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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聲主席心聲主席心聲主席心聲 

我好榮幸能成為第十八屆家教會的主席，我會在任期內，盡力

和大家將家教會的工作做好，為各家長會員服務。其實今屆家教會

的執行委員有很多新面孔，不少一、二年級熱心的家長參選成為新

的執行委員；當然也有經驗豐富的委員留任，熱誠地繼續協助家教

會的會務。想了解我們多些，請留意今期會訊的介紹。當然，今期

會訊也少不了向大家介紹家教會今個學期舉辦及協辦了的活動，當

中包括基灣小導遊、會員大會及親子講座。 

在學校方面，今個學年首次推行「以普教中」，今期會訊在「校

園專訪」特意訪問了兩位 4D 班的同學，她們會以「第一身」的身份

談一談對以普通話學習中文課的感受。另外，今年三年級的中文課

也推行了「同級編組」，我們專訪了負責推行的戴主任，向我們介

紹一下「分組教學」的新安排，並分享對同學們帶來的影響和好處。 

為配合教學上的新安排，今年校方聘請了多位新老師，當中包括增

聘的外籍英語老師，透過他們的「自我介紹」，讓我們多些了解他

們吧！ 

在本學年，家教會仍會繼續舉辦及協辦學校的各項不同的活

動，當中最期待的當然是於2012年1月14日假西貢北潭涌渡假營舉行

的親子旅行，盼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能大力支持及積極參與，享

受愉快的一天。 

另外，藉此機會，恭喜我們的管樂隊繼上年後，再次在2011香

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優勝樂團決賽)中，奪得「小學組全

場總冠軍」，真是難得！當在宣佈賽果一刻，在現場的我與其他到

場打氣的家長一樣，感到非常興奮及替他們高興。除此之外，也值

得我們欣喜的是我們的弦樂隊也在2011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弦樂團

比賽(小學組)中，奪得金獎。這當然不但要多謝各老師及指揮的悉

心教導，更要讚賞的是各樂隊成員平時的努力練習及比賽當日的出

色表現  

最後，我想多謝過往曾為家教會努力的各執行委員及義工家

長，尤其是去屆主席葉澤深先生，多謝他對家教會多年來的貢獻，

更盼日後家教會能繼續獲得各家長會員的支持。快將踏入2012年，

祝願大家聖誕及新年快樂！ 

家長教師會主席 
梁慧敏博士 

(3D吳秉晞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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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小導遊們有充足準備，參觀學校前，

大會先安排了一個「家長講座」，讓家長認識到子

女在適應新學習環境時會遇到的挑戰，並教導家

長如何協助他們適應新學習環境的技巧；內容精

彩實用，確實為家長們打了一支強心針；過程中

家長們積極參與及發問，彼此都樂在其中。 

 

講座結束後，家長到課室集合，開始「校園

遊」的環節。第一站，當然離不開子女每天學習

的課室。在課室，所有問題都湧上心頭；子女的

座位在那裡？能否清楚地看到黑板？壁報板上有

他的貼堂作品嗎？還到門外牆壁的相片上，尋找

子女的踪影；心情雀躍得就像自己要上學，興奮

莫明。 

     同學都用心地做小導遊旗子同學都用心地做小導遊旗子同學都用心地做小導遊旗子同學都用心地做小導遊旗子                    尋找照片中的自己尋找照片中的自己尋找照片中的自己尋找照片中的自己    
為了增添「校園遊」的趣味，學校更增設有

奬問答遊戲，只要在指定的地方找到正確答案，

完成所有問題後，便可獲得一份小禮物。大家都

積極參與，有關的地方都人山人海，合作無間地

尋找答案。 

 學生們在圖書館學生們在圖書館學生們在圖書館學生們在圖書館，，，，每一次可以借閱多少本圖書呢每一次可以借閱多少本圖書呢每一次可以借閱多少本圖書呢每一次可以借閱多少本圖書呢????    

