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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老師心語
《齊明》邀稿，作為圖書館主任
的歐陽老師，當然跟大家分享閱讀！
上圖書館課的時候，偶爾會問同
學有沒有逛書店的習慣，每次聽到同學們說有，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學校地理位置關係，我知道
很多同學放學回家前，都會先到對面商場的書店
逛一逛。其實，老師都有逛書店的習慣，不過，
除了為大家看看有沒有甚麼新出版的圖書、受歡
迎的圖書之外，老師還很喜歡看看書店內的小孩
子，看看他們手上拿着甚麼圖書，這能很好的讓
我理解到底甚麼圖書最受小學生歡迎。與此同
時，如果遇到那些看得著迷的小孩子，我也會多
看他們幾眼，又會刻意找找看他們的父母，在大
多數的情況下，眼中的畫面都是父母就在孩子的
不遠處，除了陪伴以外，有的同樣樂在書中的世
界。這時，我心中總會默默地向孩子的父母道出
一句：恭喜你！
說到父母與子女在閱讀
上的關係，我想起學校一年
兩次的家長日書展。每逢學
校家長日，學校都會安排幾
間出版社到校進行圖書展
覽，亦總會請書商帶些補充
練習到校，以供各方需要。
此時，有趣的事情來了，不難看出同學們與家長
們的取向各異，不過還好，至少在那個空間，都
沒有看到哭鬧著要買圖書的，或者被迫著買補充
做練習的畫面。而在同一場合的我，總是能找到
幾位同學們來幫忙，這些同學對圖書館館藏的了
解，可以比得上我呢！我很喜歡請他們來幫忙看
看能否即時
為學校圖書
館 添 置 圖
書。
我們談
培養閱讀興
趣和習慣， 1

經常會提到「海量閱讀」，每個同學
的閱讀興趣都不盡相同。學校能做到
的，就是大量供應、廣泛提供不同類
型的圖書，然後製造更多機會，讓同學們接觸到
各種優良讀物。幸運的是我們學校的資源一直都
尚算充裕，至少足夠每年採購幾次圖書，讓圖書
館保持著新鮮感。這當然要感謝黎校長總會為學
校圖書館和同學們的閱讀作打算，無論我怎樣想
著要比他快，卻好像總是慢他一步，黎校長就是
大家的「幕後黑手」。在這裏偷偷跟大家說個秘
密，黎校長在讀書時期曾經擔任圖書館管理員，
所以對圖書館有著一份
特別的感情。
對於同學
們的閱讀習
慣，我知道
有些同學雖然
不一定會經常在
學校中央圖書館借
閱圖書，但通過一些交談，
我知道同學們都會用自己的方法找到圖書閱讀，
或許是自己購買，或許是與父母一起到公共圖書
館借閱。所以，我從來也不會很強迫同學借閱學
校的圖書，我只會做多推介、多分享的環節。記
緊我們說的是「培養興趣」這幾個字，那關鍵的
是「培養」，不是只有老師在做，家長、學生也
要跟著做，每個角色都是缺一不可的。起初，我
們可能需要刻意去製造時間、空間、機會，當真
正成為習慣，真正培養成興趣，我相信，那都是
每個父母樂見的事。
二三事說多了，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網上
平台。受肺炎疫情影響，歐陽老師利用這次停課
的機會，開放了一個商小閱讀分享平台「Read!
Think! Share!」，暫時期望能在停課期間，每
天分享一些閱讀的話題，也希望大家多回應，一
同分享！

上期《齊明》跟大家分享了這培訓班的目的和意義，並揭示了它上半部的亮點；今期就容讓我
們充當導遊，為大家進行一次眼睛旅遊，好讓大家閱覽這培訓班下半部分的沿途風光，並印證學員
們稍後跟大家分享的心聲。

