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 蟬亂鳴，像要提醒我們這個

學年又快到終結之時。回顧家教會

一年的會務，我們總算在基本工作

範圍以外增加了兩個項目。第一個

是為準備升中的六年級同學舉辦的

模擬面試，並邀請畢業同學及家長

回校分享選校心得。承蒙家長及同

學的支持和鼓勵，家教會可望明年

續辦這項服務。第二個是多辦一次

的親子活動──小欖BBQ，目的是

讓更多家長及同學參與其中，能在

緊密的功課、比賽及評估後得以偷

得浮生，一享親子之樂， 彼此張力

亦隨之舒緩。 事實上，所有參加的

六百多位家長及同學，都能在無人

向隅的情況下全數出席是次盛會。

希望家長們日後繼續支持，讓明年

的參加人數突破一千大關。 

 

誠然，家教會的會務仍有大量的發

展空間。明年學校會增聘外籍英語

老師及普通話老師，目的是讓學生

在這兩方面有更多的語言操練。須

知「拳不離手，曲不離口」，要提升

學生在英語及普通話的溝通能力，

一定要多聽多講，別無他法。然而，

單靠學校的有限資源， 仍有「杯水

車薪」之感。在此家教會一再呼籲一

些對英語及普通話有特別恩賜的家

長能「當仁不讓」，為學生的培育出

一分力，務求將基灣學生的學術水

平推向更高的層次。 

 

其實，基灣今日無論在學術、音樂及

學生操行上都有一定的肯定，這實

有賴學校及同學們多年的努力。正

如李嘉銘家長在本期會訊之分享所

言：「我們深深的感受到學校在這三

十多年來默默耕耘才換來這豐碩的

果子……感謝神給予基灣的孩子不

斷磨練，使他們茁壯成長」。 

 

最後，謹代表家教會祝每位畢業同

學鵬程萬里，主恩常存！亦在此多

謝畢業同學的家長一直以來對家教

會的支持和提點。冀望日後能在其

他場合與君相會， 把酒言歡，論盡

家事、國事、天下事！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2B葉沛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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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日炎炎正好眠」這句說話， 壓根兒

不適用於基灣小學(愛蝶灣)小一至小三同學和家

長身上， 本年4月27日在小西灣運動場舉行的遊

戲日就是鐵證。是次遊戲日集兩項「之最」於一

身──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家長義工參與其中，以及最先最先最先最先引入家

長競賽項目。現在，就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盛況吧。 

 

早上8時，大部分老師、學生、家長和義工在學校

操場集合等候出發，其他同學則偕同家人從其他

路徑自行前往。當各路健兒齊集運動場時，極目

所見，無論是同學或家長，大家都朝氣勃勃，神

采飛揚。隨着校長宣布比賽正式開始，戰幔徐徐

掀起，一場龍爭虎鬥在所避免。 根據規定，每班

同學分成A、B兩隊，各自與同級其他三班的相關

隊伍互相比併。 發動第

一輪攻勢時，大家尚在

熱身階段，同學偶然因

為不熟賽例或求勝心

切而不慎犯規，慘被扣

分。然而，一時挫敗絲

毫無損同學的雄心壯

志，大家竭盡全力，爭

取佳績。到了第二輪搶

攻，無論在策略、技巧

和默契上，同學明顯有

所進步，賽情因而更趨熾熱。興之所至，有些同

學更自創口號，在轉換比賽場地時叫嚷一番，士

氣激昂，連耀眼驕陽也要比下去。 

 

那邊廂，家長眼見子女悉力以赴，自己也受感染。

當司令台呼籲家長填寫表格參加個人競賽時，原

以為派不完的100張參賽表格瞬間搶奪一空 ，不

少家長被迫成為志在參與不求拿獎的「無表」參

賽者。轉眼一看，看台上空空如也，只剩下三數

名要照顧幼小的家長。射籃、仰臥起坐、拋飛鏢、

轉呼拉圈、射龍門和踢毽的六個競賽場地上， 只

見家長反應踴躍， 認真參與，不讓孩子們專美。 

 

