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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陳耀龍
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參與本校家長
教師會執委會已將近四年，而我的小女
兒也已就讀高中，到下學年，她亦將
要面對中學階段最重要一關——中學
文憑考試。
回 顧 近 兩 年 (2015-17) 我 在 執
委會的工作，首先當然要感謝各委員
們的衷誠合作與支持，透過大家上下
一心，籌辦的各項活動都能按既定計
劃順利完成。多月來舉辦的活動，包括
「親子歷奇日營」、「親子義工服務」、「親
子烹飪班」、「周年旅行」、「燒烤晚會」及「專題
講座」等，整體而言都能取得預期成效。
無可否認，基於執委會工作都是由家長與老師義
務擔當，在安排活動方面，總難免出現或多或少的遺
漏與失誤；但憑着眾委員的堅持與團隊合作精神，加
上校長的不時提點，難題都總能迎刃而解。
另一方面，同樣也是透過公開選舉，我有幸亦
當上本校校董會第一、二屆家長校董。透過出席校董
會，我可更深入瞭解學校的運作，大大有助我以不同
管道作為家校之間的橋樑。有關家教會，相信家長們
應已有所認識，然而，對於家長校董一職，或許部份
家長仍不太瞭解。為此，且讓我也略作介紹。

家長校董是教育條例下經公開投票選舉產生的獨
立家長代表，縱使當選者本身或許是來自家長教師會
執委會的成員，他或她仍只是以獨立家長身分參與校
董會。但鑑於校董都受保密協議所限而不可隨意將議
事資料公開，有關家長校董的工作，恕我也未許多談。
然而，既然我是身兼二職，略談一些個人感受，相信
亦無不可。
我的體驗顯然是正面的，兩項義務工作雖無直接
關連，但最終目標，或許都是為讓我們的女兒能接受
良好教育為根本，同時身兼二職，也正好讓我能更深
入及更全面地瞭解學校的教學與管理，更有助平衡處
理下列幾項目標工作：包括帶領家教會、向學校與家
長間相互反映意見及監察校政制定等。
兩項職能雖不同，但同時參與校董會與家教會，
實有助易於掌握如何更適切計劃安排家教會的工作，
並以家校合作宗旨向學校提出建設性建議，亦更有助
更準確地回應家長們的查詢，從而使家長也能增加對
學校歸屬感，更貫徹謹守本份、不偏不倚，就正是我
過去處理工作的一點心得與體會。
或許，未必所有家長對「家校合作」都有深刻體
會，但大家又曾否思考過，「如何建構一個健康快樂
成長空間，讓孩子愉快及有效率地學習成長？」，可
能就是在「家校合作」中，家長要做的簡單的本分。
順祝各位生活愉快。

如何令聖心更美 ?

由一件事說起 ...
十一月廿六日，黃昏，大雨。我從浸大下課後即
趕回學校，參加一年一度家教會燒烤晚會。
美食，談笑，聚舊，抽獎，歡呼。轉眼間，活動
已近尾聲。
主持人開始呼籲大家執拾清潔。人影散亂中，但
見工友正努力地清潔，老師、修女及家教會幹事也加
入幫忙。
回頭瞥見數位學生在燒烤爐旁閒談拍照，我走上
前邀請他們幫忙執拾。「哦。」總算有回應。我走開，
繼續幫忙疊椅。遇上一位穿校服的低年級學生，我也
請她幫忙執拾。她二話不說，立即行動。真乖！要由
衷給她一個讚。
主持人繼續呼籲大家執拾清潔。
回望後方一群學生，仍是聚攏一起，身旁有爐、
有椅、有垃圾。我上前請他們幫忙，卻沒人理睬我。
放眼遠望，除了那位低年級學生仍深埋於人影中，繼
續幫大會清潔外，我只見到這裡一圈，那裡一堆，都
是站著不動的人。我心一沉：這裡是學校，是我們另
一個家；大家都是學校的一份子，玩完了，吃飽了，
一起幫忙清理場地，不是自然不過的事嗎？
不久，人潮漸去。

