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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織  

（一）辦學宗旨 
 

本有教無類，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以完人教育為鵠的，培育香港社會

棟樑為任。 

 
（二）教學目標 
 

1. 實踐增值教育 
2. 提昇語文能力 
3. 增強公民意識 
4. 普及體育、音樂和美術教育 
5. 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6. 走出課室、擴闊視野 
 

（三）歷史及現況 
 
本校建於一九七八年，是五邑工商總會開辦的第二所政府資助文法男女中學。本校位

於九龍藍田啟田道七號（新九龍地段第五五七五號），佔地面積六千平方米，鄰近藍

田地鐵站，交通方便。 

 
全校共有標準課室23個，特別室17個，並根據教統局「消減噪音計劃」已安裝空氣調
節系統。 

 
學校已納入學校改善計劃工程第 IV 期第 2 組第 5 組別，改善計劃工程現已展開，
預計於零四年四月完成。工程完成後，將增加一個教員室 / 教員休息室、兩個電腦室、
一個語言實驗室及一個多用途室。 

 



（四）校董會成員 

 
主席 ： 陳錦臺先生 
副主席： 鄧漢秋先生 
校監 ： 司徒英漢先生 
校董 ： 伍旋操太平紳士 （已故） 
  朱錫林先生 
  林保濃先生 

 
（五）班級組織 
 

本校中一至中七級共有27班，學生共1034人。各級班數和學生人數如下（以一月一日
註冊學生計算）：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總數 

每級班數 5 5 5 4 4 2 2 27 
男生人數 101 112 102 75 81 27 35 533 
女生人數 99 88 88 89 80 31 26 501 
學生總數 200 200 190 164 161 58 61 1034 

 
中三學生全部獲派資助中四學位，派位率達百分之百。中四學生亦全數由原校學生升

上，本校中五學生有15人原校升讀中六，佔中五學生百分之九點三。 
 

 00/01 01/02 02/03 
初中成績評核試派位率 100% 100% 100% 
原校學生升讀中四級百分比 100% 100% 100% 
 

 00/01 01/02 02/03 
原校學生升讀中六級百分比 19.5% 12.2% 9.3% 
升讀其他學校中六級學生百分比 3.6% 6.1% 5.7% 

 
（六）行政結構及編制 
 

本校除校長及兩位副校長外，全校共有教師 47人、1位圖書館主任、1位外籍英語教
師、1位資訊科技統籌員、2位教學助理、2位實驗室技術員、5位文員、12位全職及
3位兼職工友。 

 

 



（七）教師資歷 

教師最高學歷 

 00/01 01/02 02/03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百分比 11.8% 13.2% 17.0%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百分比 64.7% 64.2% 69.8% 
持有本地非學位學歷的教師百分比 23.5% 22.6% 13.2% 

 
教師專業資格 

 00/01 01/02 02/03 
已接受專業訓練教師的百分比 98.0% 96.2% 96.2% 

 
教師教學經驗 

 00/01 01/02 02/03 

具有 0至 2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百分比 0% 3.8% 3.8% 

具有 3至 5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百分比 0% 0% 5.7% 

具有 6至 10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百分比 31.4% 30.2% 30.2% 

具有超過 10年教學經驗的教師百分比 68.6% 66.0% 60.4% 
 

教師專業發展 

l 校長及教師全年參加教統局及其他教育機構主辦之研討會、工作坊或課程的總時

數為 1559小時 

l 「教師發展組」分別在二千零二年十月十八日及二千零三年三月十四日舉辦「教
師發展日」。第一次探訪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與該校老師互相交流。第二次

參加以處理學生情緒問題和師生衝突為主題的工作坊，由小童群益會「校園危機

支援計劃」計劃主任鄭惠君女士主持 

 

學與教  

（八）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整學年正常課堂上課日數 

學習階段 00/01 01/02 02/03 
中一至中三 152 151.3 148＊ 

 ¯ 因受非典型肺炎影響，教統局宣佈中一至中三級復課日期稍有不同，上述資料為中
三級上課日數。 

 
 
