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的秋天不知被誰偷走了?上個月

還是香港有史以來平均溫度最高的十一

月。執筆之時，氣溫又急劇下降到二十度以

下。一剎間，冬天又悄悄的來了。風雲變，

天氣轉，唯獨家教會各委員及義工家長服

侍的心，卻始終不變! (好肉麻?還不是拜副

主席林生所賜，說我從前寫的稿太嚴肅吧

了!) 

言歸正傳，首先在這裡要多謝家長

們對家教會委員會工作的支持。今年候選

委員的人數超過委員名額，需要家長投票

選出(記憶所及，已是好幾年沒有出現這個

情況)。候選人都列出其個人抱負，由所有家

長全民投票，比香港人選特首還要更公平、

公正，更能體現民主精神呢!對於未能當選

的候選人，家教會再次感謝你們的鼎力支

持，冀望明年你們能加入委員會隊工，一起

商討會務。 

今年家教會首次在升中家長會邀請

上屆六年級家長及學生們回校與各家長分

享去年報考中學的心得。當天出席的小六

家長固然踴躍，未雨綢繆的小五家長為數

亦不少。家長們無論在選校策略、面試內

容、準備工作、對心儀中學的認識等各方

面，都 獲 益 良

多。有你們的支

持及鼓勵，家教

會將繼續舉辦

類似的分享會，

為升中學生們

的準備提供最

大的支援。家教

會亦會於稍後

舉辦模擬面試，

務求使學生能

得到更多的面試訓練，從而減輕面試時的

壓力。 

在會訊方面，今期我們加插了內地

小學生優秀作品分享，目的在加深家長及

學生們對內地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文化學術

水平的了解。閱過有關學生的文章，無論在

內容、結構、鋪排、詞彙、情感的處理都不

像是出自小學生的手筆。情采兼備，怎不教

我們一眾家長為之汗顏?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叫內地

同胞對我們香港學生的文化學術水平刮目

相看，現在就坐言起行，讓我們與學生們為

提升寫作水平一起努力吧!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2B葉沛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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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本 會在眾會員支持下已於10月13日順利完成就職典

禮。當晚，各執行委員從校長手中接過委任狀，正式宣佈

就職。深信各委員必全力以赴，與學校及各位家長一同積

極參與校內一切活動。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會員名單執行委會員名單執行委會員名單執行委會員名單    

主席   :  葉澤深先生(2B 葉沛柔家長) 

副主席 : 林志威先生(5A 林伯軒家長)，劉惠明校長 

文書   : 曾惠儀女士(3D 溫嘉權家長)，何瑞老師 

司庫   :  鄧活敏女士(1C 張海嵐家長)，陳婉芬主任 

聯絡   :  汪循悌女士(5D 劉宗為家長)，蔡玉娟主任 

康樂   :  吳雅儀先生(4D 雷漪晴家長)，郭宇田老師 

委員   :  劉堅女士  (1A 何成禧家長)，何慕嬋老師 

         劉錦華女士(1A 羅宗瑋家長) 

        李相寧女士(1D 張素兒家長) 

         蔡錫聰先生(3D 蔡懿德家長) 

         黃容娣女士(4D 梁灝銘家長) 

         吳淑玲女士(4D 羅偉城家長) 

         李建楹先生(5D  李衍忻家長)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書籍名稱書籍名稱書籍名稱書籍名稱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1.  一公升眼淚              木藤亞也 

2.  韜韜盛宴                梁文韜 

3.  不時不食                梁文韜 

4.  吾湯情濃                黃淑儀 

5.  必學糕點                張朝順 

6.  絲綢之路 深度之旅       — 

7.  教孩子從A到A＋          余展飛 

8.  摺紙遊戲王              張德 

9.  吸管遊樂園              松井真里江 

10. 牛津兒童百科全書        R.E.阿蘭博士 

11. Q小子AND A博士          馬星原 

12. My Picture Atlas                    Roger Priddy 

VCDVCDVCDVCD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1﹒如何處理孩子發脾氣及反叛行為      理盧幼慈 