副校長 林美儀老師

校門外的人，興致仍高，拍照嬉戲的聲音猶在，
卻不知校門內的工友、校長、老師仍在搬搬抬抬，清
理場地。一閘之隔，兩個天地！
聽說今天午間的家長講座，談的是如何提升孩子
抗逆能力。下次再辦講座，如能談談怎樣令孩子愛人
如愛己，相信家長、老師都同獲益！
我深信：當我們教孩子要人望高處時，首要教曉
他們學會俯身而下，向低處望，由基本做起！當我們
想孩子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時，我們更要加倍用力，培
育他們對人謙卑！當我們不斷將最好的留給孩子時，
我們更應及早教導他們學會付出！
作為老師、作為家長，面對孩子的自我和冷漠，
我們理應直面自己的不足！不怪孩子！成年人必須反
躬自省，深思我們究竟塑造了一個怎樣的世界給他
們，我們又確立了一套怎樣的價值觀讓他們持守！
唯有先做好本份，我們才有資格做孩子的楷模。
多一位能身體力行的家長和老師，便能多給
孩子一個學好的機會。滴水能成河，聚沙
可成塔。如此，學校及家庭都定會變得更美。
走筆至此，低年級孩子疊椅的情景仍在
我腦內盤旋，我由衷地感謝她的父母，她
的師長！

活動花絮
中一迎新日 27.8.2016

每位出席的中一學生家長均收到由幹事會設計的
迎新卡，歡迎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

義工家長聚會 8.10.2016

親子歷奇訓練 16.10.2016

親子歷奇活動感想
一甲

曾南菊家長 Mosze

好高興來到聖心這個大
家 庭！ 這 是 我 第 一
次參與家教會活動——
親子歷奇。
首先多謝家教會的安排
，讓家長和孩子們
有個難忘的體驗。
當 天 節 目 豐 富， 有 游 繩
、 集 體 遊 戲、 和 紮
木筏。全部要自己動手
去做，如孩子們親手「
煮
飯 仔 」 的 午 餐， 看 似 非
常 簡 單， 但 父 母 們 都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呢！ 又 如 是
游 繩， 正 是 孩 子 們 的 一
大 挑 戰， 克 服 畏 高 的 心
理和只能倚賴兩條繩從
高 處 而 下， 父 母 為 鼓 勵
和 支 持 孩 子， 都 鼓 起 勇
氣 一 起 接 受 挑 戰， 在 分
享環節才得知多位家長
都是硬着頭皮作出第一
次 的 嘗 試； 真 的 要 為 他
們鼓掌，陪伴孩子成長
的路真的不容易。另外
，
除 了 刺 激 的 活 動 外， 更
有鬥智鬥力的集體
遊戲。
最後是團結各人的力量
去紮木筏，完
成後還要撐去對岸的小
島上，最終沒有一
個 掉 下 海 成 功 過 關！
在愉快的氣氛下完
滿結束精彩的一天。

親子義工服務 3.12.2016
觀龍樓親子義工日分享
一丁

吳欣璇家長 陳汶希女士

十二月 三日與 女兒參 加學校 和香港 聖公會 聖路加 福群會
合辦的 親子義 工日， 到堅尼 地城觀
龍樓探訪獨居長者。我小時曾住西區，當然聽過觀龍樓
這個近五十年歷史的屋邨，但從沒去過。
現在女 兒每天 放學都 在堅尼 地城轉 乘地鐵 回家， 跟它擦
身而過。這次 有機會 到那裏 做家訪，心
裡實在有點興奮。
那天， 我們出 了地鐵，穿過 小公園，再上 小斜路，來到
社區中 心。社 工們安 排兩個 家庭和
一位長者義工為一組就座，聽他們細心介紹屋邨歷史和
結構，教導和示範跟長者溝通的技巧等。
義工們 拍完大 合照後，各自 帶着中 心預備 的禮物 包，出
發去編 排好的 單位探 訪，而 每組義 工團
隊負責 四個家 庭。我 們那一 組被派 去探訪 兩戶獨 居婆婆
和兩戶 公公婆 婆，全 都住在「舊樓 」。
我們組 那位充 滿活力，打扮 新潮的 長者義 工翟小 姐，邊
詳細地 解釋「 舊樓獨 有的直 通設計，邊
熟悉地帶我們搭乘電梯，穿過長走廊，經過那一戶戶大
門半掩、鐵閘中間被布遮了一半的單位，
去我們的目的地。
終於到 了第一 位獨居 婆婆家。她笑 容滿面 地招呼 我們，
沒有間 格的單 位打掃 得一塵 不染，
井井有 條。兩 位女兒 先送上 禮物包，害羞 地說了 句開場
白，反 而婆婆 主動跟 她們談 天，還 邀請
她們參 觀舊式 公邨建 在露台 的廁所 和在廳 後的厨 房，邊
跟我們 細訴她 和丈夫 的住事 和現在 的生
活，不 經不覺 談了很 久。跟 着，趕 到第二 位婆婆 的家，
個子小 小的她 竟站在 走廊等 待我們。她
十分健 談、開 朗，家 裡的露 台養了 一隻逾 二十年 的鳥兒
，五隻 大烏龜，看得 小朋友 多開心，比
書本的 圖片來 得真實 又有趣。她還 跟我們 暢談她 從前一
家三代 四口住 在那細 小的斗 室，常 為了
那視如 己出的 鳥兒， 弄致婆 媳不和，以致 要求分 戶。現
在兩家 住在同 一層， 少了摩 擦，感 情反
而更好。這也是香港很多家庭的寫照。
第三、 四戶都 分別住 了一對 年老的 夫婦， 他們從 觀龍樓
一落成 就入往，見證 了屋邨 的發展
和鄰居 的變遷。兩 個多小 時的婆婆 均不約 而同笑 着投訴
老伴不 陪她們 去買菜 或做家 務，常 獃在
家；公 公們又 說偶爾 會上天 台做運 動、下 棋、跟 街坊們
談天等。原來 除了社 區中心 外，舊 樓的
天台才是很多街坊們日常休憩聚腳的地方，仿似他們的
祕密花園，有機會我真想見識一下。
經過短 短兩個 多小時 的探訪，我和 女兒都 獲益良 多。家
訪不但 可以更 直接與 人溝通，更可
以設身 處地接 觸到不 同的社 會環境，身同 感受， 有更深
刻的體 驗。這 些長者 全都是 八十過 外的
「老友 記」， 他們身 體有小 毛病是 在所難 免，但 生活簡
樸，知 足常樂，令我 深深領 悟到保 持心
境開朗 的重要。看我 們那樂 觀的長 者義工，上班 上學授
課做義 工，生 活充實 又有意 義，真 要向
她好好學習！若明年學校繼續舉辦同類活動，我們定會
再參加。

