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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聲 
 

    轉眼間，今個學年又將結束，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或許是 

要陪伴大仔應付呈分試和升中選校，又要與細女一起適應小一新 

生活，更要肩負家教會主席一職，忙碌的學年將要完結，先要感 

謝校方對家教會的支持，彼此配搭，讓各項活動得以順利開展； 

又要感謝各位委員和義工的無私奉獻，萬事都互相效力，才能使 

活動順利完成。 

    今年家教會委員致力做好「承傳」的工作，所以每項活動都 

邀請不同年級的家長參與籌劃及擔任義工，以了解整個活動的運作，例如數學遊蹤、元宵燈謎、遊戲

日等，希望讓這些活動能恆常化和有序地舉行。而今年經檢討後亦對一些活動的推行作出改革，力求

日後舉辦同類活動時可以更有效和更順利，例如將派發回收校服的日期改為每年十月和六月舉行，讓

準小一生的家長也可以受惠；另外，又嘗試將家長講座分為低、高年級進行，並邀請同一位講員主領

本學年合共三次的家長講座，讓講座內容更連貫和切合家長需要；而逢星期六開放家長資源中心，除

了增加不同年級家長的互動和認識，更於中心放置一些桌上遊戲，讓家長和同學們可以輕鬆玩樂一下，

希望來年能舉辨一些親子活動，使資源中心可以更有效發揮作用。當然，每年的畢業禮暨惜別會，仍

是家教會的『重頭戲』，由司儀稿到整個流程，由場地佈置到膳食安排，甚至紀念品和畢業特刊的內

容，全部也是由當屆畢業生的家長分工負責，而其他年級的家長也會參與籌劃，以致可以做到承傳。

希望今年的籌備工作能做得完備，並與學校協調得更好，以致往後日子可以借鏡參考，並盼望能將籌

備時間縮短，讓畢業生有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除了「承傳」的工作，致力開展更多切合家長需要和增加家校溝通的活動，也是家教會的目標，

來年家教會有意推行『家長義工獎勵計劃』，以鼓勵更多家長抽空參與不同的學校活動，相信這也是

加深家校了解的有效渠道，詳情將於新學年公佈。另外，亦會與校方一起舉辦不同年級的家長茶聚，

希望讓家長有機會直接了解學校情況。當然，為學生福祉的工作，亦是家教會重點關心的，新學年將

有新飯商和書商，而校車服務亦會有些新安排，這些都會繼續與家長們一起監察其運作，希望不斷改

善，力求盡善盡美，為學生締造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學校即將於 2020 年步入金禧五十周年校慶，希望家教會可以作好準備，配合學校的各項慶祝活

動，一起迎接更美好的將來。卸任在即，希望大家更支持家教會的活動，深信家校良好的溝通和互信，

一定可以讓子女的校園生活過得更豐盛，願大家享受與子女在基灣一起成長的歲月！ 

家長教師會主席 

莊珮嘉女士 

(1B 鄧諾欣/6D 鄧諾謙家長) 

歡迎下載 http://www.ccckeiwan.edu.hk  會址：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電郵：pta@ccckeiwa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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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對‧話             黃靜雯校長 
 

我很珍惜每天與學生午飯的時刻，他們總是滔滔不絕，分享生活中的趣事。當了校長的我雖然已很

少進入課室教學，但誰是班中的笑蛋，那位學生最受同學歡迎……我總會略知一二。小學生的話題都離

不開學校與家庭，我特別喜歡聽到他們暢述與家人的樂事。有時他們會說說在假日，與表兄弟姊妹一起

玩得多快樂；有時又說與父母一起郊遊多充實……他們一邊說一邊回想美好片段，不其然就流露出幸福

的微笑。 

 那甜甜的笑意，源自於他們成長過程中，有朋友、師長、親人同行，快樂的童年生活讓孩子成長得

更有自信，更有朝氣。有一次，我與一位同學午餐，其中一句說話令我印象難忘。當時她瞇著眼睛向我

說：「我曾經想過，我應該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朋友！」我驚訝於這孩子有如此濃厚的幸福感，相信必然

有箇中因由，究竟她的父母有什麼親子良方？於是我嘗試分別邀請幾位家長進行茶聚，把父母與子女的

說話作對比，讓大家一起從中探索他們幸福的來源……

 

 

 

 

 

 

 

 

 

 

 

 

 

 

 

 

 

 

 

 

 

 

 

 

 

 
 

