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
蝶
灣

愛
蝶
灣

第二十六屆家⾧教師會 2019-20年度 (第五十四期)

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時光荏苒，不經不覺加入基灣這個大家庭經已第六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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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歷屆主席、各位委員和各位義工家長的熱忱和無私付出，

使本會得以一屆一屆延續下去。同時，亦多謝校長和老師們

對本會的支持，令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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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新學年短短數月，家教會與

學校攜手合作，馬不停蹄地協辦了多項

活動，例如派發回收校服、第二屆升中

家長茶敍、學校運動會、小六升中模擬

面試、校友日、Watoto佈道會和聖誕校

園佈置等等。十分高興大家參與了這些

活動，與孩子們一起創造美好的回憶，

大家的踴躍參與是對本會最大的肯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此外，適逢今年是學校創校五十周年，

將有一連串金禧校慶以及籌款活動，現

誠邀各位參與其中，共賀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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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主席

黃渝淇女士

(6D 余穎渝軒家長)

主席心聲

今期會訊有各委員的自我介紹，方便大家認識我們這個
熱心的團隊。歡迎隨時向我們提出意見，為孩子們打造更多
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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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盡可能全
家共進晚餐

二、睡前傾聽
孩子的聲音

三、別讓孩子
的房間裡有電
視機或電腦

四、當孩子表
現良好，或是
得到好成績，

給予鼓勵

五、誠實、信
守承諾

六、以身作則

七、必要時說
「不」

八、讓孩子善
用假期

九、告訴孩子
外面的世界

十、讓孩子面
對困難

黃靜雯校長

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長，有信心及勇氣面對人生挑戰。家長常常問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子女「乖」一點，讀書「叻」一些。我每次都
會分享一個觀點，就是學校課程固然重要，但家庭教育才是最重要元素。
多年的觀察所得，學習態度較佳的孩子，他們父母都有很好的教育方法，
現綜合為「培育成功孩子的十項建議」，與大家一同分享：

培育成功孩子的十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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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盡可能全家共進晚餐

這是其中一個最有效維繫家庭關係的方法，能讓孩子珍惜與家人
共聚的時間。進餐時，家人彼此分享當天的生活點滴，分擔喜與
悲。餐前的禱告，也可將一家面對的困難交託上帝，將值得感恩
的事向上帝獻上感謝，讓一家人心靈得到平安，蒙上帝的祝福。



黃靜雯校長培育成功孩子的十項建議

三、別讓孩子的房間裡有
電視機或電腦

房間裡有電視或電腦往往是孩
子深夜不眠的一大誘因，這會
佔據孩子的睡眠時間，也會讓
孩子有藉口，不參與家庭活動
而關在房裡。如果要看電視或
使用電腦，盡可能由家長指導
下使用較為適當。而智能手機
的使用，也須要適度限制，以
免孩子沉迷。

四、當孩子表現良好，
或是得到好成績，給予鼓勵

若孩子表現良好，給予讚揚或特
別鼓勵，能促進孩子的目標達成。
父母可多用創意作出鼓勵，避免
孩子崇尚物資主義。獎勵可以是
一封讚揚孩子的家書，可以是家
人一起旅行，又或是讓孩子邀請
好友在家中一起遊戲等，也是不
錯的獎勵方式。

五、誠實、信守承諾

孩子成長步伐不一，父母
要掌握好什麼事情不宜讓
孩子聽到，什麼事情要多
說。父母最重要是學習智
慧的談，誠實的說，因為
大部份孩子是能從字裡行
間分辨出真假。如果與子
女一起規劃任何活動，一
定要竭盡所能遵守承諾，
否則將對小孩產生不良影
響，讓他們以為不履行承
諾也沒關係。

六、以身作則

如果告訴孩子要做一個好人，
愛護家庭，孝順父母，樂於
服務，待人以誠，那麼父母
必須身體力行，因為沒有什
麼比身教更為有效的教導方
式了。父母可以多與子女參
與公益活動，每星期致電或
探望長輩，表達關懷，他們
慢慢也會養成顧己及人的美
德。

七、必要時說「不」

給孩子應有的規範，是父母應盡
的職責。父母可以是孩子最佳的
朋友，但當孩子真正需要父母的
管教時候，別混淆自己的角色。
儘管拒絕孩子會造成他一時的不
高興，但日後他們會體會到父母
其實是要保護我們，幫助我們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這也幫助孩子
長大後明白守規的重要，學懂尊
重他人。

八、讓孩子善用假期

上學日，孩子一般都是有較好
的行為表現，有良好的作息規
律。在漫長的假期裡，若能持
續早睡早起的習慣，多為孩子
安排有益身心的活動，有戶外
活動也有在家溫習，必有助孩
子在開學時的適應，亦讓孩子
明白生活的紀律，並非為應付
學校的要求，而是善用時間，
以及培養健康的生活態度。