 



（九）八個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學習領域（中一至中三） 00/01 01/02 02/03 
中國語文教育 16.0% 16.0% 16.0% 
英國語文教育 19.3% 19.3% 19.3% 
數學教育 13.3% 13.3% 13.3%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18.7% 18.7% 18.7% 
科學教育 10.7% 10.7% 10.7% 
科技教育 10.0% 10.0% 10.0% 
藝術教育 8.0% 8.0% 8.0% 
體育 4.0% 4.0% 4.0% 

 
（十）聯課活動安排 
 
   課外活動學會 / 興趣小組數目 

類別 00/01 01/02 02/03 
學術 11 11 11 
體育 9 9 9 
藝術 5 5 5 
興趣 11 11 11 
社會服務 8 8 8 

 

校風及學生支援  

（十一）與家長的聯繫 
 
為加強學校與家庭的合作、增進教師與家長的了解和溝通，本校每年都舉行「中一

迎新日」中一家長研討會、家長日及出版 3期「家長通訊」── 《聯繫》。家長亦
可隨時約見教師，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情況。 

此外本年度家長教師會舉辦了親子日營、講座、親子電腦班、中三選科簡介會及中

一家長交流會等活動，透過活動後所作的意見調查，反映家長對各項活動都有很正

面的評價。 

 
（十二）學生成長的支援 

訓導組 

積極培養學生自律、自重的精神及建立一個公平、安全、愉悅的學習環境 
 
 



l 全學年訓導組共召開會議 12 次 
l 訓導組與中一至中七正、副班主任舉行分級座談會各 3 次 
l 訓導組成員參加校外機構舉辦的工作坊或研討會共 16 次 
l 學生違規概況： 
學生違規情況與去年相若，仍以儀容服飾不符校方要求、遲到 5次和屢欠功課
佔大多數 

 00-01 01-02 02-03 
儀容服飾不符   67人次   64人次   39人次 
遲到 5次  143人次  142人次  159人次 
屢欠功課   91人次   84人次   40 人次 