第一站： 愛家人先愛自己
這站聚焦於導引學員探索正向的人生觀，從而活出姿彩。

全情投入，打開心扉，分享自己內
心的世界，為自己生命畫出彩虹！
不必拘謹，
盡情地釋放自己吧！

愛是引領心靈走出灰暗幽谷的靈光！因此，如果我們能愛自己、愛家人，甚
至愛世人，我們便能活出姿彩！

第二站：鎅水仙
通過教授學員鎅水仙的技巧，讓他們能應用這技巧，為學校準備水仙年花作義賣之用。這正正達到
「學以致用，服務社群」之目的。

學員們一絲不苟，
專注地為水仙除垢潔淨。

水仙球內藏愛意，
水仙花開展歡顏。

學員們一面實習技巧，
一面享受交流之樂。

樂在其中！

感激傳技恩
烙印一紙中
傳承代答謝
惠群眾得恩

第三站：甜品製作

家教會這支義工大隊需要具備多方面的技能，以提供商小社群所需之服務。故此，「活學活用」和
「實學實用」是這義工培訓班選取傳授內容的基本原則。學員在這聚會中，學懂了製作技巧，便應
用於中華文化嘉年華會內，為同學們提供美味的椰汁紅豆糕。
用愛心、義工精神、
再加入汗水和力氣烹
製而成的椰汁紅豆糕
終於大功告成了，可
以在嘉年華會內提供
給學生們享用！

學 員們專心 一致 ， 一
絲 不苟 地 製 作 椰 汁 紅
豆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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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壓軸站：義工親子結業禮

孩子向畢業學員頒發畢業證
書，便是對母親這種服務社
群的義工精神予以最清晰的
肯定和欣賞。

歡樂的時
光 好 快
過，這次
的導賞亦
以此為終
結。大家
參加完這
導 賞 團
後，有否
強化大家
加入商小
義工團隊
的興趣呢？我們歡迎你與我們同行，為造福商小社群而作出侍奉！

結語：
常言道失敗乃成功之母！
只要我們肯接受失敗，查找失
敗的原因，重新嘗試，我們便
能尋到成功之路。這條路確是
「家長義工培訓班」這活動所
經歷過的「成功」路啊！還記
得上學年，這活動正走到它的
低谷，家委會就這活動要面對
捨或留的決擇。
幸好，我們對其存在之價
值，深信不疑，沒有選擇放
棄，並決定重新出發。經過反

思和審視失敗之原因，我們為
這活動重新定位，並重新制定
其發展之路向和策略。在這過
程中，家委會經歷了一場又一
場激烈的辯證，反映大家對此
之認真態度。我們最終建構出
這「家長義工培訓班2.0」。活
動出台後，幸得校方和各義務
導師的鼎力相助和支持，讓這
活動的整個過程都能暢順地進
行。學員們的主動投入、積極
參與、勇於承擔和敢於實踐肯

定是它今日成功的要素。
這支商小義工大軍今天终
於畢業了！她們便要秉持「非
以役人，乃役於人」的信念，
肩負起關心和主動參與服務商
小社群的責任，並承傳和發揚
義工精神－－以關愛感染旁人
和向社群送暖。
我們衷心期望「關愛」的
温暖，能透過這支大軍在服務
商小社群的過程中，發放到每
一位持分者之心坎內！

「又到聖誕，又到聖
誕……！」當我們聽到這首歌
曲，便知道這個跨文化和國界
的節日即將到來。可惜，今年
的香港發不出半點「普天同
慶」的氣息，新聞亦看不到有
關聖誕燈飾的報導。我質疑關
心維港兩岸燈飾和仍有興致作
夜攝的還剩多少人呢？反而，
今天身處於商小校門外的我竟
能從商小學童的衣裝和笑容中
感受到聖誕的氛圍！在早上，
孩子們一面等候校門開啟，一
面談論着自己所帶回來跟同學
分享的食物。每人都興高采烈
地期待着參與校方為他們預備
的聖誕聯歡會。

子，為這學段的
校園生活劃上一個歡樂的句
號。至於老師們也不
甘後人，她們為
配合今天活動的
主題和營造聖誕
氣氛，部分老師戴
上聖誕頭飾，讓她們
在端莊可敬的形
象中，增添了活
潑可愛的元素。
家校合作從
來也是扶助孩子
學習和成長的重
要部分。因此，

在聯歡會內，同學們的才
藝表演當然是不可或缺的環
節；然而，最令孩子們雀躍並
帶出這活動高潮的一刻要算是
聖誕老人和卡通人物的出場

今天的聖誕聯歡
會雖然是學校的
活動，但是家長
們絕對是其中之
一個積極參與的
持分者。許多家長為着準備孩
子帶回校分享的食物而大費周
章，花盡心思，並製作出各種
精美可口的食物。這份對孩子
無求而付出的愛，就在這小事
中表露無遺！
那麼，孩子
們又能否洞
悉到這份恩賜
而心懷感恩呢？

了！同學們知道考驗他們運氣
的時刻已到，他們渴望已久的
禮物亦快將得到手了；大家也
對聖誕老人和卡通人物的來臨
報以熱烈的掌聲！到放學時，
各人都攜著大袋小袋的禮物在
手，臉上流露着一副滿足的樣

