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 眼間在家教會服務已踏入第五個年

頭。今屆趁着葉主席按會章休息一年，小弟

終於有幸當上主席，真是「媳婦熬成婆」。

由於有葉兄珠玉在前，接過帥印一刻晚生

難免惶恐。尤幸有一眾優秀且熱心的家長

委員支持，方令我稍覺寬心。 

 

               是期會訊，精彩！不擬一一介紹，

敬希各位細心欣賞。 

 

               親子旅行已於一月十七日圓滿舉

行。當日天父再度恩賜及時回暖的好天氣

並安排濕地公園重開。否則我們六佰人不

知該往哪裏去?能不感恩?當然不能忘記我

們的新委員黎大衛先生(1D黎力朗家長)，小

一新家長已有如斯成熟表現，他日必成大

器。實基灣之福，幸甚！ 

 

               在張太 (3B張海嵐家長)及雷太 (6D

雷漪晴家長)的悉心照料下，資源中心給人

煥然一新的感覺，開幕的頭三個月使用人

次已突破去年全年的使用量。喜見每個週

末，都有大班家長一邊呷着熱茶，吃着茶

點，交流育兒、家政、御夫心得，誠一樂也。 

 

              近日偶閱「新井一二三」偽東京一

書，發現日本近年出現一種怪現象。學校上

演雪姑七友的時候，舞台上竟然有十多位

白雪公主。事緣日本人開始顛覆「服從」的

民族性。遂出現一批「怪獸家長」，他們都

認定「為甚麼別人的女兒可以當主角，我的

女兒不能當?」不達目的馬上向校長投訴，

老師們為求息事寧人只好乖乖就範。人權

高漲至此，是否孩子之福?在此投訴文化泛

濫之際，是否值得我們反思? 

 

               在本學年餘下的日子，家教會仍會

陸續推出各項活動。熱切期待各位的支持；

家教會的成立是為了服務各位同學及家

長。你們的意見是我們的重要資源，對我們

製訂日後路向有莫大幫助，盼望聽到你們

的聲音。 

 

 

                             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志威先生 

              (3A林伯儒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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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        林志威先生 (3A 林伯儒家長) 

副主席  :      吳雅儀女士 (6D 雷漪晴家長) 

               劉惠明校長 

司庫    :      鄧活敏女士 (3B 張海嵐家長) 

               容志賢副校長 

文書    :      梁敏儀女士 (5D 李銘勤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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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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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晚上順利舉行了

家長教師會講座。是次親子講座，特別邀得

著名言語及聽覺科學系博士秦蓁博士為眾家

長主講「趕走懶音」。謝謝各位抽空蒞臨的

家長。 

本 會在眾會員支持下已於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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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參與校內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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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上在大門外迎接學生返校，孩子

們對我的稱呼都不同，容sir、容副校或容主

任都有，叫了十多年的「容主任」，事實上

很難一下子改口，無所謂啦﹗反正都是一種

稱呼。很多家長都好奇地問我，學校今年多

加一位副校長，究竟我的工作有什麼轉變？

我跟黎副校長的分工又如何？首先多謝家

長們的關心，趁這個機會讓我簡單介紹下。 

             

            教育局今年在標準廿四班的小學正

式確立了兩個副校長的職位，於是我便有機

會擢升為副校長。黎副校長的職務，主要是

負責校務，課程和內務工作，而我就主要負

責學生訓輔，資訊科技和外務工作。其實我

們的新職責最大的改變是由實務性轉為督

導性，要兼顧的學校行政範疇多了些和闊了

些，以往的實務性工作，部份就由幾位主任

分擔。當然這種轉變，學校和我都要一段時

間的摸索和調節。雖然工作性質與前不同，

但目標仍是一樣，就是令基灣成為一間出類

拔萃的小學，能培育出一群好孩子和未來社

會精英。這幾年來，由於五花八門的教育改

革及外內因素的變化，學校已有很多的轉

變，而這些轉變，未必所有家長都認同，但

我們都懷著謙恭的心，誠意接受各方的批

評，基灣是否能再進一步，很依賴大家能否

對我們提出寶貴的意見。 

轉變轉變轉變轉變                                                                                容志賢副校長    



「我 的孩子不能夠自發地完成工作，

又不留意細節，因此常常犯錯，真不知道怎樣幫

他呢？」「我的子女容易分心，難以集中精神，

他是否有專注力失調的問題呢？」你的子女有

沒有上述的情況出現呢？擔任學生輔導教師多

年，我經常聽到家長訴說子女專注力弱、容易分

心及難以集中精神工作，不但十分煩惱，亦不知

道怎樣幫助他們。有見及此，家長教師會、基愛

堂及輔導組與東華三院高黃慕貞紀念全人健康

中心在二零零八年十月至十二期間 (逢周二下午

及周六上午)合辦了「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家長

工作坊(共六節)。 

 