違規學生仍以中二、中三學生較多 

l 領袖生工作表現稱職，有助訓導老師執行工作 
 

輔導組 

為營造一種「愛與關懷」的氣氛，讓學生在融洽的師生關係和同儕互相支持中健康
地成長和發展。本年的工作分三方面展開： 
 
l 德育活動 ─ 培養同學獨立思考能力，從而建立個人對社會的責

任感和一套正確、積極的人生觀 

l 預防性及發展性活動 ─ 以發揮同學的潛能、增進彼等對社群及自我之了解 

l 個人輔導 ─ 以協助同學解決各種問題，包括人際關係及成長適
應等問題 

 
是年所舉辦的項目包括： 
u 中一迎新日 ─ 讓中一新同學及家長對學校有初步的了解 

 ─ 同學表現投入，家長在講座及討論時反應亦十分熱烈 

u 探訪中一各班 ─ 增強新同學認識輔導組之服務 
 ─ 同學大都積極回應，效果不錯 

u 中一迎新雙周 ─ 加強同學對新環境的認識，培養團結和合作的精神 

 ─ 反應十分理想 

u 中六迎新日及 
 迎新營 

─ 讓中六同學對預科生活有更清楚的了解 

 ─ 帶領活動的中七同學表現十分主動，中六同學對迎新

營亦予以高度評價 

u 導航計劃 ─ 協助中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及培訓「師兄師姐」的領
導才能 



 ─ 中一組員較被動，若參與活動時更積極，相信會有

理想效果；至於作為「師兄師姐」的部分中四及中

六組員的表現尚有提升的空間  

u 同班一家親 ─ 加強同學對所屬班別，以至學校的歸屬感 

 ─ 由於得到各班主任的積極協助，效果滿意 

u 「Teen天夢想、 

  跳躍生命」 

─ 乃本年度輔導組所推行的全校性主題項目。通過不同

類型的活動（如：壁報設計、徵文、急口令、口號及

舊曲新詞創作大賽等），鼓勵同學「抓緊每一天，踏

實去幹；把握每一個機會，積極向上；面對每一個逆

境，勇敢振作，實踐每一個夢想，譜出生命的色彩」 

 ─ 同學的反應十分踴躍，整個活動的氣氛亦見熱烈 

u 「一咭寄心聲」 ─ 是一個新的計劃，目的是希望通過圖畫和文字，鼓

勵同學對父母多表達心聲，以助建立家長與子女的

溝通文化。當家長收到心意咭時，感覺都是十分正

面和欣喜的  

u 「成長的天空」 ─ 是一個專為中一同學而設的計劃，為期三年。活動主

要由兩位駐校社工負責，並由中一班主任及訓、輔老

師協助推行；目的是輔導一些在成長上有特別需要的

同學，本年度有21位中一同學參加。導師一致感到不
少參加者經過培訓後，在處理人際關係上有改進，自

我形象亦有所提升 

u 支援服務 ─ 為新移民同學提供補習班及適應課程資料，並作個人

輔導，好讓他們盡快投入本地及校園生活 

 ─ 社署實行「一校一社工」的政策，故由去年度起「香

港小童群益會」安排了兩位社工，分別在星期一、二

及四、五駐校，提供更全面的諮詢及輔導服務。兩位

社工除了舉辦「成長小組」以提升同學人際關係的技

巧外，亦為老師和家長提供有力的支援 

u 訓輔會議 ─ 輔導組與訓導組及各級正、副班主任在本年度共舉行

了3次「訓輔會議」，以加強各老師之間的溝通及有效
地處理和跟進學生問題 

 

 

 



課外活動組 

l 為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得到均衡發展，本校共設有 42 個興趣
小組。不少學會經常參與校外活動，如義工服務、參觀濕地公園、海岸公園、
博物館及參與植樹等，對公益服務及參與環保活動不遺餘力 

 
l 此外，校方非常鼓勵同學參加校外比賽。除可增廣見聞，同學亦能在比賽中學
習別人的長處並獲取獎項。各學會或興趣小組需於學期末提交「課外活動評估」
報告及各組會員出席紀錄，以提高課外活動質素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l 為協助同學選擇入讀適合自己的課程，每年十月初聯絡校友舉辦「大學
課程經驗分享會」，此外，亦舉辦「中五出路講座」、「中三畢業生選校簡
介會」、「模擬高考放榜日」、「模擬會考放榜分享會」，及繼續與家長教師
會合辦「中三選科講座」  

l 去年共舉辦「經驗分享會」、「課程簡介會」、「出路講座」、參觀及「研討
會」共 26 次；中六同學於六月提交「大學課程專題研究」，為中七選科
作好準備；全年出版《升學及就業輔導通訊》共 6 期；與歷史學會合辦
「香港海防今昔遊」，參加教育署舉辦之「教育及職業博覽 2003」及香港
輔導教師協會主辦之「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l 為擴闊同學視野，本組每年均推薦同學參與「科大科學系暑期生活營」
及「香港大學領袖訓練營」；去年亦提名同學出席「香港青年協會」舉辦
之「楊鐵樑與你談西方禮儀」課程  

 
獎勵計劃 

本校為勉勵同學努力學習及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和服務，設有多項獎項及獎學
金，協助同學為自己訂下目標，培養積極進取的態度。此外，為了讓同學在德、
智、體、群、美五育達致均衡發展，本校推行「個人發展獎勵計劃」，本年度有
4 位同學獲得金章，1 位同學獲得銀章，29 位同學獲得銅章，是歷年獲獎人數
之冠。 
 
學生會 

本年度的幹事會於十月中選出，全部由中六同學組成，在幹事合作下，會務進行順
行。包括：  

1. 福利服務如售賣文具和借出康樂用品 
2. 舉行各項球類比賽 
3. 「襄善周」饑饉午餐，慈善拍賣和慈善卡拉OK 
4. 歌唱比賽 
5. 出版學生報 

 
 
 