其實，從哲
學的維度思考，
「學懂感恩」正
是慶祝聖誕想帶
出的一個重要訊息。因為耶穌
的降臨是為了救贖世人；祂在
世期間不斷地傳道，便是要世

人遠離罪惡，行走善道。甚至
用祂自己的血來洗脱世人的
罪，以大愛去寬恕和感化世
人。故此，慶祝聖誕便是要我
們銘記和感謝這種大愛的恩
賜！然而，世上又有幾人能受
這種無私的大愛所感召呢？！
回看現今之世，暴力處處，私
欲橫流，大道淪喪，大愛之
火，幾近滅絕！縱使宣揚聖道
的教會林立，亦未能讓耶穌傳

活於世的「真、
善、美」
精神之毫
光照亮世
人的心靈！
究竟耶穌的血
是否白流、枉流了呢？在即將
來臨的平安夜，靜聽聖誕音樂
之餘，思考以上的問題會令這
聖誕節來得更有意義啊！

元朗商會小學運動會
在十一月中，香
港迎來第一股寒流，
正好把夏日酷熱的天
氣驅走，讓人們對陽
光的愛火重燃，亦為
今年的商小運動會提
供了一個有利
的環境。今年，我幸運地被抽中
在運動會中當義工，讓我能
近距離感受比賽場內的氣氛
和目睹健兒們的競賽情況。
我發現這運動會並不是專為運
動「精英」作比
拼的活動，而是鼓勵學生全
體參與，一展筋骨的「嘉
年華會」。縱使如此，健
兒們在比賽中亦絕不馬虎
了事；每人都全面投入，
盡情發揮自己運動的本領。
當中不乏有虎躍龍騰、一馬當
先的鏡頭。
既是嘉年華會，他
們並不是全都志在摘
冠封王，許多健兒
只聚焦於參與過
程中的經歷和享
受。這種心態有
助他們擺脫「勝
利」之誘惑，不
讓自己迷失於「堅
守法規」這法度線
上。這面向的體育精
神正是今年運動會所強調
的啊！由學期初開始，黎校長在不同的場合闡述
今年運動會的格言「寧可有光明的失敗，決不要
不榮譽的成功」，便是要提醒莘莘學子，千萬不
要為達目標而不擇手段。黎校長不斷的叮囑清晰
地反映他深明，孩子們只有從小學習和內化這種
正確的價值觀，他們長大後才能力抗各樣「名
利」的引誘，不致走入歧途。校長這種樸實無華
的深耕細作，正顯露出一位真正教者的風範啊！
說實話，現今的香港社會，競爭思維普遍充
斥着人們的腦袋，什麼也要通過比拼才能知曉其

價值，連自己生存的價值
也不能倖免地被困於這比
較樊籠內，導致人們為求
目的，不顧一切。試問有
多少人已被「勝利」二字
沖昏了頭腦呢？他們為着
「成功」，一切也
得要靠邊站;就算連自己應秉持和
堅守的專業道德和操守亦已被
拋諸腦後，甚至人性也可在
自己的靈魂中泯滅！商小在
當下定立和推廣這運動格言，
猶如是一道警世之音。對那些懷有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登龍
門名利收」心態的榮華爭
逐者，更是當頭棒喝！
適逢在運動會的鄰近日
子，新聞便報導了許仕
仁刑滿出獄的消息，正
好提醒我們，無論是什
麼背景和社會階層的人，只
要被「成功和名利」沖昏頭
腦，也會走上歪路，最終
鋃鐺入獄。「天下由來
輕兩臂，世間何苦重連
城！」可笑的是那些富
商巨賈、專業
才俊、飽學
精英等還
不及商小
的小健兒
們那麼智
慧透徹，
不會為名
利所累而
爾虞我詐，
盡情取樂於
參與之過程
中。
回看田徑場內，當天
壓軸的一、二年級親子跑
肯定是這運動會的其中之

寧可有光明的失敗，
決不要不榮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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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亮點。大家聽隨
司令台的指示，魚
貫地進入徑道
後，學生、家
長和老師們齊
齊放足暢跑，
驟眼看去，有
如萬馬奔騰，
場面既墟冚又溫
馨！這活動環節再
一 次 反
映，孩子
們縱使腳
踏跑道也
不一定要
爭 逐 名
次。在那
刻，跑道
上的健兒們，除了朝着
同一個終點進發，誓
要跑畢全程外，他
們便陶醉於親子
時刻的歡樂；場
內發出的只有歡笑
聲，卻感受不到半點
戰意。「勝利」根本佔
不了他們腦內的任何空間。運動場內洋溢着和諧
和共融，清晰地印證了這運動會不僅是提供給健
兒們比拼競技的活動，亦是與眾同樂的嘉年華
會。
這場面讓我看到體育精神最陽光的面向，便