讓同學參與的六個競賽項目當中，盡顯老師的設

計心思。「彩虹傘」色彩鮮艷，無數球兒在傘面

此起彼落，煞是好看；「勇救軍曹」中的Keroro、

Tamama和Diroro貼近潮流觸覺，正是不少同學的

至愛；「星球大戰」球來球往，玩的看的都覺得

熱血沸騰；「推波過橋」講求身體的平衡和彼此

的合作；想在「奪寶奇兵」中取勝，要有矯健靈

活的身手；「智取大腳八」可以考驗同學的騎術

和眼界。壓軸的親子比賽，既要顧及安全，也要

講求效率，最令老師絞盡腦汁；當日的「伴我同

行」又熱鬧又溫馨，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吧。 

 

是次遊戲日圓滿舉行， 大獲好評，同學和家長均

能盡興。唯一值得反思之處， 就是節目結束時出

現秩序問題。 有些家長急於接走子女，沒有依照

大會的指示，結果要勞動老師出言規勸。我們深

信， 來年再辦這項活動時，家長必會更加成熟，

願意為子女樹立循規蹈矩的好榜樣。 

遊戲日遊戲日遊戲日遊戲日                                          溫曾惠儀女士（3D溫嘉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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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是一個愉快的晚上。 

     

經過四天暗無天日的考試，基灣學子和家長

都放下沉重霉爛(被翻爛)的課本，踏着輕快

的腳步，一起前往

小欖燒烤樂園。 

 

這次燒烤活動，可

說 是 破 天 荒 的 一

次。事緣家教會在

十二月已辦過濕地

公園一日遊，照例

要待下學年方再舉辦旅行。但在一次例會中，

家教會幸獲老師告知上次旅行向隅者眾，平

均四人中只有一人抽中，不少同學(低年級)

更會淚灑當場。正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試問各位於心何忍？幸好我們有一位「事奉

永不變，愛多八十年」的葉主席，二話不說的

就 辦 起

是 次 活

動。更要

感 謝 的

是 劉 校

長 的 全

力支持，

即 場 切

出 三 月

三十一日(考試後翌日)這個黃金檔期，而且

人數不限，讓大家盡興而歸。 

 

徐徐海風輕送，把燒烤的熱力吹散，同時亦將

香味送至鄰座，登時招來狂蜂浪蝶：萬人迷鄒

主任、玉樹臨風容主任、口甜舌滑葉主席等。

一面喝着冰凍飲料，一面吃着林太林太林太林太源源送上

剛烤好的叉燒粒，縱談家事、校事、英超事，

豈不快哉！環顧四周，盡見一張張熟悉的笑

臉，一種幸福的感覺油然而生！ 

 

當日未敢說是盡善盡美，但尚算舒適寫意。首

先是恩賜的好天氣，其次是理想的好位置。我

們的燒烤爐不但靠近臨海的遊玩地方，更是

緊貼食物領取處。喜見同學們都大盤大盤的

取食物，所有減肥大計、唱詩限制盡拋腦後。

更沒想到有家長從四點半戰到八點半，直

至要開車回校才依依不捨地拿着最後一隻雞

翅膀，邊走邊吃。 

 

回家路上，作一小小總結。基於時間倉促，未

能作出最妥善的安排。車長義工只能請同學

們擔任，沒想到效果卻出奇地理想，全程充滿

笑聲，讓堵車亦

成為樂趣。家長

們更是充分地配

合，永沒有半句

抱怨，在在顯示

身教風範。若非

有如斯高質素的

家長和學生，家

教會豈敢舉辦此

等大型活動。期望日後繼續獲得大家的鼎力

支持，讓家教會能夠籌辦更大型的活動。 

 

後記 

這次活動充份發揮了集體議價的能力，參加

人數650人。若獨自前往，收費每人68元，車

費約為50元，合共118元。最後，家教會爭取

到每人70元。各位只需填妥回條，準時出席，

其餘都不用費心。省時省力省錢，真的相當划

算。 

 