（十三）離校學生出路 
 

中五畢業生出路百分比 
類別 01/02 02/03 

中六課程 18.3 % 15.0% 
中五課程 38.4 % 37.5 % 

本地全日制專上 / 職業訓練課程 23.7 % 23.8 % 
海外升學 5.5 % 3.1 % 
全職就業 9.8 % 18.1 % 
其他 0.6 % 0 % 
不詳 3.7 % 2.5 % 

 
中七畢業生出路百分比 

類別 01/02 02/03 
本地大學課程 42.9 % 30.6 % 
中七課程 16.1 % 24.2 % 

本地全日制專上 / 職業訓練課程 28.6 % 32.3 % 
海外升學 0 % 1.6 % 
全職就業 5.3 % 4.8 % 
其他 0 % 0 % 
不詳 7.1 % 6.5 % 

 
（十四）學年內提早離校學生百分比 
 

 00/01 01/02 02/03 
提早離校學生的百分比 0.96% 1.43% 1.73% 

 
學生表現  
 
（十五）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中一甲 

 00/01 01/02 02/03 
科目 學校 

平均分 
百分位 學校 

平均分 
百分位 學校 

平均分 
百分位 

中文 50.04 27.98 51.33 39.99 47.17 --- 
英文 41.22 33.78 36.46 36.90 35.72 --- 
數學 21.40 42.44 50.41 47.53 48.09 --- 

 
 



中三 

 00/01 01/02 02/03 
科目 學校 

平均分 
百分位 學校 

平均分 
百分位 學校 

平均分 
百分位 

中文 49.30 36.87 46.21 32.19 55.02 --- 
英文 35.48 41.58 36.50 42.90 39.66 --- 
數學 20.68 47.90 20.54 48.89 37.27 --- 

 
（十六）香港中學會考成績 

 00/01 01/02 02/03 

 學校 全港 學校 全港 學校 全港 

考生人數 169 --- 164 --- 159 --- 
取得五科及格或以上成

績的學生百分率 
62.1% 60.0% 55.5% 61.2% 42.8% --- 

考獲最佳成績的六個科

目中取得十四分或以上

的學生百分率 

18.3% 27.0% 11.0% 26.7% 10.7% --- 

 
（十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00/01 01/02 02/03 

 學校 全港 學校 全港 學校 全港 

考生人數 59 ---- 56 --- 61 --- 
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

低要求的學生百分率 
67.8% 50.2% 71.4% 49.9% 52.5% --- 

 
（十八）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 

學生百分比 01/02 02/03 
中一至中三 19.9% 15.1% 
中四至中七 21.7% 13.1% 

 
（十九）學生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團體的情況 

學生百分比 01/02 02/03 
中一至中三 25.6% 24.9% 
中四至中七 16.2% 16.0% 

 
 
 



（二十）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音樂 
 

第 55屆校際音樂節 

笛子獨奏（高級組）    3E 陳招樂   亞軍 

簫獨奏（高級組）    3E 陳招樂   季軍 

鋼琴獨奏（七級）    6A 馬嘉華   優良 

低音提琴獨奏（初級組）   3B 梁詩雅   優良 

宗教音樂（18歲以下）   合唱團    良好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乒乓球裁判訓練班」証書  1D 李鍵鳴 
 
校際羽毛球比賽第三組男子丙組 羽毛球校隊   殿軍 
 
校際足球比賽第三組男子甲組  足球校隊   殿軍 

 
校際田徑賽第三組 
男甲千五米      6A 潘寶成   第四名 

男甲五千米      6A 潘寶成   第三名 

男乙推鉛球      4D 梁頌禮   第四名 

男乙 4 x 400米     1B 曹俊賢   第四名 
        2C 黃鑄棠 
        2E 黃漢鋒 
        4B 林生發 

 
學界越野賽第三組 
男甲個人      6A 潘寶成   第七名 

男乙個人      4B 林生發   第四名 

女丙個人      2B 伍祖兒   第七名 

女丙團體           第四名 
 
 
 
 
 



學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 54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散文獨誦 ─ 項目 403    4C 羅詠恩   良好 
        4C 余永欣   良好 