是「不聚焦於名次的爭逐，只專注於向自己的目
標而發力」。健兒們這種豁達的胸襟正無遺地顯
露着這運動會格言所隱含的哲理－－重磊落，輕
成敗！
但願這群小夥子在享受
活動之餘，還能把這分淡
薄名利的情操保存在其
心靈內，更要銘記今
年運動會的格言和內
化其隱含的哲理，讓
他們將來待人處事也能
光明磊落，濯足濁流而人自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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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家教會舉辦親子興趣班，各家長都懷著不同的原因來報名參加；當中，我深信大家都有一
個共同的期盼，就是希望與孩子共渡親和溫馨的時刻，並讓自己和孩子留下美好的回憶。既然如
此，就讓大家在此回味親子的温情，並讓此情傳發，以感染讀者，從而發揚「親子情懷」！

「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家教會委
員們在興趣班開始
前，已忙於為參與者
準備好一切上堂所需
之用品和材料了。

在製作曲奇前，每人也認真地清潔雙手，
確保曲奇衛生清潔。

喜愛做手工，
樂趣無窮！並
渡過了愉快的
兩小時！
4B班 鍾欐翹

第一年就抽到親子曲奇班，真的很開
心！最高興及多謝家教會在星期六舉
辦親子活動，能讓我們一些在職家長
也能參與。希望日後可以參與更多家
教會舉辦的活動！
1A班 何信彥家長

頌恩爸爸心聲：
今年女兒轉到商會小學，第一
次參加本校舉辦的親子活動，
感覺很開心。時間過得特別
快，家長教師會的義工家長也
很熱情，耐心指導女兒完成任
務。希望校方繼續舉辦，本人
十分支持！4C 黃頌恩

課後興趣班既能讓孩
子輕鬆學習，也可增
進親子關係。
曲奇好味！多謝家教
會成員悉心指導。
梁靖淳家長

好好玩！
from 影淘
 活動能增加親子關係
 學習整曲奇時，家長義
工清楚解釋每一個步
驟，尤其是何雯雯委
員。Thx!
 很好玩，下次會再玩。
From: 影淘媽媽

謝謝家教會所有義工
用心教我們製作曲奇
餅的過程。這活動不
僅能讓我和女兒的互
動更加默契，又讓我
多學到一份熱情。

今次是第二次參加親子
煮食班，和小朋友煮嘢
食的時候又是媽媽練習
EQ的時候，在一片混亂
之中夾雜歡笑，攪笑！
看到小孩吃著親手做的
香噴噴cookies,是一個
很好的回憶！

親子情懷和愛
表露於
甜蜜的
交流中！

每次有家教會興趣班，
我就算有多忙都會盡量
參加，每次都很開心。
謝謝義工及老師的幫
忙。Thank you
5B 馬曉悠

謝謝學校開辦玻璃
曲奇製作班，可增
進親子關係。希望
學校繼續開辦興趣
班，讓更多家庭參
與這類活動，學習
更多生活技能。
4A班 吳婉薇
9

多謝各位義工，很開心
可以參加這個親子活
動！

12月6日

看似簡單好玩的搓粉團過程，功成於剛柔並濟的力度和不愠不火的態度。猶如父母扶助小孩成長的
過程，親子間剛柔角力配上耐性的元素方能生正面的成品。
很好玩，可以增加與小
朋友親子活動的快樂時
光。
老師用心教導，多謝！
1B 梁藹瑜

今次是我第一次參加學
校的親子興趣班，感覺
十分開心，能和自己的
小朋友一起製作曲奇。
2C班 蔡匡喬

感謝各位家長義工的準
備，使活動能順利進
行。十分期待下一次活
動，我們一定會繼續支
持。
平時在家中未有時
間與小朋友作太多
親子活動，今次可
與孩子有多點時間
一起共渡。

3C 李梓軒家長

這個興趣班非常
好玩，可增加家
長與小孩的親子
活動。易學，又
有得食。
6D 凌紫晴
搓粉好像玩泥
膠，小朋友覺得
很好玩，曲奇好
味！謝謝各位家
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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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跟女兒參加
曲奇製作班，過程
簡易清晰，看到製
成品，感更大滿足
呢！