       

記小欖燒烤活動記小欖燒烤活動記小欖燒烤活動記小欖燒烤活動            林志威先生（5A林伯軒/1B林伯儒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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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有沒有這個經驗呢？只要你和朋友
提及你的兒女就讀基灣(愛蝶灣)，對方必定報

以羡慕的回應：「嘩！派位好！音樂勁！」作

為基灣一份子，我們深深的感受到學校在這

三十多年來默默耕耘才換來這豐碩的果子。

每年音樂節比賽，總是有勝有負，感謝   神給

予基灣的孩子不斷的磨練，使他們茁壯成長。 

 

在 5月 5日，

學校為這群

動靜皆宜、

能歌善舞、

「扮 嘢 搞

笑」的基灣

小朋友在銅

鑼灣富豪酒

店舉行了一個音樂祝捷自助聯歡會，參加人

數達170人。宴會開始前，有校長向學生們作

出 一 番 勉

勵 和 鼓 勵

的講話。聚

會 中 使 我

發 現 到 基

灣 師 生 的

另一面：鬼

馬 搞 笑 的

朱主任當司儀，令會場氣氛絕無冷場；音樂奇

才馮啟文先生原來亦是

一位攝影發燒友；同學們

的天才表演更是一絕，大

家都盡展所長，有的唱諷

刺時弊的RAP歌；有的演

幽默的話劇；有的講笑

話；更有一位在台上載歌

載舞，演繹家喻 戶 曉的

「和興白花油」廣告歌，令

在場的觀眾 捧腹大笑，把

會場的氣氛推至另一高

峯。師生們一面品嚐美味

的食 物，一面舉行獎品豐

富的抽獎

活動，各人

都能滿載

而歸。  

 

回顧與基灣共 渡十一載，一

對兒女在基灣的得着，真的

不能只用筆墨來形容。藉這

機 會，感 謝 校 長、各 位 老

師、教 職 員們及工友們，對

我們的孩子無微不至的教

導，讓他們在基督的家內喜樂地成長。現在

面對其它學

校的音樂水

平 不 斷 冒

升，相 比 之

下，學 校 資

源 有 限，但

我們深信憑

着這班任勞

任怨的音樂老師和導師；一班刻苦聽教的孩

子；以及一

眾家長無限

的支 持，基

灣音樂必能

衝出困境，

締造美好的

成績。  

音樂組聚餐音樂組聚餐音樂組聚餐音樂組聚餐                                            李陳梅燕女士（5D李嘉銘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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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真正保護兒女如何真正保護兒女如何真正保護兒女如何真正保護兒女                            雷健生先生（4D雷漪晴家長）

最 近有機構調查發現七成受訪家長因事事

為子女代勞，或請家傭照顧，導至子女不懂得

自理生活。調查亦顯示，很多7至12歲的小朋友

不曉得照顧自己，包括不願自動做功課，不會

執書包，或者要工人餵才肯吃飯。這確很吊詭

的現像，生活在知識型的社會中，孩童反而變

得更不能獨立生活。 

 

孩童不懂得自己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還是小

事，更重要的是父母這樣過份保護會妨礙子女

學習負上自己應負的責任。一個成熟的人的標

記之一，就是為自己的生活、慾望及問題負責

任。例如如果上班遲到，就不要抱怨塞車；想

要升職就要努力進修爭取更佳表現；生氣的時

候，就要去處理令那些讓我們生氣的事情，而

不是等人來舒解我們

的情緒。成熟的人會

把自己看作解決問題

的人，而不是要責怪

另人或要其他人來替

他解決問題。所以，

過份保護子女便會剝奪了他們學習作一個負責

任的人的機會。 

 

