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長教師會資源中心開放至今

已有三個多年頭，家教會在資源中

心內亦投放了不少資源，如添置器

材、書籍、影帶及影碟等等。然而，

資源中心的使用量卻一直未如理

想，實在令人婉惜。究其原因，可概

括如下。 

首先，由於人手所限，資源中

心只在星期六上午開放，對於沒有

子女需要回校參與課外活動的家

長，確實是缺乏誘因。再者，學校鄰

近的大型商場近在咫尺，很多家長

都選擇在等候學生下課的時間到商

場購物或喝茶。家教會對於家長未

能盡用資源，以及未能提高家長們

使用資源中心的興趣，委實責無旁

貸。 

誠然，家教會具諮詢性的功

能，就是收集家長的意見向學校反

映，以改善教育的質素。而資源中心

正好就是讓家長直接向當值委員表

達意見提供了最適合的地方。家長

們可以直接表達意見，彼此交換管

教心得。愈多家長參與，得益自然愈

多。家教會特此呼籲家長們能抽空

於開放時段到資源中心一遊，既可

借閱書籍、影帶，亦可向家教會委員

表達意見及與其他家長交換管教心

得，何樂而不為呢? 

            要將家教會的功能進一步發

揮，實有賴每一位家長的積極支持

及參與。盼望日後，在資源中心內

能與家長們共聚，讓家教會委員能

聽到家長們的意見，商討彼此關注

的問題，改善家長、學校與教師的

溝通，從而促進教學的效能。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6D 葉沛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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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主任談訓導訓導主任談訓導訓導主任談訓導訓導主任談訓導    

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    

於 4月7日 (星期五)晚上7:30至9:00舉行的家長教師

會親子講座 —–〈培養學生「法」、「理」、「情」兼

備的品德〉，由袁海星博士主講。多謝各位家長踴躍

的參與! 

訓 育工作實在是每一間學校的核心工作之

一。其目的在讓學生在有紀律、有規矩的情況

下得以成長。其實，不少人對訓育工作有誤

解，以為「訓育」就等同「懲罰」。但是，它

們是兩回事。教育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均告訴

我們：「處罰」總不是有效的教育方法。而訓

育工作的意義正是導引學生於正途，讓學生由

「他律」走向「自律」。當然，訓育與輔導工

作是不能分割的，兩者彼此互相配合、相輔相

成。然而，訓導主任也彷彿是一個難與學生接

近的人物。作為訓導主任，也不無孤單的感

覺。但讓學生感受到學校是講求紀律、規矩的

環境下成長，也實在是任重道遠的。 

            若將訓育工作與學校其他的工作比較，

雖不能說訓育工作是最艱巨的，但其工作性質

或許與其他行政工作不盡相同。當個別老師要

將某些學生的個案轉介到訓導處時，情況或許

已相當嚴重，需要花時間認真處理。有時候，

學生之間的糾紛，牽涉者或有自己的觀點，彷

彿像「羅生門」般，實在是各有道理似的。作

為訓導主任，有時不免要充當仲裁者、調停人

的角色。當然，當我約見違規學生的家長時，

有些家長未必明白學校的立場；有些也未必願

意見到學校將其子女予以處分，這也是可理解

的。普遍父母也傾向維護自己的子女，而當個

案涉及兩個家庭或以上的時候，情況則更為複

雜，訓導處實在需要更小心處理。縱使訓育工

作會有難處，但其重要性卻是不可偏廢的，我

們只管將工作做好吧! 

            訓育工作也有其富樂趣的一面，特別是

當我看到學生在接受訓育後，情況有所改善；

或者個別被欺負的學生，得以「伸張正義」，

他們也有愉悅的感覺。或者個別老師在與訓導

處緊密合作下，學與教的質量得以提升，這也

是訓導處所喜見的。訓育工作總不會脫離其他

學校行政工作或活動，訓導處會積極與老師衷

誠合作。在此，我期望老師更理解訓導處工作

的方針，更期望家長們理解到訓導處工作的意

義，並與校方衷誠合作，諒解訓導處理應採取

開明、開放以及公平、公正的手法去對待每一

位學生。作為訓導主任，我無懼未來的難處和

挑戰，只管迎上前去。 

 

陳霧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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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書迷的好書推介小書迷的好書推介小書迷的好書推介小書迷的好書推介    

第4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波 特萊爾大遇險》是一套講述波特萊爾家三姊弟於喪失父母