 電腦電腦電腦電腦室有多少台室有多少台室有多少台室有多少台學生電腦學生電腦學生電腦學生電腦呢呢呢呢????        
遊覽完樓上的地方，到大操場走一趟。這裡

有各式各樣的「親子樂遊戲」攤位，由高年級的

哥哥姐姐協助處理；簡單的佈置却顯得份外親

切。攤位中有些可以領取小禮物、有些派發乾糧

和水，也有一些教小朋友摺飛機呢！  
      

基灣小導遊基灣小導遊基灣小導遊基灣小導遊 2011  家長教師會委員 馮惠貞女士（1B 溫粕稀家長） 

今年九月，小兒已由一名幼稚園學生，成為一名小一生，進入了人生另一個階段。面對新環境新

挑戰，家長心中都充滿疑慮，心想子女們是否能夠適應新環境？新課程？新老師甚至是新同學？仔細

分析，其實子女們，每天都到同一所校舍上學，無論學習、作息及午膳，都跟老師和同學們一起渡過，

加上小孩適應力強，怎會適應不了?相反地，家長要適應的時間，可能比子女們的更長。 

為了讓新生及家長們能夠及早適應新環境，學校於 2011 年 10 月 8 日舉辦了「基灣小導遊 2011」

活動，更特別安排由子女充當小導遊，帶領家長們參觀學校；過程中，家長們可以體會到子女其實已

經慢慢適應了新環境，還能替我們導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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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取禮物後，大家在操場上參與不同的遊戲

如捉棋子、放飛機；發揮所長，相當投入。大家

都玩得不亦樂乎，流連忘返。 

 同學們在操場上進行飛行棋遊戲同學們在操場上進行飛行棋遊戲同學們在操場上進行飛行棋遊戲同學們在操場上進行飛行棋遊戲    
 同學在馮主任帶領下進行放飛機遊戲同學在馮主任帶領下進行放飛機遊戲同學在馮主任帶領下進行放飛機遊戲同學在馮主任帶領下進行放飛機遊戲    

你們喜歡「以普教中」嗎？ 曾：喜歡。    陳：非常喜歡。 

你們習慣這樣的教學方式嗎？ 陳：習慣，因為由低年級開始我們已有普通話課。 

上課時，會有不明白的地方嗎？如有，怎麼辨？ 

曾：暫時沒有。如有，可以在課堂時舉手向老師發問，或於課後問其他同學。 

陳：我也沒有。如有，我會用紙寫下不明白的地方，待課後再問老師。 

那麼，老師怎樣幫助其他在學習上有困難的同學呢？ 

陳：老師會跟他們多說普通話，此外亦會安排他們上課後輔導班。 

你們認為以普通話教學有什麼好處？ 

曾：以普通話教學，讓我們可以學習更多書面語，對寫作很有幫助。 

陳：普通話是國際性語言，多聽多說能增進我們的溝通技巧，對日後的人際關係也有幫助。

曾：是的，普通話是繼英語之後全球第二位的溝通語言。 

陳：除此之外，我們以普通話授課的進度較以廣東話教授為快。老師便讓我們多讀一些課 

外文學名著，讓我們可以更加擴闊我們的閱讀範圍。 

所以你們真的很喜歡「以普教中」啊！ 曾、陳：對啊！ 

校園校園校園校園專訪專訪專訪專訪    ----「「「「以普教中以普教中以普教中以普教中」」」」      家長教師會委員 甄詠珊女士（3D 關曦彤家長) 

訪問 4D陳慧婷同學及曾以琳同學 

時間過得很快，又到放學的時候，家長及子

女們都懷著滿足的心情離開。離開前，還可以到

禮品處交回問答遊戲，換取小禮物；最後，別忘

了要到「基灣小導遊 2011」的壁報板前來個大合

照留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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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編組同級編組同級編組同級編組        家長教師會委員 許新新女士 (2C柯俊軒家長） 
相信很多家長都留意到學校今年開始在三年級的中文課程實施同級編組，尤其是三年級的家長，

早在學期初召開家長說明會告知家長分組教學的安排，就這個題目，今期我訪問了戴家莉主任，了解

分組教學的目的，基本情況和果效。讓家長更清楚學校在教學方式上的改變。  

同級編組這安排是經過去年經驗的檢討、考慮學生需要及咨詢部分老師意見後訂定的，希望藉此

讓學生能力有所提昇，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因材施教，考慮到學生學習水準和能力的差異，為能照顧

到所有學生的學習潛能。其次是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因應他們不同的程度和要求，照顧不同能力的

學生。 

選擇實施對象為三年級的中文課程，主因是二年級升三年級後的中文能力要求較高，學生需要有

扎實的基礎，預備銜接高小課程，加上正值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當中學生要處理的技巧比以前

多，故三年級是重要的一年。其實去年在二年級的中文課程已初步試行分組教學，只是每個星期一天，

經老師檢討後，覺得成效不錯，故今年在中文科徹底推行同級編組。為了提高分組的公平性及準確性，

故根據兩次的成績計算，包括二年級下學期第四次評估，加上開學時的前測，前測以閱讀理解為主，

按學生的中文能力分成五組，用顏色標籤，中文能力相若的學生編在一組，而中文能力較弱的組別人

數比較少。組別以顏色區分，不會公佈哪一組能力最高，每次評估後，均會按成績重新分組。轉組也

給了學生一個短期目標，讓小朋友有動機和新鮮感，而用顏色分組也很成功，起碼至今家長和學生還

猜不到哪一組的能力最高。 

 