散文獨誦 ─ 項目 404    3A 黎惠珍   優良 
        3A 葉煒彤   優良 
        3A 黃浚婷   優良 

散文獨誦 ─ 項目 405    2A 梁頌婷   優良 
        2A 胡麗堅   優良 

散文獨誦 ─ 項目 417    2D 羅敏兒   優良 
        2E 林毓豐   優良 

英詩朗讀 ─ 項目 94    中一級    亞軍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39   2A 陳昶君   良好 
        2A 黎燕平   良好 
        2A 丁彥文   良好 
        2A 鄭國色   良好 
        2A 張曉風   良好 
        2A 李佩怡   良好 
        2A 蔣蕾   良好 
        2A 潘嘉雯   良好 
        2A 盧慧德   良好 
        2A 鄭嘉欣   優良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45   4A 陳蕊韻   優良 
        4B 黃佩雯   良好 
        4C 朱家穎   優良 
        4C 司徒潔瑩  良好 
        4C 鄺婉琪   良好 
        4C 陳凱盈   良好 
        4C 關嘉穎   良好 
        4C 王倩雯   良好 
        4D 莫沛玲   良好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47   5C 鄧詠汶   優良 
        5C 李嘉寶   良好 
        5D 黃可兒   良好 
        5D 蔡美英   良好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50   6A 吳婉雯   優良 
        6A 馬嘉華   優良 
        6A 宋舒韻   優良 
        6A 彭結嫦   優良 
        6A 鄭稀倫   優良 
        6A 吳卉妍   良好 
        6A 丁嘉雯   良好 
        6A 黃家瑛   良好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62  1A 丘南希   優良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63  2A 張宗澤   良好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67  4A 林家崙   良好 

4C 李嘉麟   亞軍 
4D 梁頌禮   優良 
4D 李玄鈞   良好 
4D 王慶麟   良好 

 
個人英詩朗誦 ─ 項目 166  7A 卓詠敏   優良 
        7S 李倩儀   優良 

 
教統局 

中學數學科專題習作比賽   3A 陳炳裕   表現優異獎 
3A 朱墁輝   表現優異獎 
3A 施蝦仔   表現優異獎 
3A 徐祥輝   表現優異獎 

 
榮譽及獎學金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6A 潘寶成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5C 溫進健 
        7A 胡穎瑜 



仁濟初中學生最顯著進步獎  3E 郭家美 
 
獅球教育基金     1B 陳觀芬 
2003年全港學界最佳進步獎  1B 梁倩彤 

 1C 馬映雪 
 1D 黃苗斌 
 1E 陳少茵 
 2A 陳蕙鈺 
 2B 羅錦英 
 2C 劉靜慧 
 2D 黃志彬 
 2E 李嘉敏 
 3A 陳榮欣 
 3A 陳詠鈺 
 3C 周勁龍 
 3D 宋煒樺 
 3E 劉鍵� 

服務 
 

香港交通安全隊主辦 
東九龍總區優異表現獎   交通安全隊   冠軍 

 
香港警務處主辦及香港交通安全隊協辦 

2003年「行人道路安全雙周」  交通安全隊   冠軍 
東九龍總區最積極參與獎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服務獎      5B 梁寶儀   銀獎 
        5C 陳端妮   銀獎 
        5C 何艷勤   銀獎 

         3A 方秀嫻   銅獎 
        3A 吳兆欣   銅獎 
        3A 徐仉俙   銅獎 
        4C 李穎怡   銅獎 
        5B 林昭成   銅獎 

 
公益少年團主辦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  公益少年團   優異獎 
 

團員獎勵計劃     4A 黃浚婷   中級徽章 
        4C 陳文雯 
        5C 林婕姍 
        5D 陳羨儀 
 



園藝 
 

康樂文化事務署 
「2003香港花卉展覽」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 
仙人掌組           冠軍 
肉質植物組           冠軍 
 

