯，可因應時弊。 
�� 內容充實有用，有啟發性。 
�� 內容十分有意義。由於學校較少指導學「對金錢
的處理，這期《拓思》給「「很多啟示。 

�� 善用零用錢是一個不錯的題目，因近年年青人負
債(用信咭)的問題日建嚴重，可嘗試利刊登一些
年輕人主要花費在什麼東西的統計建分析。 

�� 探討的題目很適切，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 
�� 能從不「角度探討題目，包括：學「，家長，「
「，校長，教授，醫「等，很全面。 

�� 金錢以外的主題能配合孩建的「「，能培養孩建
有建建的金錢價值觀。 

�� 能「出現代人處理金錢之問題，尤其是年青一
代，值得「個人反省之用。 

�� 內容很好，以金錢為主題很適切學「需要。 
�� 內容有用，具啟發性。 
�� 內容充實，「章能灌輸學「建建金錢價值觀，很
貼題，凡事不要向錢看。 

�� 本期「金錢以外」是學「很切身的問題，但這問
題仍是中學「較為切。「長父母在小學「身上多

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    
�� 能針對問題，從多角度(大、中、
小學，校長、「「、學「及專家)
處理，內容豐富，可「教材參考
之用。 

�� 對教導學「要注意的建建觀念很
有幫助。 

�� 內容切合學「需要，又能以多角
度分析建對專題表達意見，非常
欣賞，希望多向不「的學校邀
稿，使更多「「建學「參與討論/
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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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建學「的運用零用錢的概念及價值觀。 
�� 今期專題很切實，尤其個案分享，引起「「們的
共鳴給訓育「「一些聲回響。 

�� 內容豐富，對「「在德育工「方面有幫助。 
�� 非常欣賞主題及內容切合現況。 
�� 對金錢的看法及使用有極大的啟示。 
�� 今期主題「金錢以外」的幾篇「章，建好配合「
樣由廉署製「的「金錢價值密密斟」資料套，在
學校推行有關的德育課程。其中由三位「學撰「
的「怎樣才算善用金錢」，尤其有用。本人打算
於有關德育課堂內與學「分享，因為從學「的角
度去看金錢，學「曾較易理解「接受。 

�� 內容充實，「章內容能反映一般香港青少年人對
金錢的觀念。此外，提供建設議有用可取。 

�� 很好，能令青少年培養建建的金錢觀念。 
�� 內容豐富有趣。 
�� 很實用，很有參考及討論價值。 
�� 內容能切合青少年建學「的問題而「出深入探
討，也有一些個案「為例建，指出問題的成因及
解決方法，對家長及教「都有得建。 

�� 主題貼合青少年需要，內容豐富。 
�� 集思廣建，但表面化了一些。在資本社會，金錢
難免物質化，但有得亦有失。 

�� 很適合教「及家長參考。 
�� 切合最近的話題。 
�� 可添加學「信箱「讓小學「發表對金錢的意見。
 
 

    
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 

�� 今期〈金錢觀背後的處境與恐懼〉一「建反映出
現今一般香港人的心態，尤其是剛畢業踏出社會
的年青人，前路茫茫充滿無奈與悲懼。 

�� 在<怎樣才算善用金錢>一「，如能加添一些小學
「心聲更好。 

�� 最欣賞<金錢以外﹕義工之樂>，建面地帶出勿事
事以金錢為重，勿只「向錢看」。可令「學對價
值觀有反思。 

�� 內容與主題適合，當中<金錢以外﹕義工之樂>
一「內「新疆馬蹄行」的節錄內容尤為吸引。 

�� 貴刊的內容頗切合現今社會的情況，尤其是<我
怎樣指導建建善用金錢>的內容，頗有效用。 

�� 為讀者帶來建建運用金錢的訊息，「章十分適合
教「「家長參考，其中<我怎樣指導建建善用金
錢>及<買回來的美麗>皆是適合的教材。 

�� 內容豐富而「「化，對「輔導心聲」之個案處理
尤感興趣。 

�� 「輔導心聲」個案分析部份，十分有用，如能提
供一些具體的辦法，對「「的幫助將會更大。 

�� <買回來的美麗>個案處理及分析，內容有見地，
對日後輔助家長及「學很有裨建。 

    
    
    
    
    
    
    
    
    
    
    
    
    
    
    
    
    
    
    
    
    
    
    
    
    
    
    
    
    

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章的意見 
�� 內容充實，主題上佳。一個廉潔
社會的公民，對金錢的價值要有
建建的認識，這種認識，愈早培
養，愈能根深蒂固。由學「「的
數篇<怎樣才算善用金錢>，十分
有意義，可讀性亦很高。此外，「金
錢以外」的數篇佳構，「出人「
善美的永恆價值，尤為可觀。 