九、告訴孩子外面的世界

多帶孩子去街市、銀行或自
己的工作地點，告訴他們生
活的真實情境。讓他們的見
識增加，接觸社會真實面。
在安全情況下，亦可帶他們
到不同的文化社區或海外地
方，使他們知道本土的特色，
世界的多元，拓寬心胸與視
野。

十、讓孩子面對困難

孩子需要體驗困難，才能面對
日後成長的挑戰。遇到問題的
時候，應該鼓勵他們想辦法解
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不是父母馬上動手來給予幫
助 。這樣不僅能培養孩子自
信、勇敢、果斷的素質，還能
豐富孩子的知識與經驗，使他
們體驗到成功的喜悅。

二、睡前傾聽孩子的聲音

父母睡前給予孩子額上一吻，
又或是子女睡覺前向父母問
好，一家人簡短的談話，能
使雙方感受到愛與關懷。孩
子在成長路上遇有困難，也
會願意向父母表達，父母可
把握機會，為子女解困，作
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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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自我介紹

非常榮幸今年當選為家

教會委員並且成為家教會的

副主席。多年來一直積極參

與家教會的不同活動。在此

亦都鼓勵大家一起參與，一

同在教育小朋友的事情上並

肩加油，建立家校橋樑。

副主席 莊賽梅女士

(5C 陳祉揚家長) 

大家好！我是Carol，

很開心有機會透過會訊跟大

家打招呼。今年再次能夠成

為家教會其中一委員，實在

很感謝各位的支持。盼望透

過家校合作，令我們的孩子

對學校更有歸屬感並且在天

父的愛中茁壯成長。

司庫 林換儀女士

(1A 黃予恩、4D 黃頌恩家長)  

我係Frankie，好開心有

機會加入家教會擔任文書一

職，另專責膳食小組，如果

對同學午餐飯盒有意見，歡

迎大家搵我傾下。工餘時，

我鍾意同囡囡畫畫同製作小

手工，有空可以一齊交流下!

文書 趙卓文先生

(1C 趙樂澄、趙樂雅家長)  

今年再次成為家教會委

員，本人希望能了解學生及

家長所需，透過家校互相溝

通及緊密聯繫，共同為學生

在一個愉快環境下成長。

康樂 林陞鋒先生

(5C 林澤廷家長)  

我是1A班潘摯天的媽媽

Angie Sun，好高興今年成為

家教會的聯絡。

我有多頂帽子，周一至

五的日子我是全職媽媽，接

送小孩弄飯盒；週末時我是

一名講師，在大學教授心理

學；我亦在不同團體中擔任

義工培訓。感恩在不同崗位

上服務人群，期待在家教會

中與各位家長會員交流合

作！

聯絡 孫皓茵女士

(1A 潘摯天家長)  

大家好，我是Alice，

6D班周耀霖的媽媽。在此感謝

各位家長的支持，讓我今年有

幸再次成為家教會的委員。耀

霖的哥哥和姐姐是基灣多年前

的畢業生，他們現分別就讀和

將要升讀大學。轉眼間六年就

過，耀霖亦將要跟隨他哥哥姐

姐的腳步，披上畢業袍、迎接

人生另一個階段了，真的不得

不慨嘆時間實在過得太快!希

望基灣來年的畢業生都能在天

父的引領下找到合適自己的中

學，開展新的一頁。願天父保

守基灣的每位孩子都能在快樂

和愛中成長。

洪雅麗女士

(6D 周耀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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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係2B班吳頌

禮媽咪，今年係第二年擔任家

教會委員一職，再次為大家服

務很開心! 過去的一年，我們

委員之間互相合作幫助，建立

了友誼我很感恩！而我仔仔可

以係爸爸的母校成長更是有意

義，大家繼續互相扶持!多謝!

黃敏兒女士

(2B 吳頌禮家長)
大家好，我是4D班鄺栢

言 ， 1B 班 鄺 嘉 蕎 媽 媽 ，

Stephanie。感謝各位家長的

支持，讓我可以再次成為家

長教師會委員之一，為大家

服務。我希望利用自己的經

驗、專長，協助學校各項活

動得以順利進行，加強家長

和學校之間的聯繫。

譚紀瑤女士

(1B 鄺嘉蕎、4D 鄺栢言家長) 

大家好！我係2D班蔡浠

慈媽咪 Kathy，感謝大家嘅支

持讓我再次成為家教會執行委

員。我會與其他執行委員攜手

合作，積極統籌及參與家教會

的各項活動。

張少梅女士

(2D 蔡浠慈家長)

大家好，我是6D班方銘

言媽媽 Margaret 。

多謝大家投我一票，給

我機會於今年仍能在家教會

擔任委員一職，繼續服侍大

家、互相守望。

梁麗怡女士

(6D 方銘言家長)