2﹒怎樣提升子女的自尊感              理盧幼慈 

3﹒如何幫助孩子克服學習英、數的困難  理盧幼慈 

4﹒有型有格溝通法 Power Communication 理盧幼慈 

5﹒青少年問題多多—家長解決之道      理盧幼慈 

6﹒小學生學習動機—有效提升方法      理盧幼慈 

7﹒管教子女—家長秘笈（上）          理盧幼慈 

8﹒管教子女—家長秘笈（下）          理盧幼慈 

資源中心新添之書籍及資源中心新添之書籍及資源中心新添之書籍及資源中心新添之書籍及VVVVCCCC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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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十月十三日(星期五)晚上舉

行的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 —–「如

何培育子女的抗逆能力」，由周婉芬

博士（註冊心理學家及遊戲治療師）

主講。是次親子講座，得到空前的

回響，精彩之處實在不能盡錄。現

由編輯組成員溫曾惠儀女士 (3D 

溫嘉權家長)分享箇中感受。 

 

       

      身處瞬息萬變和競爭激烈的世代，父母教養子

女時不再單單看重知識的傳授，還寄望下一代可在逆

境中自強不息，有能力應付目下和未來的種種挑戰。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晚上，超過二百位家長抽空來

到學校，出席會員大會和隨後舉行的親子講座。當晚

座無虛設，氣氛熱烈。對於周婉芬博士風趣幽默的演

說、一針見血的提醒和字字珠璣的闡釋，相信大家至

今仍覺回味無窮。 

 

      周婉芬博士是資深的註冊心理學家和遊戲治

療師，在教育及輔導服務界享負盛名。周博士的履歷

已於早前發放的家長通告中載述，在此不贅。為使當

晚未能一睹周博士風采的家長分享箇中領受，現於下

文摘錄若干精警妙語，彼此共勉互勵。 

 

      「遠離太『癲』的家長，有空時多參加育兒講

座，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態。」 

 

      「遊戲對小朋友十分重要，就好像我們工作後

要『出糧』一樣。如果只有功課和溫習時間而沒有遊

戲時間，孩子不會用心去做。」 

 

      「我曾經問小朋友是否喜歡上學，他們說：『喜

歡！因為有小息。』對一些孩子來說，上學就是為了

小息。」 

 

      「你們有沒有每天三次稱讚孩子？(有家長答

說沒有，因為沒有時間)……那你們曾否試過沒時間

罵孩子？很奇怪，我們無論怎樣忙，也會抽時間罵子

女，最少也會打個電話回家罵。」 

 

      「別以為聽過今晚的講座以後便不再責罵孩

子，少一點已是進步。」 

 

      「最惡毒的後母，不是苦待孩子的那一位，而

是事事遷就的那一位，因為孩子長大以後會是個沒出

息的人。」 

 

      「除非後果嚴重得孩子擔當不起，否則應讓他

們自己承擔。舉例說，孩子上學時磨磨蹭蹭，要你花

錢乘的士回學校，便把孩子喜愛的活動扣減一點，例

如少看五分鐘電視，以作懲罰。」 

 

      「如果有人錄影你教子女做功課時的樣子，不

難發現自己面目猙獰。」 

 

      「嘉許孩子不怕難、不怕輸、雖遇挫折仍肯努

力的美德，稱讚孩子肯試肯輸是勇敢的表現。」 

 

      「我在遊戲治療中誇讚孩子最多的地方，往往

就是他們的弱點。只要見到他們願意踏出一小步，便

應找緊機會加以稱讚，鼓勵他們繼續嘗試。」 

 

      「不要替孩子解決困難，別讓他們逃避，但在

過程中要多加讚賞，使他們明白成功之道在於不易放

棄。舉例說，孩子被人欺負，向你哭訴，你應表示同

情理解，並應鼓勵孩子自己爭取，而不應替孩子出頭；

除非問題嚴重，則作別論。」 

 

      聖經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

到老也不偏離。」(箴22:6)。父母之道，可說是窮一

生也學不完的大學問。日後，家長教師會將會繼續物

色適當的專業人士和資深講員，跟大家暢談教育子女

的秘訣。盼望能在下次親子講座中與你相遇，分享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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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ss Lan and I’m from Canada.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t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This is my second 

year as the school’s N.E.T. teacher.  I enjoy teaching here and working 

with the children.  Watching the children gain an appreciation for read-

ing in English has been very motivating for me.    

              

             At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I teach reading to Primary 1-3, 

conduct English activities with Primary 4-6 at lunch hour and run the ex-

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English Club and Buddy Reading.   