 

 

 

 

 

 

 

分組開始階段，老師和同學都要適應，老師需訓練同學收功課，作業也要貼顏色標籤和轉簿，而

且每逢轉組，又要重新調適，幸虧學生適應快。這多得三年級的班主任常規訓練做得好，再加上中文

科老師樂意和用心去做，雖然老師的課堂比以往多，且開會和備課的時間也用多了，但是只要對同學

有益，他們都認為值得。而學校也盡可能在資源配合，在行政上安排，如提供多些手推車給老師收發

功課。把中文課安排在午息後的連堂，每位小朋友都有一個白色環保袋用於存放中文課的材料，附帶

一個貼上組別顏色的名牌，找幾位同學在午飯後把組別顏色的箱子放於樓層空地上，小朋友可在午息

時把白色環保袋放進自己組別顏色的箱子裏，會有人幫忙推進課室。 

經過兩個多月，戴主任收集了三年級各中文老師的意見，分組教學的確達到預期的果效，因學生

的能力相若，有個別組別又用上合作學習模式，能力較弱或不太發表的同學也敢放膽答問題，討論熱

烈，提升自信。同學之間更加和諧，上課的氣氛也較積極。較好的組別，老師安排程度適合但具挑戰

性的提問，讓學生參與，強化學生思考和答題技巧，學習投入程度亦較一般教學方法的成效增加。待

學年中後期，學校會就本年的安排再作檢討，再按個別年級及科目需要及情況，考慮把同級編組推展

至其他科目或級別，但要視乎學校的資源，因每個級別多一位老師。相信學校會在資源和果效中調適，

以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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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ow and I am one of two new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at Kei Wan Primary School this year.  I am from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have been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2 years now.  Prior to this, I have lived and 

taught in Kyoto, Japan and really enjoyed the culture and lifestyle there.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watching movies, swimming, playing 

badminton, eating out and travelling abroad. 

My main role at school is to run the recess and lunchtime activities.  This 

provide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spoken English and I have the 

pleasure of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 of all levels.  I also teach P6 students skills to 

prepare for the secondary school entrance interviews as well as assisting Miss Lan 

with Reciprocal Reading in P5 and P6.  I am also in charge of creating an English 

rich environment by designing posters and using them to decorate the whole 

school. 

Principal Lau and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 have been very welcoming and 

kind since my arrival and the students here are exceptionally well-disciplined and 

smart.  I hop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the students by always being 

positive and supportive of their needs.  It is a pleasure and honour to teach at Kei 

Wan and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everyone better. 

My name is Sheela C. Daswani.  I am an English teacher 

and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for the last eight years.  I have 

also been involved in teaching spiritual classes since the last 

twenty five years which include Education in Human Values and 

the knowledge of Holy Scriptures.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many different schools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it has been a wonderful experience getting to 

meet and know different teachers and se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chools.  Through this I have gained more knowledge about 

various cultures since each school has its own culture. 

I have just started to teach in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s a full time net since 

September 2011.  I am teaching the Reading Programme which the school started at around 

six years ago to the P.1 to P.3 as well as the Reading assessments.  I also do the lunchtime 

activities on Fridays with the P.4, P.5 and P.6’s.  

I am truly glad to have this chance to teach here.  I am impressed by all the teachers as 

they work very hard and are all very helpful.  I feel that teacher behavior has a high impact on 

students.  Thus students here are very well behaved.  The Choir is simply amazing, and no 

words would do it justi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especially Principal Lau, for making 

me feel so welcome and comfortable.  Thank you. 

Say ‘Welcome’ to our nativ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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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I am Miss Kong Sze Ming, the class teacher of 1C.  It i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 all at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I teach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depart from it.” (Proverbs 22:6)  I 

believe that every child is a treasure.  As a teacher, I think I should guide 

my students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in their learning, or even in 

their lives.  Every child is unique and we shoul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explore the world in their own way.  Being a teacher is challenging but meaningful.  Every time 

when I see the smiles on my students’ faces, I gain strength from them. 

I love cooking.  I like to make food and share the food with the others.  The time when you share 

the food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is precious.  You can share the happiness and sadness with each 

other and you can support each other too.  May God bless you all. 