家教會組織安排這
種親子活動很有意
義，不但鍛煉孩子
的動手能力，還能
借機感受和孩子一
起做食物的開心和
默契！增進親子感
情。有得做，有得
吃，有得收穫！希
望多給機會我們多
參與！多謝家教會
成員的熱心幫助和
安排。謝謝！

中華文化，
源遠流長，底氣
深厚，歷久不衰！
當中包含的道德哲理，通過經典
和書本的記載闡述，加上老師和長輩的
言傳身教而得以傳承至今。我國文化以
四維八德為其價值核心，默默守護着
中華兒女的思想和品格，好讓他們
不被蠱惑而走上
歪路。我樂見世
界各地的華人，
雖然身在他方，
定居異地，但他們並
沒有數典忘祖，拋棄自身文化
之本源；許多華人團體推動中
華文化不遺餘力。中華文化是累
積了我國先輩數千年的智慧，
再經過沉澱和蒸餾而成的瑰
寶，中華兒女能有幸吸取和
內化其神髓，實在是天賜之
福！既享其福，我們便有承
傳這種文化之責。商小每年都
為學童舉辦「中華文化節」，讓
莘莘學子從玩樂中認識和學習中華文化，
反映這支教學團隊
不但擔負和踐行了
承傳文化之責，而
且重視道德品格之
培育！
為期四天的中
華文化節，除以多
方面的中華文化作
主題教學外，還有
壓軸的中華文化嘉
年華會。在當天，
不少學生和老師都
穿上中華傳統服
裝，讓這嘉年華會
的中華文化氣息頓
時濃烈起來；有好

幾位同學更束
着具中華傳統風
格的髮髻和佩戴上相關的頭
飾，以發思古之幽情。她們的
悉心打扮，成了「打卡」的好
目標，這篇章所分享的只是部
分展影而已！雖說是嘉年華會，但綜觀校方
所設的十個攤位，都有一個共同的主調，便
是介紹各樣的中華文化給參與者，讓孩子們從遊
戲中認識這種文化。縱使我是旁觀者，也可從觀
賞攤位中，增添了自己對國家文化的認知啊！
對於這傳承文化的嘉年華

會，家教會
肯定是樂意參與其
中。這支由二十位
家長組成的義工大
軍為孩子們烹製了
傳統的麥芽糖餅，
每人都吃得津津有
味！當然，椰汁紅
豆糕的受落程度亦
不遑多讓啊！歡樂
一刻中，群策群力
功！我深信老師和
家長義工們最期望
所得的回報，便是
孩子們在參與中能
承傳這種古雅優越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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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現代化和電子世界的樊籠，
回歸自然亦可尋覓到無窮的樂
趣。看，孩子們正陶醉於玩「片
瓦仔」遊戲。別輕看這麽簡單的
遊戲，當中需要應用物理學知
識。未知孩子們會否因這遊戲而
引發他們對科學的探究呢？

這座灰窰位於上窰民
俗文物館外，已被列
為法定古蹟。孩子們
觀賞這灰窰時，能否
聯想到當時的人是怎
樣燒灰的呢？

感恩，今年的家教會親子旅行能非常順利地完成整個旅程，參加者都帶着愉悅的心情歸家。
我亦因而產生了一份滿足感！參與了家教會工作多年，這還是自己初次全盤負責這活動，確是一
個大挑戰。籌劃這活動，不只過程複雜，其可控性亦不是那麼高，我只能抱持樂觀心態去應對突
發情況。當然，老師和其他委員的扶持和參與，肯定是這活動成功之要素！容讓我在此向參與籌
劃的一眾戰友致謝！
在旅途中，每當我聽到學生呼喚父母跟他們看這看那，或嘴不合攏地不停向父母發問有關景
點的問題時，我內心的喜悅和滿足感就油然而生，因為他們的投入、好奇和雀躍正告訴給我知，
我們選對了行程。當看到學生與家人甜蜜地合照，展示燦爛的笑容時，我便會對自己說：「這就
是我們想為商小社群提供的親子旅行了－－有開心的笑容，有美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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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共鳴
記得兒子上幼稚園的時
候，學校每年都有派花回來
讓孩子種植，可惜，每次都是失敗告終，植物沒
能等到春暖花開便已榮
升天家。兒子升讀小
一，學校又派回來一株
洋鳯仙。有時我把它放
在電視機旁；有時又安
置在洗手間內。不管擺
在哪裡，它都是病秧秧
的，心想：不知哪天又
要把它遷移開去。有一
天，我發現有個雖危險
但可讓它感受溫暖陽光
的地方－－窗台邊，於
是我便把它搬了過去。
過些日子再看，它果然
有了些生機，甚覺安
慰。有天下班回家，我
媽告訴我，花兒“跳
樓”了。原來，我媽晾衣服時不小心碰到它，把
它摔下去了（慶幸之前考慮過二樓是封閉陽台，
並不會波及途人）。十五樓掉下去，應該粉身碎
骨了吧！我媽說算了，反正沒地方種也長不大