 

             I like to read books in my spare time.  One of my favourite 

children’s books is “Charlotte’s Web” by E.B. White.  Reading to and 

reading with children have always been fun for me.  I found that chil-

dren enjoy reading with adults and sharing what they know or don’t 

know during and after a reading session.  Reading with children pro-

vokes their interest and curiosity to read.  A quick way to get children to 

read English books is to read alongside them and having them choose 

their favourite book.  Spend about 10 -15 minutes before bedtime and 

have the reading session.  

                                                   Miss Lan  

老師「看真老師「看真老師「看真老師「看真D」」」」    

第4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很 榮幸能於這一期的會訊中跟大家見面。同時，

我亦感到很高興能在基灣小學 (愛蝶灣)內任教，成為

「基灣」的一份子。「基灣」是我任教的第二間小學，

亦是我一直希望能任教的學校。雖然來到這裏只有短

短三個月，但當中的人和事都令我有不同的感受。 

 

            首先是這裏的學生，他們不但乖巧，也很受教。

雖然有時會忘記一些規矩，但經老師提醒後，同學們

都會虛心接受，改正過來。他們對師長們很有禮，懂

得尊師重道。其實，學生們在學校除了要認真學習，

追求學問外，培養良好的品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就是這裏的校長和老師們，我看到他們所

想和所做的都是從學生的益處出發，不會因為怕麻煩

而有所讓步。這份的教學態度深深感染了我，亦都是

對我的一份提醒。 

 

            教學的工作雖然艱辛，而且漫長，但我希望學

習以神的愛和忍耐去教導每一個學生，多些明白和接

納學生不同的長處和短處，盡力幫助他們解決學習上

的困難，讓他們在「基灣」裏有一個難忘的小學生活。 

 

Miss Lan 小檔案 

姓名：Lam Lan Vinh 
任教科目：英文 

教學年資：第5年 

謝老師小檔案 
姓名：謝寶恩 
任教科目：英文、常識、視覺藝術 

教學年資：第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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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好！我是戴家莉老師，今年才到基灣的新老

師。 

            「日出多璀璨，人間多歡顏」，校詩中的一句。 

真的，基灣的學生都活出了這句話。每一天踏進學校，

都能感受到一份熱情、一股朝氣。早上，看見學生們

精精神神的踏入校園；課堂中，同學們朝氣勃勃的學

習；放學，目送學生滿有歡樂的離開…… 

            快樂的校園生活不就是這樣嗎？教學相長、師

生互動。學生的朝氣總是感動我。我跟自己說，總不

要給學生超前呢！更不要令學生們白白浪費一分一

秒。於是，每一天都提醒自己，要令學生們快快樂樂

的回學，滿有知識、滿有喜樂的回家。 

            說真的，很高興可以加入基灣這個大家庭。說

大家庭，一點也沒有錯。活潑可愛的學生、友善的同

工、積極支持∕參與學校發展的家長們，大家就像一

家人一樣，缺一不可。 

            寄望往後的日子，可以跟基灣內的每一個份子

一起成長，以快樂面對每一天…… 

            願每一個學生天天掛上美麗的笑容； 

            願我能成為一個稱職友善的好老師好拉比； 

            願我能走到孩子跟前，為每一個的腳抹上香

膏。 

 

升中家長分享會升中家長分享會升中家長分享會升中家長分享會    

於 11月18日 (六)
舉行之升中家長分享

會，家長教師會聯絡

上屆六年級家長∕學

生回校與各家長分享

去年投考中學的心

得；包括選校策略、

面試內容、準備工作

等。 

 

戴老師小檔案 
姓名：戴家莉 
任教科目：英文、常識、視覺藝術 

教學年資：第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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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繩強心跳繩強心跳繩強心跳繩強心                                                                                            吳嘉妮老師    