Hi there! I am Miss Lui Ching Salina, the class teacher of 4C.  It is my 

first year teaching in Kei Wan (Aldrich Bay).  Teaching is a meaningful job as 

nurturing stude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in all civilized cities.  I believe 

that every child has a talent.  The problem is whether there is a chance to 

uncover the talent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t takes time and I admit that 

some children may not be lucky enough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hat’s why 

I find the children here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s because they’ve got tons 

of opportunities to get in touch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 know the music, 

to communicate with music, and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music.  I 

really envy them.   

I love travelling.  Meeting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nd getting immersed 

in different culture help me to refresh myself and develop an open mind.  Do 

you grab every chance to expose yourself to the world? 

我是麥碧珊老師，是本年度新加入基灣小學(愛蝶灣)大家庭的成

員之一，任教的科目有中文和體育。我每天往返學校需要跨越港九新

界，因為我住在新界西北的天水圍。對於平日很少涉足港島區的我來

說，這裏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新環境。初時我擔心會不習慣，可是每當

我走進課室，同學們都讓我感受到濃厚的學習氣氛，使我精神抖擻，

全情投入去上課。除了課堂時間，運動會和全校旅行等課外活動更讓

我接觸到同學們活潑的一面，令我覺得同學們都是可親可愛的孩子。

正所謂「教學相長」，我會和同學們一起努力，讓我們一起邁步向前，

大家朝向更高的目標進發! 

 

「「「「江老師江老師江老師江老師、、、、麥老師麥老師麥老師麥老師、、、、呂呂呂呂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我們歡迎您我們歡迎您我們歡迎您我們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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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委員 周定容女士 (1A 麥家溥家長) 為人父母，有養育子女的天職，然而身負此重任，並不等於就自然會把角色扮演好。在我們管教孩子時，面對孩子的眼淚，我們是柔軟下來去哄他，還是堅持原則？面對孩子的固執和不愉快情緒，我們是站穩腳跟，還是為了照顧他們的心情而妥協、與他們討價還價？  孩子們究竟做錯了什麼？是不是他們不按照我們的方法，就是他們不對呢？我們管教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要他們知道父母的權威和重要、操控他們、強制他們順服，還是要告訴他們知道自律，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並自覺的做正確的事情呢？  為了幫助父母正確的管教孩子，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讓孩子身心靈健康的成長，家教會特別邀請了全腦學習專家 翁信固先生 為家長主講「如何管教而不傷害孩子」，與家長分享愛孩子、教育孩子的正確有效的方法。  

 翁先生提出：讀書不是比智力，功課的學習不是唯一，還必須重視行為品格的啟發和激勵。而家長在管教孩子時，我們的態度重要過方法和技巧。他還提出：管教子女應先管教自己，如果我們想改變結果，必須改變我們的方法。  他列舉了諸多我們在平常管教中常見的破壞孩子的方法，如指責，打罵，取笑，命令，警告，比較等，破壞了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形象。有時更放大孩子的某些行為，做錯誤的假設，把它看成是負面特徵，且認為是孩子有不良動機，從而引發怒氣，做出傷害孩子的管教行為。  翁先生還從細微之處用具體的事例指導我們怎樣讓孩子與我們合作。他說，我們要心平氣和，相信自己不用大發脾氣也能處理好孩子的負面行為，並避免用“日日都…永遠都…餐餐都…”等否定式的負面指責。面對孩子不當行為時，應先處理情緒，再處理行為，並說明你的要求和期望。遇到事情時，先衡量事情的嚴重性，用身體語言（沈默、暫停或離開）、放鬆自己等方式避免正面的衝突。對問題的改善方法儘量給出選擇，並做出正確的示範，使他們可以真正付諸行動，解決問題。對不容許的事情，

需要明確而嚴肅的表達你的不悅情緒，態度可以柔和，但立場要堅定，讓孩子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帶來的後果，並讓他們自己承擔後果。  最後，翁先生建議，家長要多與老師合作，莫做怪獸家長。多給予孩子具體而真誠的讚賞，使他們好的行為得到擴大和延續。翁先生還提醒家長：工人只是負責孩子的安全，不是幫孩子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另外，給孩子越晚接觸遊戲機，對孩子的專注力影響越小，我們應適當的培養他們多方面的興趣愛好，以轉移他們對遊戲機的過度癡迷。 本次講座，翁先生在輕鬆詼諧的氛圍中，使我們看到了我們作為家長在管教子女方面的不當之處，從而使我們產生共鳴，共同尋求正確的改善方法，為子女的成長做好我們的角色！ 

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親子講座    ----    「「「「如何管教而不傷害孩子如何管教而不傷害孩子如何管教而不傷害孩子如何管教而不傷害孩子」」」」 