後所遇到的不幸事件的叢書。《波》與大多數的兒童文學作品大為不同，

作者雷蒙尼‧史尼奇以獨到的手法創造出一個連續性的恐怖犯罪故事。

《波》每一集都有着新鮮的題材，情節曲折離奇，總是令人意想不到；而

在恐怖的故事中，也有感人、憂鬱的情節，營造出一種對比的感覺。此外，

作者把書中的主角、以及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刻畫得非常細緻。最特別之

處，是大多數的章節，你都會發現作者不遺餘力地勸告你放棄閱讀該書，

令讀者着迷於情節中緊張之餘，也能被作者的幽默感所鬆弛。《波特萊爾

大遇險》實在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好書。 (註：第十三集尚未推出) 

6D 鄺曉欣 

是期好書推介由本校學生投稿，反應踴躍，猛稿如雲，實在反映學生們對閱讀愛好之情。現精

選以下四篇佳作。歡迎各同學及家長再熱烈投稿。 

在 《威尼斯商人》這故事中，安東尼歐是一個家境富裕，且樂於助人的商

人，由於他常常把錢借給遭遇困難的商人，又完全不收取任何利息，因此威尼

斯的居民都非常尊崇他；相反，夏洛克是位專門放高利貸的奸商，因他為人

刻薄，而且每逢討債時，態度也十分兇惡，所以大家都很厭惡且痛恨他。 

            有一次，安東尼歐因要幫助一位朋友而向夏洛克借錢，但後來他不能依

期還錢，於是便被奸商陷害，差點被送命了；幸好，在這場關係着安東尼歐性

命的審判中，出現了一位年輕的包爾薩澤博士﹝波西亞裝扮的年輕律師﹞，她

運用她自己的才智和膽識，來拯救她丈夫的好友——安東尼歐，因而得到丈夫

的信任和愛戴。最後，波西亞與她的丈夫，還有她的僕人們一起美滿地居住在

她的豪宅裏，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懂得了珍惜對方。 

                                                                                                            6D 何姸靜 書名：威尼斯商人 作者：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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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丁歷險記是一套關於新聞記者丁丁的環球歷險故事，情

節曲折，有射擊、探險、查案等。我想大家都會喜歡。其中最

吸引我的是丁丁在美國，丁丁和一個騙子到了美國展開一連串

冒險故事。當中更有和印第安人的戰鬥，十分精采。 

           這書是在約七十年前寫的，當時交通非常不方便，但是

作者還能突出當地文化。實在很難得，很適合小學生看。 

 

4A 林伯軒 

“T he BFG” is a great book.  As the book named, it’s about the “Big 

Friendly Giant”.  It is written by Roald Dahl, the famous children book 

writer. 

            Sophie couldn’t sleep.  She heard something, so she went to have a 

look.  Then, she saw him, the Big Friendly Giant.  He found that Sophie 

saw him, so he took Sophie who was lying on her bed very scared. 

            After the BFG took Sophie home, they became friends very fast.  

EFG let Sophie met all the other giants secretly and told her giants always 

swallow up human “bean”, except him.  He even let her knew he was a 

dream-blower, who gave everyone a nice dream at night. 

            After Sophie knew all about that, she decided to save the others 

from being eaten by the other giants.  She asked BFG to mix a dream for 

the Queen who used to tell her about the horrible giants and blew it to her 

majesty.  So he did.  He also put Sophie on the window sill of the Queen’s 

room to help explain everything.  They planned and worked together.  After 

the Queen heard the story, she ordered her army to catch the noon-napping 

giants.  They put the captured giants into a big, deep hole.  BFG and Sophie 

became heroes. 

            At the end of the book, it mentioned that the BFG wrote a book.  

And it said “That’s the book you’ve just finished reading it”.  Isn’t it a great 

ending? 