            透過工作坊，家長加深了對專注力的認

識，原來專注力有許多不同的類別，包括選擇性

專注力、持久性專注力、轉換性專注力、分散性

專注力及視覺/聽覺專注力，而兒童的專注力會

隨著年齡而有增長：7-10歲兒童的專注力約在20

分鐘以內；10-12歲的約有20-25分鐘；12歲或以

上的約有25-30分鐘呢！ 

 

            此外，家長能認識到專注力失調的特徵，

從中可以初步了解自己的子女是否有專注力的

問題，是否需要作進一步的評估，還是受環境、

學習的習慣或策略、家長的管教方式影響而未

能集中精去學習或完成工作。 

 

            另一方面，家長可以掌握一些提升專注

力的方法。其實透過家庭遊戲，家長可以訓練子

女不同範疇的專注力，例如迷宮、球類運動可以

培養視覺追蹤的能力；填字遊戲、砌圖、棋類遊

可以提升視覺專注力；接龍遊戲可以加強聽覺

專注力，而Bingo、「冚棉胎」可以訓練聽覺和

視覺專注力。此外，家長若能了解子女的學習模

式(視覺、聽覺抑或觸覺)，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

並與孩子訂定合適的時間表，培養良好的學習

習慣和態度，孩子便能較集中精神，無論在學習

上或做事的態度上都能得以改善。 

 

                                   學生輔導教師    高姑娘 

 

活動預告：基愛堂及輔導組與東華三院高黃慕

貞紀念全人健康中心將於二零零九年三月至五

月期間舉辦第二期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檢視自

己現時的管教技巧和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能

力，詳情請留意通告。 

《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家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家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家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家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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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經不覺，不經不覺，小兒在基灣

小學(愛蝶灣)已踏入第二個年頭，在過去的

一段日子，我與學校保持接觸及積極參與

各項活動。本人感到校方不但盡心盡力教

授孩子的知識，並且關注孩子的成長，對家

長的支援也不遺餘力。因此，學校的輔導組

和基愛堂、家長教師會定期舉行一些家長

工作坊，支援家長協助子女的成長。 

 

            剛完成了由家長教師會、基愛堂及

輔導組主辦，東華三院高黃慕貞紀念全人

健康中心協辦的「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

工作坊。從工作坊中，我認識到甚麼

是專注力、分辨專注力的不足的方

法，並且學習如何從遊戲、日常

溝通提升孩子的專注力及怎樣令孩子做功

課和溫習時更專注。 

 

            當中導師提出了不同的個案、例子，

讓我們更清楚明白一些概念，但最重要還

是家長們的分享，互相交流心得，提升了我

們協助子女的能力。其實大部份人都知道

用甚麼方法去做，但是知易行難，我們有沒

有切實執行和運用呢?透過這次工作坊，又

再一次提醒了我們和讓我們學習了一些新

的方法，去幫助自己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

能發揮潛能，得到更好的學習成果。 

 

 

            黃美娟女士 

(2A洪嘉良家長) 

在 子女不同的成長階段

中，家長經常會遇到以下的一些情況：孩子

做功課時常分心未能集中精神，又不留意

細節，因此容易犯錯，往往令不少家長感到

十分頭痛。若然家長脾氣不好，少不免會發

生口角而影響家庭和諧的氣氛。 

 

            透過家教會、輔導組、基愛堂主辦，

東華三院高黃慕貞紀念全人健康中心協辦

的「提升子女專注力」家長工作坊，確實令

我學習到一些已被我們遺忘了的方法。其

中最實用的，就是明白到應該讓孩子知道

為什麼要專心學習，繼而盡早協助他們建

立一個良好的溫習功課習

慣。此外，家長更可嘗試與孩子

一同訂立溫習和作息的時間表，與他們訂

定一個明確及合適的溫習目標，建立遊戲

和自由活動的時段，藉以增加孩子的成功

感和能力感。另一方面，家長可與孩子一同

設計及參與家庭遊戲，不但可藉著遊戲提

升子女的專注力，並可促進親子關係，讓孩

子健康成長。 

                                                 

 

                                                蔡錫聰先生  

(5D蔡懿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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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行親子旅行親子旅行親子旅行—濕地公園濕地公園濕地公園濕地公園    梁敏儀女士 (5D李銘勤及1D李銘琦家長)    