�� <金錢以外﹕義工之樂>及<怎樣
才算善用金錢 >內的學「心聲很
有參考價值。 

�� <金錢以外﹕義工之樂 >很有意
思，以親身實踐，體會，感受的
分享，比空泛的理論有效得多。

�� 梁秉中教授的「章發人深省，加
上其身體力行，叫人佩服。 

�� 很豐富，很值得細看，特別是「輔
導心聲」，有參考價值。 

�� 「輔導心聲」個案處理改編後可
利用「短劇於週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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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充實，有啟發性，「輔導心聲」的個案處理
對「「有參考價值。 

�� 今期「教室密語」之<從小培養孩建建建的金錢
價值觀>」主題建建，希望教「及家長們灌輸學
「有關金錢的價值觀，學校在德育方面，提示學
「建建運用金錢的方法。讓他們在一個樸實的環
境下成長。 

�� 不錯，尤以<從小培養孩建建建的金錢價值觀>
的「章。 

�� 今期內容十分充實，特別是<怎樣才算善用金錢>
具真實感，有學「及教「的心聲；<我怎樣指導
建建善用金錢？>有家長的分享；<從小培養孩建
建建的金錢價值觀>有校長的感言，最為校內「
事們欣賞「有深入的領受。 

 

 
 

對《拓思》整體評價對《拓思》整體評價對《拓思》整體評價對《拓思》整體評價 
�� 跟得上時代脈膊，建是現今教育界及家長所遇到
的困難。 

�� 可考慮加插多些圖片。 
�� 主題迎合潮流所需，但內容較嚴肅，可較「「
化。 

�� 可以多介紹一些真實的個案並加以分析及其處
理的方法。 

�� 應增加專題討論內容，以供教「參考。 
�� 內容豐富，但略嫌「字多，圖片少。 
�� 內容充實，亦從多方面論析主題意義，如能人手
一本更好。 

 
 
 
 
 
 
 
 
 
 
 
 
 
 
 
 
 

對《拓思》整體評價對《拓思》整體評價對《拓思》整體評價對《拓思》整體評價    
�� 多些教學資源，將會更實用。 
�� 對「「有所幫助，起刺激「用。
�� 內容很好，但太多「字分享。可
否在適當的題目下用圖畫表示。

�� 主題十分健康，有意義。惜「字
太多。 

�� 宜精簡一「(篇幅太長) 
�� 對德育有參考價值。 
�� 內容切合「「、「學。 
 
 

 

 

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    

�� 日後主題多些談及學「德育方面事項。 
�� 討論店舖盜竊間題。 
�� 朋輩關係。 
�� 主題宜因應社會需要而建，建以品德教育為主。
�� 親建建「「以外的關係一以朋友關係相處是否
行得通。 

�� 可加強學「的公民教育及探討其在成長路上遇
到的問題。 

�� 「人「目標」，因覺現今很多青少年只缺有意義
及明建的人「目標。 

�� 責任感，接受挑戰，面對困難不逃避的精神。
�� 「公建守紀」。 
�� 可選擇一些年青人的熱門話題「主題。 
�� 近期青少年自殺情況有增加趨勢，家庭慘劇亦不
時聽聞，可探討一下「「「教育」。 

�� 能選取與孩建「「有息息相關的主題，能「多些

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 
�� 珍惜「命，如何面對壓力，挫折。
�� 黑社會「化。 
�� 個案建故事形式反映肅貪倡廉。
�� 著重青年人價值觀的建建與培
養。 

�� 加強對社會責任的強 等主題。
�� 時間管理，如何鍛鍊「學的刻
苦，上進心。 

�� 「校園暴力」主題 
�� 談戀愛的建建觀念/學「 手 /自
毀行為/朋友之道(交友建建觀)/
對 pop stars/pop singers 偶像
崇拜要有理智「批判能力。 

�� 孝道，義氣。 
�� 傳媒道德、傳媒與性、性與道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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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人物的形式會較「動化。 
�� 與青少年道德價值有關的題目，從建面帶出訊
息。 

�� 學「校內服務工「。 
�� 希望多一些有關兒童對「「命」及「處理情感」
的專題，使家長能培育兒童有建建的觀念。 

�� 多圍繞親建溝通之專題探討及論「宣讀。 
�� 有關「校園學「私下買賣、借款」事件。 
�� 公平、抗拒物質誘惑。 
�� 親建關係，珍惜「命，「「關係等。 
�� 「潮流與我」(青少年對名牌的追求)。 
�� 多些配合近期學「及社會發「的事件加以引導
及指示。 

�� 助人為快樂之本﹔如何快樂地學習。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 多些個案「參考。 
�� 希能加入論壇建意見欄，多些教室處理法。 
�� 多「學「心聲。 
�� 加強個案處理的部份。 
�� 多「真實個案更能吸引讀者閱讀 
�� 輔導工「的支援。 
 
 

 
 

�� 如何處理建建外宿，服軟性葯
物。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 加入家長教育。 
�� 可增加一些個案的深入探討。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若能夠印製一些給學「看的小冊
建，意義更大，效果更直接，更
強。 

�� 「章以外的形式表達，例如漫
畫，填字遊戲，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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