家長交流日暨燒烤晚會 26.11.2016

香港明愛「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劃李郭筱文女士主講「戀愛教育」
親子教育顧問張笑容女士主講
「正能量家長 - 提升子女抗逆力」

家長交流日——專題講座及燒烤晚會
家長義工

三己

學生家長 曾綺韶女士

今年好 榮幸有 機會參 加嘉諾 撒聖心 書院家 長教師 會義工 茶聚， 了
解到家 教會所 兼具的 使命與 義務。 作為家 長，一 直希望 從不同 的角度
去了解 女兒成 長的方 方面面，提前 作好未 來教育 規劃準 備；從 茶聚活
動得悉 家教會 將在十 一月二 十六日 舉辦週 年 BBQ 活動及 正能量 家長
提升子女抗逆力講座，非常期待參加是次家教會活動。
在活動 當日， 天氣異 常不理 想，但 並沒有 改變本 人出席 講座及
BBQ 活動的 意願， 雖然兩 個活動 時間緊 密連結，由下 午四時 正及至
晚上十 時正； 在講座 活動中，講者 張笑容 女士以 專業角 度分享 現世代
子女抗 逆力問 題，不 僅存在 於貧窮 家庭， 以過去 數年青 少年自 殺資料
顯示， 自殺學 童年齡 覆蓋小 學至大 學生， 反映家 長忽略 或高估 子女的
抗逆承 受能力，家長 們更需 要以現 世代的 思維， 從「愛 」着手，了解
子女抗 逆能力，從心 出發， 思考子 女的承 受能力 及感受，為子 女提供
具鼓勵 性的意 見，增 強子女 抗逆力。另， 我也遇 到講者 所述的 子女提
問：我 將來都 不會用 古文溝 通，為 何要讀 古文？ 本人佩 服講者 以李白
的〈靜 夜思〉 作為解 釋古文 隱含文 字音韻 的優美，從讀 古文學 習古人
的智慧，借古鑑今，歷史的循環，值得年青人學習。
BBQ 活動是 當晚的 重要環 節，雖 然外面 的雨沒 有停下 來，我 們的
烤
BBQ 活動依 然可以 在校舍 的有蓋 操場繼 續舉行，當晚 我被安 排在燒
先備好
會已預
和家教
於校方
務。由
提供服
食物供 應位置 為活動 參與者
燒烤食 物、水 果、飲 品及糖 水等豐 富食材 及相應 設施和 工具； 且活動
設有獎 遊戲， 家長和 同學們 均積極 參與， 使活動 氣氛推 至高潮，歡樂
動，
時刻過得特別快。在此，再次感謝校方和家教會提供 BBQ 親子活
希望明年再參與。