5D 陳倩瞳 



三 月二十七日那期時代雜誌 (Time Maga-

zine)  的封面專題為「我們是否對子女要求太

高？」(Are we pushing our kids too hard?)，文章提到

亞洲各地，如中國、日本、韓國、星加坡、印度

及香港等地的父母，都有一

個共同的傾向，就是要竭儘

所能培育出傑出或「超級」

(superkids)的子女。除了日常

的學校生活之外，這些家長

還替子女額外安排了大量

的補習班及課外活動。文章分析說這傾向可能不

是父母本身和子女的意願，而是社會風氣所造成

的。例如香港一位育有兩個女兒並從事社工的母

親，她的10歲小女除了每星期回學校上課34小時

外，每週最少上網球課程8小時和補習約3小時。

而13歲的大女則每週參與10

項課外活動。即使如此，這位

母親仍然被人批評為不負責

任，替兒女安排的活動仍然

不足。有心理學家指出有些

父母望子成龍的動機，是想

藉此來炫耀一番，子女的成

就變成為自己的身份象徵。

有些父母還喜歡互相比較自己子女的表現等。 

    另一方面，生活環境較差和教育水平比較

低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

女能學有所成，將來可以

改善生活質素；已經是專

業人仕的，也當然希望子

女能青出於藍。 

在以上種種因素的

影響下，兒童和少年人面

家長園地家長園地家長園地家長園地——超級兒童超級兒童超級兒童超級兒童 

第6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對著從所未有的壓力，

並已表現出不尋常的

反動。就以競爭劇烈的

日本這為例，現在有些

少年人在互聯網上互

相相約一起自殺，但理

由只是為了雞毛蒜皮的事而已；也有年輕人為了

逃避社會的壓力而作「隱居青年」，把自己關在

父母家中長達半年到數年之久。所以日本、韓國

等地的教育家已開始反思過往過份強調成績卓

越的取向是否正確，並提出改

善措施。一位母親感嘆說：「我

實在不知道甚麼是真真正正

對子女是最好的！」 

            聖經提醒我們甚麼才

是對子女最好的：「敬畏耶和

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

便是聰明！」(箴九10)誰不想

自己的子女是一個真正的聰

明人？！敬畏和認識上帝的人，他們對人生充滿

盼望，因為他們相信人生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

因著上帝的慈愛，他們也懂

得自愛和愛別人，遇有困難

不會氣餒；因著上帝的同

在，使他們有能力作一個有

品格和道德的人，不會放縱

自己；因著上帝的憐憫，藉

著耶穌的救贖，他們的罪得

著赦免，擁有永恆的生命。我想，這才是對兒童

和年輕人最重要的！ 

 

雷健生先生 

(3D 雷漪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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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問與答    問問問問：：：：聽聞政府已落實在2 0 0 7年9月起實施新的中 一派位機 制，是 真的嗎 ？   答答答答  ：：：： 對。在2 0 0 7年9月起，政府會 將上年 度師兄 、師姐在7月 進行的 「中 一入學前測 驗」成績，及1 9 9 9 /2 0 00學年的「學能 測 驗」成 績，調 整後便 作為
2 0 0 7年9月升讀中一學生 的派位成 績。換 言之，現 在六年級 同學在7月 的「 中一入學前 測驗 」成績 ，加 上1 9 9 9 /2 00 0學年的「學 能測驗 」成績 ，便是 現在五年級同 學的派 位基礎 。  各位家長 和同學 知道了 這個派位 機制，應該以 平 常心應付 ，毋須 擔心 ，只要大家 都用心 、盡力 作答，派 位的組 別將一 如以往一 樣。  「中 一 入 學前 測驗 」 試 題 是我 們 學 生 都可 以 應 付的， 而 這 個 測驗 的成績，便是學 生編班 的參考 準則。故此 為了自 己及學 弟、學妹，學 生們都 樂 意用心、盡 力作答 。  

本本本本年度校際音樂節比賽年度校際音樂節比賽年度校際音樂節比賽年度校際音樂節比賽——各音樂組成績各音樂組成績各音樂組成績各音樂組成績    

十歲以下中文歌曲合唱 —— 冠軍 

十二歲以下英文歌曲合唱 —— 亞軍 

十二歲以下中文歌曲合唱 —— 亞軍 

男子童聲合唱 —— 冠軍 

管弦樂合奏 —— 亞軍 

管樂合奏 —— 季軍 

弦樂合奏 —— 季軍 

節奏樂合奏 —— 亞軍 

管樂小組合奏 —— 1組獲季軍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問卷調查報告分析問卷調查報告分析問卷調查報告分析問卷調查報告分析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歡迎在家教會網頁下載本簡訊    hhhhttttttttpppp::::////////wwwwwwwwwwww....cccccccccccckkkkeeeeiiiiwwwwaaaannnn....eeeedddduuuu....hhhhkkkk    

家教會在此特別呼籲各家長
能給予我們更多的意見，無
論以書信、電郵或其他的方
式表達均可，家長們的寶貴
意見對家教會來說都是一種

鼓勵及支持。 會址：會址：會址：會址：    香港筲箕灣愛信道香港筲箕灣愛信道香港筲箕灣愛信道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3339999號號號號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ppppttttaaaa@@@@cccccccccccckkkkeeeeiiiiwwwwaaaannnn....eeeedddduuuu....hhhhkkkk 
編輯小組成員：  葉澤深先生 鄺鄧秀珍女士 林志威先生 雷吳雅儀女士 

45 46 35 20
249 293

188 129191 146 219 273

20 24 55 5812 11 26 386 3 0 5050
100150
200250
300350

運送過程 訂購過程 膳食質素 價錢
人數 非常滿意滿意一般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不適用

願意多付不超過舊價錢的百分之幾以改善膳食的質素? 25%
6%3%66%
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註： 

1) 收回問卷總數為523份。 
2) 家長意見/提議將轉達「怡和九至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