父母對子女關懷，給予足夠時間陪伴他們成長，能促使孩子的自尊感

與親密感增強，帶來對家庭生活的滿足。所以，父母與子女同行，正正

就是他們幸福的來源。 
 

(黃校長獲廉政公署邀請撰文，將此文章將刊載於廉政公署「拓思」德育刊物第 85 期「同行」，預計 2018 年 10 月出版)  

（學生）你與父母最快樂的時光是…… 

 

（父母）你與子女最快樂的時光是…… 

郭太：戶外活動，踏單車，行山等，只要一起相聚，
就是快樂！ 

陳太：他願意和我傾心事，這反映出他對我的信任
與尊重。 

李生：我怎樣忙也會與他們一起做運動，放下「手
機」很重要。 

（學生）父母曾令你觸動的說話是…… 

 

（父母）子女曾令你觸動的說話是…… 

郭太：「得啦！你唔好理我啦！」當時聽到我很傷
心，但明白女兒進入青春期，自我觀比較
強，我不跟她爭持，待她冷靜再跟她說，最
後她向我道歉，我感到安慰。 

陳太：她長大了要自己放學回家，她預先詳細向
我解釋她會行的路線，會注意甚麼，我頓時
覺得她真的長大了！知道她想我放心，她
已學會獨立。 

李生：「爸爸我愛你！」就是這樣簡單。
（學生）你想自己成為怎樣的人？ 

 

（父母）你與子女最快樂的時光是

郭太：他們有很多想法，我尊重他們的意願。 
陳太：認識主，希望他的另一半與下一代也能認識

主。 
李生：能自食其力，幫助社會，有所貢獻。 

（學生）你怎樣理解父母與子女同行的意思？ 

 

（父母）你怎樣理解與子女同行的意思？ 

郭太：任何事陪伴他們一起做，不是幫他們完成。 
陳太：心靈和行動上的擁抱，不離不棄。 
李生：有足夠的時間與孩子一同探索，陪伴他們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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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行後記－沙頭角農莊        郭梁麗華女士(5D 郭漪澄/3D 郭澄朗家長) 

 

期待已久的親子旅行，終於等到了，相信很多家庭都熱切期待，

特別對小一的家長和學生來說更是興奮，因為這次是囝囝囡囡入讀

小學後的第一次親子旅行。2018 年 1 月 27 日早上，氣溫大約 16

度，天空放晴，近 900 名家長和學生點名後，便浩浩蕩蕩乘車出發

往沙頭角農莊了。 

到了目的地後，有些一、二年級的家庭就參與由校方和家教會

委員主持的集體遊戲，雖然最後由於場地問題，只能舉行簡單的小

朋友遊戲，不過大家也樂在其中。而有些家庭則選擇跟著不同的領

隊去參觀農莊設施，包括有機及自然種植場、水耕作、動物區、農

莊樂園、紅樹林、農莊樂園、觀賞區等等。參觀動物區時，逗留的

時間可謂最長，事關小朋友實在太喜歡餵飼黑草羊、兔仔、鴕鳥和

孔雀，餵完一袋乾草又一袋，真是可愛！另一方面，農莊樂園內展

覽多部原大仿製軍用交通工具模型，供大家遊覽拍照之外，還設有

新奇的「奶樽餵錦鯉」，小朋友都覺得很有趣。 

遊覽完農莊後，大家齊集在飯堂內，農莊有專人即場教導大家

自製客家茶粿，各人都自製趣怪特別的茶棵，製成後即場蒸煮來吃，

在等茶棵蒸熟的其間，各人便埋首圍住客家盆菜開餐了！大家都吃

得津津有味。吃飽後，不用多說，當然繼續玩遊戲！農莊近期加開

了香港少有的滑草場，吸引了不少人排隊等侯坐滑草車由高處滑下

來的快感，大人睇見都想玩，不過只限小朋友體驗，爸爸媽媽唯有

負責推拉滑草車了！眼見有好多家長都體力充沛，真的可來回近十

次呢！附近還有跳彈床、沙池等設施，小朋友玩得樂而忘返。 

快樂的時光總是很短的，很快就要集合離開農莊了，很開心當

日大家都可以說是盡興而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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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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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燈謎活動後記                 戚 鈞先生(3A 戚詠霖家長) 

 