要 擁有健康的心臟，其中一個秘訣是在於一條

繩﹗ 

             為讓大眾從小養成運動的習慣，「香港心臟專

科學院」於九九年起，在全港多間中小學推行「跳繩

強心計劃」，致力提供優質的跳繩運動，並將跳繩運

動進一步普及化。希望透過有趣的跳繩花式，吸引及

鼓勵同學們多做運動，減少玩遊戲機的時間。 

             跳繩是一項非常有效的強健心肺的帶氧運動

和全身運動。它能增強抵抗力，訓練手腳的協調。它

還有很多獨特的優點，如活動範圍小，毋須租用場地，

適合香港的環境。此外，它沒有任何規例，可自由發

揮，創造千變萬化的花式。而且參與人數不限，可單

人或兩人，甚至多人，使同學們在跳繩運動中能學習

團體合作精神、刻苦耐勞，更可為自己定下目標，挑

戰高難度的創意花式跳繩。 

             去年暑假期間，學校舉辦了「花式跳繩班」，

由於反應熱烈，得到家長們和同學們的支持，使這項

運動能繼續舉辦。現時，「花式跳繩班」共分為三個

組別﹕初階班(初小)、初階班(高小)、進階班。今年三

月，學校舉辦「花式跳繩班親子跳繩同樂日」，邀請

家長出席。當天由「花式跳繩班」的同學表演個人、

雙人、小組及親子的各種花式跳繩，讓家長與同學們

一起分享跳繩的樂趣。 

             為了讓同學們有更多機會參加跳繩活動，學校

於今年四月參加了由「香港心臟專科學院」舉辦的「跳

繩強心嘉年華2006」，讓同學們藉此機會與本地及海

外跳繩隊伍交流。翌日，部份同學更被邀出席「海外

花式跳繩表演隊分享聚會」，在香島中學與台灣隊、

日本隊及本港各小學組精英隊伍一起跳繩，以增加經

驗，獲益良多。 

             今年七月，學校選出十二位同學組成的「花式

跳繩隊」及十位同學組成的「啦啦隊」參加「跳繩強

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小學組(乙組)。經過教練Ken 

Sir的悉心指導，我校獲取兩個獎項﹕「優異獎」及「全

場最突出造型獎」。 

             在剛過去的暑假期間，部份同學被教練挑選參

加由「香港跳繩學院」與「香港青年體育會」合辦之

「全港精英花式跳繩培訓班」，提升個人花式及交互

繩花式等技術，以達到世界級的水平。而部份同學更

參加了「跳繩強心金章計劃」(包括初級紅章、中級綠

章、高級黃章、優級銀章及榮譽級金章)，他們已成功

考取了紅章。 

             希望家長及同學繼續支持跳繩運動，活出健康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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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戲劇活動粵語戲劇活動粵語戲劇活動粵語戲劇活動                                                        黎佩文主任、盧燕芬老師    
誕生誕生誕生誕生    

我們深信戲劇活動能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因此，本

校的戲劇活動於去年二零零五年十月份正式開展了。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在籌劃過程中，首先引入劇壇專業導師。 

    

金組導師金組導師金組導師金組導師────────陳正君先生陳正君先生陳正君先生陳正君先生：：：：    

陳正君先生分別於1992年、2003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

院戲劇學院之「表演系」及「導演系」，現為「7A班

戲劇組」(藝術發展局資助劇團)藝術教育主任。過去十

年，陳先生曾為多個不同的表演團體擔任編、導、演

等要職，並致力將戲劇融入學校正規課程內。 

    

銀組導師銀組導師銀組導師銀組導師────────徐玉芬小姐徐玉芬小姐徐玉芬小姐徐玉芬小姐：：：：    

徐玉芬小姐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

演系」，取得藝術學士(榮譽)學位，具多年戲劇訓練經

驗，並曾擔任香港學校戲劇節(教統局主辦)之評判及戲

劇導師。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學生層面學生層面學生層面學生層面    

• 學生能享受戲劇活動的樂趣 

• 學生能認識戲劇藝術的基本知識 

• 學生能利用戲劇的藝術形式進行創作，以表達

和抒發個人的意見、想法及感情 

• 能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包括增加對自我及他

人的了解、培養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協作

能力、創作能力及批判思考能力 

• 藉著欣賞公開的話劇表演、學校專場演出及演

後座談會，進行觀摩學習 

• 學生能融會生活經驗，共同創作劇本 

• 參與校際戲劇節，増加演出經驗 

• 讓同學於校內作小型演出，實踐所學及與眾分

享其學習成果 

• 通過不同之渠道及把戲劇課融入課程，從而提

升全校學生對戲劇的興趣，讓戲劇學習更能普

及化 

    

家長層面家長層面家長層面家長層面    

• 培養家長對戲劇欣賞和演出的知識 

• 鼓勵家長多參與戲劇活動，認識戲劇活動所帶

來的意義，以支持學校戲劇活動的發展 

    