何謂過份保護？筆者認為如果一個正常的小朋

友在適齡時可以自己獨立處理的事情，就引導

他們自行處理，不要持續協助。如果父母仍然

不放手，這就是過份保護了。例如當筆者的女

兒問我一個中文字的正確寫法時，我會故意在

她面前查字典，然後教她自己查。又例如每逢

星期一筆者都會給女兒那週的零用錢，但如果

她當天忘記了問我取，那週便沒有零用錢了。

因我想把一點責任給她負，如她想得到零用

錢，便要學習記得問我取，這是她的責任。起

初她確是時有忘記，但後來她學習了寫便條貼

在當眼處提醒她自己。另外，筆者家中養了一

缸金魚，並委派了女兒每天負責餵魚和協助我

每週換水。不要輕看這些像是毫不重要的事

情，與讀書考試沒有直接關係，但卻可以培養

子女的責任心和自信心。讓他們明白自己是可

以對家庭有貢獻，而不單是接受父母或女傭的

照顧，更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為自己負責任」不是

孩子天然的本性，相

反，孩童自然地會傾向

依賴和索求。有人曾經

問：「今天我是個甚麼

樣的人，有多少是我要負責任，有多少是環境

造成的結果？」這問題的背後其實是想問父母

對待他的方式對他有多大影響。亨利�克勞德

(Henry Cloud)和約翰�湯森德(John Townsend)會這

樣回答： 

「孩子要負百分之七十的責任，父母要付百分

之三十的責任。」如果這比例是正確的話，則

孩子成長的大部份責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擔。所

以，如果父母真正想保護子女，就是要培養他

們作負責任的人，不要事事代勞，引導他們能

獨立生活，為自己的生活負責。《聖經》加拉

太書六5：「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參考書：《為

孩子立界線》

亨 利�克勞德

及約 翰�湯 森

德合著。吳 蘇

心 美 譯。台

北：台福 傳 播

中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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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家長教師會舉辦之「兒童理財策略」親子講座，

在5月11日 (星期五) 晚上舉行。由袁海柏先生 (前區會副總

幹事，現任區會法團校董會顧問) 主講。是次親子講座，

內容豐富生動，家長反應熱烈。對袁先生把教導及培養

孩子理財知識系統而清晰的闡述，富有啟發及意味深長

的警語，家長們均感受益良多。現由編輯組成員劉錦華

女士 (1A 羅宗瑋家長) 將部分精彩內容稍作整理，以供當

晚未能抽空出席的家長分享箇中經驗與心得。 

************************************************* 

每個人自出生開始，就與金錢結下不解緣。從前的孩

子，兄弟姊妹多，家境普遍清貧，物質匱乏，所以多數

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他們自小便養成勤儉節約的

習慣。現代的孩子物質生活豐裕，家人呵護備至，處處

滿足要求，以致他們不知賺錢辛苦，養成只懂消費，不

懂珍惜的陋習。身為父母的我們，應從小培養孩子的理

財智商FQ(Financial Quotient)，讓孩子明白金錢的正面效

用，建立正確的物質觀及價值觀。同時學習財務管理和

責任、自決和獨立能力，從理財得著生活智慧。 

  