往昔的中國，象徵著春天到來的元宵燈節，在湖邊掛起一片片的紅色燈海，遊人們懷著詩意的

心情在掛滿隨風擺動著的燈籠下猜燈謎，你一句我一句嘻嘻哈哈地猜著，湖中央的拱橋上還堆滿吃

湯圓吃得津津有味的孩童，人流如潮熱鬧非凡！ 

今天這個情景就在學校的信望愛堂上演，同學們跟著帶領的老師，整齊地走進信望愛堂的前門，

大堂上張燈結彩，播著喜慶的音樂，掛滿一條條義工家長們親手綁上的紅通通大燈籠，燈籠下飄蕩

著五顏六色的燈謎條，再加上同學精心繪畫的書籤，彷彿就像身處於那古代的湖邊一樣喜氣洋洋。 

在拍完充滿歡樂氣氛的班照後，同學們在主持還沒說完規則前，已急不及待地衝往那片燈海，

爭相競猜著燈謎的答案，有的同學拿著燈謎擺著姿勢三五成群地在拍照，有的同學親切地與老師拍

照，好不熱鬧！高年班的同學在不同的燈謎條中競猜著答案，猜得答案紙都寫滿後，竟然連低年級

的謎語條也猜起來！實在欣賞他們這求知若渴的心。而可愛的一二年級同學也不遑多讓，追問著義

工家長們這個詞語是什麽意思？那個字怎麼讀？義工家長們和老師也循循善誘地引導他們找出答案，

猜滿整張答案紙後，同學們便在三個放滿七彩繽紛的糖果籃子裡挑選著棉花糖、果汁軟糖、漢堡包

糖......使空氣中也充滿著香甜味。 

舉辦這項活動實有賴於義工家長們和老師們的悉心安排策劃。也感謝黃校長和郭副校長百忙中

抽身前來與義工家長們在一片燈謎中和大家拍照留影。在此祝願大家元宵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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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親子講座－青年暴風期的親子溝通 莊賽梅女士(6C 陳睿祈/ 3B 陳祉揚家長) 

家教會在四月二十七日，舉行高小家長講座，題目為「青年暴風期的親子溝通」，講員是狄志遠博士。 

自身的變化 Vs 外界環境的變化－家長要去理解成長中的孩子們，從小開始提供性教育給小朋友，讓他

們可以從身體上，自我認識和保護自己。在現在高小時期，家長應該主動讓孩子認識自身的身體變化。

從兒童的「外界/外在環境變化」去培育和預備他們的心態，家長應該預備孩子隨時以積極心態去面對各

種挑戰。 

青春期心理的發展特性－接著，家長要明白這六項青少年在青春期心理的發展特性：情緒波動 、重視自

我形象、對異性朋友有明顯興趣、重視朋友，有時會高過家人、追求獨立，渴望被視為成人、會對成人

有所批評，從而理解他們的困擾。家長適宜跟他們同行，並且容許孩子往往要走多幾步、或做多幾次、

甚至許多次，才可以學到完全獨立和成長。 

青少年所面對的困擾－家長要理解青少年所面對的困擾：「個人成長」和「人際處理」。父母正是孩子的

學習對象，現在起建立良好親子關係作為基礎，父母就一定是孩子最愛的學習榜樣了，讓孩子們學習面

對和解決困難。 

青少年對雙親的抱怨－家長們要避免把孩子的成績，和對孩子的愛去掛勾；亦要避免用管制丶囉嗦等指

揮孩子。 

多元溝通模式－使用多元溝通模式去和成長中的孩子去溝通。讓孩子得到教導、保護；同時又可以使他

們獲得被尊重，得鼓勵的感覺。從而成長和獨立。例如讚賞孩子，從而讓他們成長、又或得到尊重、又

或約束。 

「恩威型」管教模式－在管教上，父母應該多用「恩威型」的管教模式，即是指令和教導並施，不過份

規管、同時不過份放縱。 

「撐」你的孩子－請給小朋友耐性、空間，扶持他成長。結語，記住要不停地「撐」你的孩子！ 

 
 

低年級親子講座－我家有個主動學習的快樂孩子    戚 鈞先生(3A 戚詠霖家長) 