（二十一）社會服務 
 

學生參與社區活動人數 
 
項目 01/02 02/03 
賣旗籌款 89 39 
清潔沙灘 23 15 
協護郊野公園計劃 105 58 
義工服務 68 44 
植樹計劃 40 - 

 
慈善活動 
項目 01-02 02-03 

 參加人數 善款數目 參加人數 善款數目 
捐血 117 / 125 / 
饑饉午餐 818 $10,233.00 878 $12,368.00 

活動日 全校 $22,937.70 全校 $22,313.20 
便服日 977 $14,917.00 1007 $14,967.00 

 
（二十二）成就與反思 
 

本年度訂定各項目標的進展，現總結如下： 

1. 實踐增值教育 
本年度公開試成績比去年遜色，部分科目未能達到正增值的目標。師生必需

共同努力，推動校園學習氣氛，提昇學與教的成效。 
 
2. 提昇語文能力 
除原有的「中英文輔導班」、「英語躍進班」、「英語角」、「中英文廣泛閱讀計

劃」、「夏日繽紛英語班」及中英文學會活動外，本年度推行「讀書樂」閱讀

計劃，透過晨讀、中、英文書籍推介、獎勵計劃和親炙作家講座等活動，促

進校園閱讀風氣，從而提昇同學的語文能力。一次全校性問卷調查顯示    
「晨讀」能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3. 增強公民意識 
本年度的教育主題為「愛護同學、尊敬師長、珍惜校園、關懷社區」。本校同

學與社區保持良好關係，並繼續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同學之公德表現較去年

有顯著改善，學校環境及學生秩序均較前理想。 
 

4. 普及體育、音樂和美術教育 
除常規課程外，本校中一至中三實行「一人一藝」計劃，且大力資助部分興

趣班，如小提琴班和爵士舞班等。本年度不少同學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

辦的體育活動和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的音樂及朗誦比賽，都有很理

想的表現，並獲得多個獎項。 
 

5. 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為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全校老師均已接受「資訊科技教育教師培訓」，近半數

老師更達中上級水平；全校的課室及特別室已連接了電腦網絡，禮堂、操場、

會議室及兩個教員室均有無線網絡覆蓋，師生可在學校任何一個角落使用電

腦，進行與資訊科技相關活動。同時，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已安裝投影機及電

腦，老師可隨時取用網絡上的資源，使教學更有成效。此外，為方便學生接

觸資訊科技世界，除於圖書館內設「網絡廊」及延長電腦室開放時間外，校

方更備有手提電腦供同學借用，以鼓勵同學自學及擷取資訊。 

 
6. 走出課室，擴闊視野 
本年度不少同學走出課室到學校以外進行學習活動，如中一同學在「認識藍

田」專題研習活動分組到藍田各區搜集資料；歷史學會和地理學會會員到澳

門作「澳門文化之旅」；參觀活動如參觀香港電台、生力啤酒廠，各級同學亦

參加了不同機構舉辦的學術和非學術項目，如體育、音樂、美術等活動，不

但有機會與其他參加者交流，亦為個人取得不少榮譽和獎項。 

 
（二十三）未來發展的關注事項包括： 
 

1. 課堂學習研究 
學業成績方面，全校師生均需繼續努力以提昇各學科成績為目標。明年推行

「課堂學習研究」，先在中四級英文科進行，老師選取課題，確認關鍵特徵，

透過試教和同儕觀課，分享課堂學習研究成果，提昇教學成效。 

 
2. 星級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積極投入學校的課堂活動，提高學習氣氛，老師在學校網頁內記

錄學生良好課堂行為，並以“     ”為標記作鼓勵，表現優異的同學可獲頒發
獎項。家長亦可在學校網頁查看子弟獲嘉許的情況，以收相輔相承之效。 
 



3. 深化 IT教學 
本年度? 加和更新資訊科技教學設備、統整教學資源庫和積極推廣資訊科技

等活動，以深化 IT教學。 
 
此外，新學年的教育主題為「當盡責，樂回饋」，適逢銀禧校慶，藉著參與校

慶活動，期望同學反思對家庭、學校和社會的責任和予以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