學生調查結果當頭棒喝學生調查結果當頭棒喝學生調查結果當頭棒喝學生調查結果當頭棒喝    

首先袁海柏先生列舉的一些研究報告，正好反映目前一

些小學及初中學生的理財態度，及其對家庭經濟狀況的

了解程度。 

• 小學生有超過一半 (54.3%) 不知道自己家庭的總收入，

更有差不多三分之二 (64.8%) 不知道自己家庭的總開

支。初中學生情況更差，有55.8%不知家庭的總收入，

及高達72.9%的初中學生對家庭的總開支沒有概念。 

• 小學生有52.6%不認為東西越貴，便代表品質越好。而

初中生卻反過來有72.8%傾向認為東西越貴，代表品質

越好。 

• 有近四分三 (74.5%) 初中生有選擇某些特定品牌傾向，

而小學生有此傾向的，大約只有不足一半。 

• 調查發現有53.2%及35%的初中生及小學生喜歡選購其

他友儕使用的商品。 

• 57.9%初中生及54%小學生會「想買就買」、不會考慮

太多。另一方面，有58.6%初中生及58.4%小學生不時

會於消費後感到後悔。 

• 32.4%中學生及5.9%小學生表示有時候會與家人因欠債

而爭吵。 

另一些調查： 

• 在去年暑假期間訪問1,126名14至25歲青少年，有70%

承認自己在過去12個月曾收支不平衡，61.5%會以儲蓄

填補超支，40.7%會向親友借貸解決問題，甚至有人以

信用卡透支(2.8%)及財務公司貸款(0.3%)。 

• 有87%被訪學生希望在畢業後，父母仍能在升學、結婚

及置業等範疇提供經濟支援。 

從以上的調查結果說明，及早培養孩子的理財知識及讓

孩子分享家中經濟狀況是極為重要的。 

  

從零用錢開始教導理財從零用錢開始教導理財從零用錢開始教導理財從零用錢開始教導理財    

如何著手培養孩子的理財知識呢?家長們可透過給予零用

錢開始，讓孩子嚐到擁有的經驗，然後學習財務責任，

包括：自決、計劃、選擇等。當孩子有機會自行決定使

用零用錢時，便可開始給予零用錢。初小學生宜每天

發，年紀大些時可每周發。至於發多少才足夠，則可參

考同年齡的鄰居、同學、親戚等的情況，然後與孩子商

量，但原則是不要發過多，否則孩子學不到理財責任，

應隨孩子年齡而增加零用錢。 

  

給三個錢箱管理零用錢給三個錢箱管理零用錢給三個錢箱管理零用錢給三個錢箱管理零用錢    

如何幫助孩子管理零用錢?袁先生建議給孩子三個錢箱—

—消費、儲蓄、捐獻，每次發零用錢，分別放在三個錢

箱裡。消費的錢箱讓孩子自決如何用法，這樣，孩子就

能了解到儲蓄的意義，並體會到利用自己的存款來買自

己喜歡的東西那種愉快和興奮的心情；儲蓄的錢箱是不

能動用；捐獻的錢箱可以是透明的，藉此從小培養孩子

有奉獻及與人分享的精神。 

 

至於可否多發零用錢作為孩子的獎勵?袁先生認為，不應

利用金錢來獎賞小孩考獲佳績，獎勵原則是孩子完成自

己基本責任或要求以外的工作或成就後才給予，可由孩

子選擇獎勵方式，但必須讓孩子事先知道獎勵的原則。 

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兒童理財策略」「兒童理財策略」「兒童理財策略」「兒童理財策略」    羅劉錦華女士（1A羅宗瑋瑋瑋瑋家長）    



校長的回應校長的回應校長的回應校長的回應——午膳供應商午膳供應商午膳供應商午膳供應商            

學 校於本學年選出了美心原美為本校之午膳

供應商，臨近學期終結，家長教師會派發問卷給

家長調查對午膳供應商的意見，所得的結果可參

考06-07年度春季號(第三十期)家教會簡訊。家長

大致對美心原美的評價一般和滿意的佔百分之

七十七以上，經家長教師會討論，校方決定來年

會繼續選用美心原美為本校的午膳供應商。 

 

再者，鑑於教統局、衞生署、食環署及各專業組

織及關注團體於零六至零七年度推行校園健康

飲食運動，以改善學童的飲食習慣，讓他們得以

健康成長和提升學習能力。因肥胖、心臟病、癌

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漸趨年輕化，統計得出每

五名學童便有一名屬於肥胖。要學童吃得健康，

除了要穀類，蔬菜、肉類的比例要乎合3:2:1，還

要注意食物營養中的三低一高，即是低鹽、低糖、

低脂、高纖，而正正美心原美是其中一間午膳商

號乎合這個規定，並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向衞生

防護中心簽訂了協議書於學校推行健康午膳，因

此校方決定為各學童建立起一個健康的飲食習

慣，故此續用美心原美為來年度的午膳供應商。 

 