五月四日晚上的親子講座，是由一貫風趣幽默、逗人會心微笑的狄志遠博士於學校四樓禮堂主講，

獲得當晚家長們的熱烈掌聲，大家都在狄博士的引導下獲益良多！ 

如何啟動及提升子女的學習動力，令他們在健康愉快的環境中成長呢？相信大家都好有興趣知道，

狄博士以過來人的經歷分享著自己的體驗：他有兩個孩子剛好能拼成個「好」字，從小訓練子女自發地

做事，尤其是不會叫他們起床，如果遲到老師會警惕他們，他們也會感到羞愧；如果默書差勁，老師自

然也會訓示督導，所以又何須父母多言！今時今日的父母，都應該需要給子女多體驗生活中的事情，比

如自己規劃行程、時間表、安排日常生活細節等，一開始固然會有一兩次波折，但這也培養了堅毅的能

力，往後做人處事就會變得主動自信。 

現在有些大學好像幼稚園一樣開家長會，告訴家長大學是不用穿校服的、如何選科、考試分數如何

計算等。也有大學反其道而行，勸導家長不要打電話前來查問入學資料，學生自己會處理。這種太「錫」

子女的做法，很多時阻礙了子女的生活體驗，我們應該放手給空間讓子女自行處理，他們才學習到積極

性、主動性及責任，從而能體驗到自己的人生。 

狄博士又分享了一個鴨媽媽的故事，在影片中鴨媽媽自

己先上了三級樓梯的頂層默默地等待著小鴨們，十二隻小鴨

卻害怕鴨媽媽會走遠般，爭先恐後地跳上一層又一層的樓梯，

一開始大部份小鴨都未能跳上上一層，不過小鴨們都很努力

地學習如何能跳上去，旁人也為可愛小鴨們的努力暗自喝采，

到最後鴨媽媽既冷靜又耐心地等待最後的一隻小鴨跳上來，

才一起離去。這影片十分清楚的告訴我們，學習能力是天生

的，只要給予時間和空間，子女自然會走上應有的梯階。 

影片回顧：https://youtu.be/vxb9ghYFF0I 

https://youtu.be/vxb9ghYFF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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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雁儀女士(5C 温健朗家長) 
本學年家教會一共安排了四次家長試食會，分別邀請了不同級別的家長，突擊抽驗和試食由飯

商提供的學生飯盒，事先並無張揚，務求能真切地體驗學生的飯盒質素。 

 總觀家長們的意見也多屬正面，對份量、款式、溫度、整潔等項目也給予滿意評分。 

然而，由於美心集團的政策改變，原美公司將於新學年停止營運，故本校需要在新學年更換新

的飯商。早於一月時本校已展開新飯商之招標工作，在校方、家教會委員、老師、家長及學生參與

下，已順利完成開標、試食、評分及參觀廠房等程序，成功選擇了一間合適本校的新飯商－帆船美

膳制作有限公司。期望下學年各位同學皆可以享受美味的午餐飯盒，家教會定會繼續密切監察新飯

商的運作情況，確保飯盒的質素，讓學生個個食後身體健康又強壯，當然亦歡迎更多家長參與試食，

與家教會一起進行監察！ 

 
              郭梁麗華女士(5D 郭漪澄/3D 郭澄朗家長) 

經本校課本開標委員會仔細討論，學校最後決定選用「中華書局」為新學年之課本供應商。委

員會基於多項考慮作出此建議，例如選購靈活度（家長可選擇購買全套或部分課本）、門市數目、售

後服務、以及價錢等等作比較，而此舉亦回應了家長們就選購課本所提出之各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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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爸媽講故事 

 

 

 

 

 

 

 

 

 

 

 

 

 

 

 

 

  

第一次參加故事爸媽，當然心情
也會有些緊張，雖然我也曾經是課堂
老師。多謝學生們的積極回應，雖然
小小一年級學生，驚訝他們對主題的
認知卻不簡單啊！使我也過了一個
開心跟小朋友講故事的時間。 

1B 陳彥亨媽媽   

今次參與這個活動令我有機會
和兒子和他的朋友分享故事之餘亦
可以和他們一起交流，令我感受到他
們在學園的樂趣。 

1D 陳建衡爸爸  

很高興看到同學們積極投入「故
事爸媽講故事」活動。願繪本成為同
學們成長的好伙伴，讓親子伴讀成為
大家美好的回憶! 

2C 蕭澤森媽媽  

閲讀、悦讀，增知識， 
明理、行善，顯悟性。 

3D 陳正行媽媽  

在基灣已當了 6 年故事媽媽義
工了！希望在這 6 年內說過的德育
故事，能啟發他們。雖然是小小的故
事，但卻有大大的寓意。在此祝願基
灣的每粒小種子日後也能各展所長，
發熱發亮。 

6D 黃卓言媽媽  

很開心又有機會跟小朋友一起
說故事，在過程中，他們你一言我一
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斷猜想下一
個環節講什麼，十分投入，他們那麼
主動學習，讓我體會到學習真是無止
境的！ 

5D 郭漪澄/3D 郭澄朗媽媽 



第 8 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活動剪影 

 

鳴謝 
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多謝每一位義工家長的協助，使學校能順利推行各式各樣的活動。 

分發回收校服 (二 ) 
 

分發回收校服 (一 ) 

畢業生試袍 定期突擊試午膳  

元宵燈謎佈置日 低年級遊戲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