家長交流日——專題講座
一戊

學生家長 Mr. Wilson Lee

十一 月二 十六 日參 加學 校舉 辦「 正能
量家 長－ 提升 子使 抗逆 力」 的講 座。 這次
講座 的講 者張 笑容 女士 將孩 子由 小學 到中
學的 成長 過程 中分 了四 個階 段。 這些 都是
我從 來沒 有在 其他 講座 聽過 的。 然而，我
已錯 過了 第一 階段 的培 育， 我不 想再 失去
第二 階段 與女 兒改 善關 係的 機會。路 從來
不易 走， 不過 我相 信按 着講 者的 意見，再
加上 耐性，多 包容、多 用心 聆聽 她的 說話
及多從女兒的角度去想，甚麼都可以改變。
各位家長加油！主佑各位！

家長交流日暨燒烤晚會
26.11.2016

副主席譚苑貞女士代表家教會出席水運會
(17.10.2016) 及陸運會 (17.11.2016) 的頒獎禮

家長好書推介
教育支援組 蕭小玲女士 (Cherry)

好書推介

我們仨
作者：楊絳
出版社：時報出版
ISBN：978-957-13-3954-2(855)
作者楊絳是著名作家錢鍾書的太太，她本身從事文學研究工作，文學作品也很豐富。她在
九十歲高齡時寫下這本回憶錄，記錄了幾十年的家庭生活，字裏行間表現出夫妻恩愛之
情，與及和女兒相處時的細緻描寫。這本書筆觸細膩，感情洋溢，很適合大家及孩子們一
同閱讀和欣賞。

老師好書推介
歐陽文慧老師 (Ms. Jacqueline Au Yeung)

50 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
作者：陳美齡
出版社：三聯書店 ( 香港 ) 有限公司
ISBN：9789620440199
書中援引了許多引領孩子成才的方法，希望在這裡與大家分享——
要讓孩子有驚為天人的偉大夢想，並要持之以恆為實現夢想而努力；不要期望孩子做你想
像中的那個模樣，否則你會經常失望。在孩子面前，不妨扮演一個傻氣媽媽，千萬不要比
較，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的優點，媽媽要學懂欣賞。多與孩子接觸不同的事物，讓他們看
看世界，感受一下不同的人和事，好與壞也可以讓他們體驗。培養孩子有顆感恩的心，不
怕失敗，勇於做個「出頭鳥」！孩子最多也只是陪伴父母十多年，他們長大就有自己的世
界，大家好好珍惜與他們的時光，多為自己和孩子製造美好的回憶，當看到孩子長大成材，
便是最喜悅和自豪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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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暄桐 ( 港島第十三女童軍隊 )

今年是香港女童軍總會成立一百週年，慶祝活動一浪接一浪。當中最令我期
待的，當然就是北京內蒙交流團了。內蒙古對我來說既神秘又陌生，她那自遠古
流傳下來的獨特文化、秀麗的景色、滑沙、賽馬、摔跤、還有牧場上的篝火晚會
都令我充滿好奇。
這是我第一次以星空作被躺在地上，在全無光害下欣賞美麗的星河。閃閃
繁星美得連肉眼都可清楚認出不同的星座。被這麼多星星包圍着，真是醉人的浪
漫！這不就是電影中才能有的情景嗎？到了晚上我們入住滿有草原風味的蒙古
包。表面上每個包包都是白雪雪的，比我們想像中更為整潔，可是入夜後蒙古包
的「原住民」便陸陸續續出來活動。雖然它們體型細小，黑漆漆的身體也對我們
沒有惡意，可是由於它們的數量實在太多了，我可不能安睡呢！還好，多捱一會
兒又可在一望無際的草源上看日出。哇！能在地平線上看日出多幸福呢！等到太
陽出來的一刻，大家都不由得屏氣凝神地狂按快門。不過由於內蒙日夜温差實在
太大，等待日出的代價就是差點兒冷得結冰了！
好不容易回到香港 ( 乘高鐵由北京到香港要坐十多小時呢 ) ！我的心卻又戀
戀記掛着內蒙的一點一滴。我立即跑到超市，買了內蒙的包裝牛奶一飲而盡以解
「鄉愁」，太棒了！

本會出版組誠邀大家來投稿，內容可圍繞以下主題：
有興趣者請電郵予「家長教師會出版組幹事 - 蘇穎兒女士」
•與子女相處的點滴
•家教經驗分享
pta@shcc.edu.hk
•參與各項活動後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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