一  年一度的家長教師會大旅行又來喇！ 

 

              委員會成員為旅行的地點事前搜集了很多方案，

經多次商討，最後有了這次的決定，在這裡多謝各位幫

手的委員會成員！  

 

              出發前的一星期天氣十分十分寒冷，令人擔心星

期六的天氣，幸運地星期五天氣終於開始回暖了，很開

心哦！！！ 

 

              今 天 雖 然

比前幾天回暖，但

早 上 天 氣 仍 有 寒

意，只有14度，不

過也不能冷卻大家

在等候出發旅行的

興奮心情…… 

 

              第 一 站 的

濕地公園雖然前兩

年到過，但時間太短，有很多地方未有參觀，今次可以

看個夠了！ 

 

              首先當然是去看看貝貝喇，牠比以前好像長大很

多，在石上曬太陽，很舒服呀~~~~ 

 

              一路上，有很多紅樹林的植物，奇形怪狀，十分

有趣呢！！！ 

 

              經 過 一 些

田，種有一些農作

物，如 西 洋 菜、

芋、蓮藕等.... 

 

              湖 上 種 有

荷花和睡蓮，不過

未完全開花，我想

再過一個星期，完

全開花時景觀一定

更美麗呢！ 

 

              到達觀鳥屋，大家很有秩序地排隊用望遠鏡看遠

處的鳥，我們今次看到濕地公園的其中一個標誌 「黑臉

琵鷺」，羽毛白白的，嘴巴黑漆漆，樣子很可愛。 

 

              行到紅樹林浮橋上，可能天氣太乾燥了，河水太

少了，彈塗魚和招潮蟹都躲在泥沼中，沒有出來…… 

 

              幸好，我們走出浮橋後在水閘口發現幾條彈塗魚

走來走去！ 

 

              最後回到室內的餐廳休息，再參觀其他模型和標

本，很滿足了。 

 

              中午到嶺南大學吃午餐，吃完午餐最後有大抽

獎，五年來第一次抽到獎，而且係大獎呢——「基灣手

錶」，我的兒子高興得跳起來，真的很幸運。 

 

              最後一站是士多啤梨場，摘士多啤梨真興奮！ 

 

              可 能之前 天 氣

太冷了，園裡的士多啤

梨不是很多，我坐的車

又是最後一批才到，所

以已經所餘無幾，和女

兒只是看看在田的士多

啤梨是什麼樣子，只摘

到一兩顆，女兒還被蜜

蜂嚇得「呱呱叫」，不過其他人都好像滿載而歸，我只

好買兩盆士多啤梨苗回家，試試自己可不可以種到士多

啤梨吧！ 

 

              今年的家長教師會大旅行完滿結束了，希望大家

都玩得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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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家長協助聖誕佈置義工家長協助聖誕佈置義工家長協助聖誕佈置義工家長協助聖誕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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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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威先生 

黃美娟女士 

吳雅儀女士 

曾惠儀女士 

 

嘩 好消息！剛剛完成裝修工程的家長教師

會資源中心又開始為大家服務了。 煥然一新的天

花，加上重新掃漆的牆身，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

現在，就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吧！ 

 

資源中心位於學校大堂入口接待處後面。這

個約有200呎的獨立房間設備齊全， 除了放置長

枱供人閱讀外，還有雪櫃、電腦和圖書閣。 

 

資源中心的開放時間是星期六上午九時至十

一時， 家長教師會會安排委員和義工家長當值。

一直以來， 資源中心深受家長支持，特別是寒冬

和炎夏， 家長會在中心休息或借閱圖書。有些家

長告訴我，他們目送子女上興趣班、詩班或樂隊

後， 便會聚集在中心與其他家長閒談，因而成為

好朋友呢。 

 

至於資源中心的圖書閣，更是不可不提的好

地方。經過委員多番努力和整理後，書籍琳瑯滿

目，井井有條地編排妥當，方便家長借閱。圖書閣

藏書豐富，有兒童讀物、烹飪、宗教和兒女管教等

書籍，您又怎能錯過呢！ 

 

為了緊貼教與學的新趨勢和奉行不斷學習的

精神，家長教師會每年也會添置不同類型的書籍

和學習光碟，與大家分享。 您的鼎力支持和寶貴

意見， 是促使資源中心進一步改善的動力。歡迎

大家提供好書資料和其他建議，讓資源中心精益

求精、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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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呼籲各位家長捐贈圖書或光碟到資源中心。請送交到校務處即可！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