教師層面教師層面教師層面教師層面    

• 增進教師對戲劇欣賞和演出方面的知識 

• 加強教師使用戲劇元素的技巧和信心，以便把

戲劇元素融入語文課程中，將抽象的文句轉化

為可演出的場景，增強教授語文科時的趣味性，

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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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在此特別呼籲各家長能給
與我們更多的意見；無論以書

信、電郵或其他的方式表達，家
長們的寶貴意見對家教會來說都

是一種鼓勵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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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成員：  

葉澤深先生 

林志威先生 

曾惠儀女士 

吳雅儀女士 

劉錦華女士 

李建楹先生 

 
               

內地小學生考場優秀作文選內地小學生考場優秀作文選內地小學生考場優秀作文選內地小學生考場優秀作文選 
隨 著本港與內地的加快融合，兩地的文化學術交

流近年亦明顯較以往頻繁。有見於此，本刊從今期開

始增添新元素，希望藉著有關內容，能令家長對內地

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文化水平加深了解，以期及早為子

女作好裝備，迎接兩地融合後的挑戰及機遇。 

    

新來的班主任新來的班主任新來的班主任新來的班主任            山西省永濟市小學五年班 趙良 

               聽說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女學生要當我們班的

班主任了，我和幾位出了名的淘氣鬼便想給她來個

「下馬威」--在粉筆盒裏放一隻癩蛤蟆。 

               上課鈴響了，一位年輕的女教師走進教室，好

看的瓜子臉，烏黑發亮的頭髮束成馬尾辮，一雙黑葡

萄似的眼睛會說話似的望著我們。她笑得很好看，露

出兩個小酒窩，深深的，圓圓的，甜甜的。她向同學

們問好後，用唱歌般的聲音自我介紹說：「我叫李

娟，同學們叫我李老師好了。『李』是木子李……」

她把手伸進粉筆盒，想必是取粉筆要寫這個「李」

字。突然，她的手像觸電似的縮了回去，停了會兒她

往粉筆盒裏一看，勇敢地伸出手，居然一把抓起了那

隻面目可憎的癩蛤蟆。同學們吃了一驚，我也驚得眼

睛瞪成了兩個乒乓球。教室裏靜極了。李老師從容一

笑，挺生動地對大家說：「真感謝同學們送給我一件

這麼珍貴的『見面禮』！這玩藝兒，我認識，俗名叫

癩蛤蟆，學名叫蟾蜍。別看它怪模怪樣，其實挺有本

事，對人類貢獻也挺大。請大家注意它身上的疙瘩，

這些疙瘩可以分泌出一種毒液，不僅可以幫它抵禦強

敵，還可以被人採集加工成中藥，用來治病。在我國

民間傳說中，嫦娥偷吃了不死藥之後，身不由己，居

然飄飄蕩蕩地飛上了天，從此成了月亮裏的一隻蟾

蜍。月宮之所以叫蟾宮，就是這樣來的。過去人們常

用成語『蟾宮折桂』來比喻在科舉考試中中榜的佼佼

者。另外，請大家再注意一下，蟾蜍的顏色挺怪，是

由黃、綠、黑三種顏色組成，極像海軍陸戰隊的迷彩

服，便於偽裝，這樣可以有效地保護自己……關於蟾

蜍我知道的還有很多很多，今天就先講這麼點。我

想，既然大家送了這麼個寶貝蟾蜍給我，我也一定會

回贈大家一份禮物，這禮物的名字叫——知識！」 

              聽了新來的班主任這番話，同學們都不由得肅

然起敬。真沒想到一個年輕女老師膽量竟這麼大，而

且知識這麼豐富。李老師笑著說：「同學們，我講的

也不少了，大 家 說，對 這 隻 蟾 蜍該怎麼辦？」「放

掉！」同學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我迫不及待地走上講

台請求說：「老師，讓我放掉它！」我輕輕地捉住蟾

蜍，走出教室…… 

  

評卷評卷評卷評卷：：：：這位初出茅廬的女教師真不簡單，第一次走上

講台就能贏得同學們的好感……雖然遇到個意想不到

的惡作劇，卻能不動聲色地「化險為夷」。「觸電似

的縮了回去」，「勇敢地伸出手……一把抓起……」

等細節描寫表現出女教師的勇敢、鎮定，而李老師從

容地對學生說的那一段話則表現出她的智慧和對孩子

的寬容與愛心。難怪同學們都對她「肅然起敬」。 

 

劉錦華女士(1A 羅宗瑋家長)選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