值得提醒的是，家長切忌以扣減零用錢作為懲罰孩子手

段，否則孩子會在心理上將壞行為與金錢拉上關係，日後

有錢時，做錯事也不怕了。 

  

因應年齡灌輸理財知識因應年齡灌輸理財知識因應年齡灌輸理財知識因應年齡灌輸理財知識    

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金錢的概念亦會增強，所以家長

灌輸理財知識時，亦要因應孩子的年齡循序漸進。 

• 6－9歲兒童：可以開始發給零用錢，並幫助管理，再觀

察孩子對金錢的態度，並作教導。同時為孩子進行一些

儲蓄計劃，如「父母銀行」。 

所謂「父母銀行」，即孩子長大，由豬仔錢箱到由父母保

管，可用一本記事簿記錄孩子的存款，提款及結存情況。

於每次提存時由孩子自己記錄，及計算出新的結存數字，

然後父母核對無誤後，在上簽署作實，以養成小孩記帳習

慣，從中學會量入為出 。另可考慮給予利息，藉此教導

孩子計算利息。 

 

接著可教導孩子適合的理財技巧，透過使用「八達通」

卡，讓孩子從中學習將來使用信用卡或入帳卡。每周給

「八達通」卡定額增值 (零用錢的一部份)，讓孩子知道

「八達通」卡的結餘，除了學校交費及交通費 (另外增

值)，孩子可自決使用、學習預算。 

 

解釋「八達通」卡與櫃員機提款卡相同及分別之處，藉此

讓孩子認識銀行櫃員機提款卡。同時可透過一些消費收

據，讓孩子記錄支出情況，從中教導孩子平衡收支。 

 

• 10－12歲兒童：已開始懂得運用所學習的財務知識和經

驗。父母可帶孩子到銀行開設兒童儲蓄戶口，鼓勵他們

了解和研究不同的銀行利率。父母到銀行辦理日常提存

款及其他手續時，可帶同孩子前往，讓孩子認識。 

 

同時與孩子多分享家中經濟狀況，當有家庭消費，如購置

汽車、電視機等產品時；或出外旅行，所需預算，不妨讓

孩子參與意見。 

  

父母以身作則說服力強父母以身作則說服力強父母以身作則說服力強父母以身作則說服力強    

俗語說，「身教重于言教」，這句話同樣適用在家長教育

子女的金錢價值觀上。父母不可以一方面要求孩子節儉和

儲蓄，但自己本身卻對金錢任意揮霍。相信大多數的人都

不會否認，自己對金錢的觀念不是來自學校，而是來自家

庭。同時需切記，夫婦二人態度和立場要一致，否則，孩

子將無所適從。 

 

另外，家長可從旁提醒孩子如何花費，例如購買東西前要

「格價」，學習精打細算，並讓孩子從錯誤中學習。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富爸爸、窮爸爸》作者羅伯特清崎說：「如果你不教孩

子金錢的知識，將會有其他人取代你。」如果要讓銀行、

債主、警方，甚或騙子來進行這項教育，這恐怕不會是項

愉快的經驗。因此，別把發給孩子零用錢當作例行公事，

教導孩子們如何管理手上金錢，並賦予他們理財的責任十

分重要。各位家長，你想孩子將來的人生如何譜寫?還看

家長們怎樣教導及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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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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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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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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賞徵稿懸賞徵稿懸賞徵稿懸賞徵稿 
今期通訊登載了雷健生先生的來稿， 

他在文中把教養子女的寶貴心得娓

娓道來，叫人獲益良多。編輯小組深

信，基灣家長和同學當中不乏如此見

地獨到的卧虎藏龍。現特徵求來稿，

盼望各位踴躍回應，分享真知灼見或

抒發一己情懷。你們的積極參與，定

能令這份通訊更形充實、更具意義。 

 

為表鼓勵，所有投稿人可獲紀念品乙

份。別再猶豫了！趕快提筆，讓大家

聽聽你的心聲吧。來稿請擲家教會資

源中心門外意見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