大家好 ! 我是 4A 林倬

錡家長，大朋友和小朋友都稱

呼我做“Crystal 姨姨”。

2019/2020學年是學校50

周年金禧校慶，是非常值得紀

念的一年，故我再次加入家敎

會，而有幸成為執委會其中一

份子，要感謝各位投了我票及

支持我的家長們，好讓我今年

能繼續為大家服務 ，我會做

好幫助各位家長與學校溝通及

互相傳達訊息的橋樑，祝願校

方，各學生及家長能在基灣渡

過快樂的六年校園生活， 繼

續同行同樂！

李碧玲女士

(4A 林倬錡家長)  

由大仔入讀基灣開始，今

年已是第八個年頭成為 “基

灣家長”，亦是第四年擔任家

教會委員了！過去的日子，從

各項學校活動中，認識了很多

不同年級的家長義工，獲得很

多珍貴的友誼，亦從老師和家

長身上有不同的學習，這些寶

貴經驗也推動我更積極參與各

家校活動。適逢今年五十周年

校慶，盼望今年更能做好家校

溝通的橋樑角色，一同見證學

校邁向新的五十年！

莊珮嘉女士

(3D 鄧諾欣家長)

第 5 頁家長教師會會訊 01/2020 第五十四期



第 6 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黃敏兒女士
(2B 吳頌禮家長)親子講座－正向教育講座系列(培養正向孩子)

本校很感謝當晚出席的所有老師、家
長以及講員曾文堯先生與我們渡過了一個愉
快及獲益良多的晚上，很想在此分享一些曾
先生的講座內容。他問我們 : 「你們的孩
子快樂嗎? 」，「快樂指數可以維持多久?」
原來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而且家長問小朋友
問題的時候是需要有技巧的! 例如: 媽咪買
雪糕比我食是一件開心事，但食完後開心可
以維持幾耐呢? 原來想延長小朋友的快樂關
鍵在於在問問題時強化與他人的關係，即是
問小朋友的雪糕是誰買的? 幾時買的? 為甚
麼買? 若小朋友能夠容易記起這些開心事及
可持續性記起的便能做到正向的，正向多的
小朋友便代表抗逆能力相對較強。大家都一
起努力做個正向思想的人!

曾先生為本地註冊社工，曾經服務青少年及
兒童，企業義工培訓，成人及家長教育，家庭輔導
及自殺危機介入服務工作等等…… 他擅長以不同
藝術治療手法設計服務，近年致力於社區推廣音樂
教育及音樂治療，現於青少年及長者服務單位帶領
音樂小組，亦是性格透視 (一級) 認可培訓師，擁
有音樂治療基礎證書課程，現正攻讀應用心理學碩
士課程 ; 另外曾先生亦是正向教育研究室成員，
為多間本地中小學設計「正向教育課程」，提供教
師培訓及現場督導，執行並撰寫「整合正向心理學
與音樂治療元素 - 正向大使計劃 - 研究報告暨實
務手冊」等……

本校希望提供一個平台予家
長了解如何培養正向孩子，讓自己
的兒女成為快樂的孩子，並於二零
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上邀請了在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正向
教育研究室工作的曾文堯先生來到
本校舉行講座。

此正向教育講座系列的目標是在學校
和其他助人事業推動兒童、青少年、父母及
老師的正向教育及增進個人福祉，以達到豐
盛人生。現在社會各階層的人士確是需要這
些正向能量來面對逆境，尤其現今的小孩子
很需要從小便培養正向思想來抵抗讀書及考
試的壓力，因此家長及學校的老師亦擔當著
很重要的角色。正向教育研究室會為家長、
教師、學生、輔導人員、社工、社會福利機
構、政府部門及教育機構等提供服務，例如:
基礎正向心理學講座，職員訓練工作坊，輔
導 / 心理社交教育小組等…… 加強不同社
會人士對正向心理學的認知，於社區推廣正
向心理學及正向教育理念，透過認識及實踐
正向心理學，增強大眾市民的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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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

職位 家長代表 校方代表
主席 黃渝淇女士 (6D 余穎軒家長)
副主席 莊賽梅女士 (5C 陳祉揚家長) 黃靜雯校長
司庫 林換儀女士 (1A 黃予恩、4D 黃頌恩家長) 郭宇田副校長
文書 趙卓文先生 (1C 趙樂澄、趙樂雅家長) 高葵心主任
康樂 林陞鋒先生 (5C 林澤廷家長) 劉國恩老師
聯絡 孫皓茵女士 (1A 潘摯天家長) 呂靜主任
委員 譚紀瑤女士 (1B 鄺嘉蕎、4D 鄺栢言家長)、黃敏兒女士 (2B 吳頌禮家長)

張少梅女士 (2D 蔡浠慈家長)、莊珮嘉女士 (3D 鄧諾欣家長)
李碧玲女士 (4A 林倬錡家長)、梁麗怡女士 (6D 方銘言家長)
洪雅麗女士 (6D 周耀霖家長)

江詩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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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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