家長教師會委員 許新新女士 (2C 柯俊軒家長) 「如何管教而不傷害孩子」，家長如我就是抱着疼愛孩子的心態來聽這次的講座，整晚的講座，輕鬆及充滿笑聲，講者翁信固先生繪影繪聲，一幕幕的場景引起家長的共鳴，正是我們日常和小孩子角力的真實寫照。翁先生以幽默的方式帶給為人父母者一些參考、一些反思和一些啟發。 現代的家長誰不愛自己的小孩子，但一到管教時就產生矛盾，望子成龍的心態甚於一切，翁先生提醒我們別把孩子當罪犯，他們從不會存心跟父母作對，老是愛跟你唱反調，我們如能平心靜氣，放下父母的尊嚴，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看事情，結果會很不同。親子關係也會進一步改善。 另外父母要與孩子建立親密的溝通，最重要是多給他們時間和成長的空間，耐心的觀察，了解自己孩子的個性，多些當孩子的傾聽者，聽聽孩子想表達的事情。孩子想去嘗試不同的事情，父母應多加鼓勵，才不至於扼殺了他們的創造力，但要告訴他們什麼事都可以做，只是每件事會帶來後果需要自己承擔，當然他們做出有危險性的事時，要立刻嚴厲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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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年度財政預算年度財政預算年度財政預算年度財政預算    預算收入 港幣 港幣 
2010/2011 年度結存  6,714.72  2011/2012 年度會費(676 名會員，每位 50 元正)  33,800.00 總收入:  40,514.72    預算支出   
1.學生福利:      2011/12 年度 24 位同學學業獎(書券@$100) 2,400.00     2011/12 年度 24 位同學進步生獎(書券@$100) 2,400.00     津助圖書館購置圖書 8,000.00     津助學生活動 4,000.00     16,800.00  2.親子教育講座:      津助講員交通費 6,000.00 6,000.00   3.印刷費:      出版家長教師會簡訊第 38-39 期 4,500.00 4,500.00   4.活動:      親子活動 6,000.00 6,000.00   5.發展家長教師會會所 5,000.00 5,000.00 總支出:  38,300.00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    
    職職職職 位位位位    家 長 代 表家 長 代 表家 長 代 表家 長 代 表     主 席 梁慧敏女士(3D 吳秉晞家長) 副主席 李相寧女士(6D 張素兒家長) 司 庫 李玉霞女士(2C 雷博而家長) 文 書 甄詠珊女士(3D 關曦彤家長) 康 樂 黎大衛先生(4A 黎力朗家長) 聯 絡 李碧玲女士(1B 林焯潼家長) 委 員 周定容女士(1A 麥家溥家長)  李佩珠女士(1B 何昹蔚家長)  馮惠貞女士(1B 溫粕稀家長)  陳惠玲女士(1C 林曦瑜家長)  許新新女士(2C 柯俊軒家長)  黃美娟女士(5D 洪嘉良家長)  鄭美玲女士(6B 鍾展康家長)   職職職職 位位位位 校 方 代 表校 方 代 表校 方 代 表校 方 代 表  副主席 劉 惠 明 校 長  司 庫 容志賢副校長 文 書 莊 曉 虹 老 師  康 樂 馮 敏 儀 主 任  聯 絡 陳霧筠副主任 委 員 陳 國 銳 老 師  
 

愛心就不會有管教的問題了，孩子的人格是從小培養起的，大人的管教方式更是孩子人格養成的關鍵，翁先生也勉勵各位家長在陪伴孩子成長的道路上，希望大家一路上能找到知心友，多參加家教會的活動，既可以擴闊自己的圈子，也可以多了解同齡小朋友的思想行為。 

 

  

 

 

 

 

不要把孩子的責任扛上身，把他們該盡的責任還給他們。成長是需要時間的，父母親最重要的是為孩子提供一個適合的成長環境，而不是替代孩子長大。對孩子，父母給予合理的期待，而不做太多的奢求，給予適當的導引而不做過分的強制。 每個孩子都有不同性格，每位父母都最懂自己的孩子，需按孩子不同的行為特質管教孩子，也不要進行比較，更不要在孩子身上貼標籤，大人有時常在言行中，會罵小孩「生舊叉燒好過生你」、「懶的跟豬一樣」、「笨死了」…等等負向的批評話語，這些負向評價的語言一次次的進入孩子的腦海中，久而久之，他會對自己產生負向的自我認知，產生自卑感，而這樣的自我認知一旦深化，這些標籤就像揮不出去的魔咒，一生一世的牽引著我們心愛的孩子。 愛他就不要傷害他，相信父母只要用心、有耐心、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