的。也許，這花兒與我有
緣，當晚睡覺對它很是牽
掛。第二天清早，我就請求保安員解開陽台門鎖
讓我爬上去找，「找到了！找到了！」它竟然還
有點花泥連在根上呢！因為
已曬了一天，它也奄奄
一息了。我小心翼翼
地把它帶了回家，然
後去買了花泥，還
找來繩子把它固定
在我睡房的窗邊。
每天起床第一時間看
看它，適時澆水、施
肥。過年前，它終於
開了花。時至今日，
它已花開三度了！洋
鳯仙就像我的人生，跌倒
了就頑強的爬起來！又像疫情
下的我們，不怕面對逆境！疫情讓我們有更多的
時間陪伴孩子，陪伴家人，有更多的時間照料家
中的一切，這或許是生命之中的另一種收穫。但
願我們都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憧憬美好的將
來。相信終有一天，春暖花開，明天會更好！
Jimmy仔14-4-2020

Hi there everybody, Miss
Amina here! I think some of you
know me from before, in 2017
Miss Amina was teaching at
YLMAPS with Mr. Bryan and
Miss Twinkle. I was still in
university so it took me some
time to come back and so here I

am! I was very scared to be a
teacher at first, I didn’t know
what students I would get, I
didn’t know if I was going to be a
good teacher. What does a good
teacher do? What does a good
teacher wear? What does a good

also like to go cycling at Tai Po
on weekends, which usually ends
with some nice ice cream or

teacher say? I didn’t know many
things, I imagine you must know
the feeling I’m talking about. But
the funny thing is when I went to
have my first class, I came out
smiling and talking to my little
students who kept laughing and
smiling. It made me feel like I had
super powers, I could do anything
if I believed in myself and so can
you. I should share a little bit on
what I do when I’m not being a
teacher at school. During my free
time, I like to walk my dog
Dobby, he’s a little naught y
sausage dog but he’s super cute. I

French toast. If I’m feeling a
little lazy, I will stay at home, put
on some movies and eat some
junk food with my friends. I like
to talk a lot, it’s hard to find Miss
Amina somewhere quietly. So if
you do see me, please come and
say hi. I would love to know what
you are up to, maybe share some
movies or cartoons with me, so I
can learn something cool from
you guys!
Miss Amina

《愛家人先愛自己 - 前傳》
感恩《齊明》第七期的「愛家人先愛自己專輯」收到極大迴響，一些讀者更因而檢視自己以往
的育兒方式是否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而力圖改善，甚至投稿來延續這種無私的分享。另有不少讀者
好奇及感動於校方樂意投放資源到家長的支援工作，對於家長小組提出了不少查問。今期《齊明》
有幸能邀請到兩位家長小組的推手在百忙中抽空來闡釋本校為家長提供支援服務的由來及如何排除
萬難去達臻目標。

受訪嘉賓（一）：黎玉潮校長
齊：<<齊明>>編製部 黎：黎玉潮校長
齊： 在扶助孩子成長這方面，您認為學校擔負著什麼角色呢？
黎： 在小學教育中，傳授小朋友基礎知識是學校很重要的責任。此外，學
生每天1/3或以上的時間都身處學校，學校如何把握其最重要的時間
來幫助他們「全人成長」，讓他們學懂與人相處、接觸及建立價值
觀，甚至在社會上，他們如何與人相處，對別人的信任和看法的培
養，都受小學階段人與人的關係和互動所影響，學校在這些方面都
擔負了很重要的牢固角色和責任，可說更甚於助其吸取知識。
齊： （承上題）另一方面，您認為父母擔負著什麼角色呢？
黎： 上題提到，學校對小朋友成長的影響很重要，而家庭對於其成長
影響同樣重要。小朋友的DNA來自父母，故父母十分影響其性格和
取向，而家庭的生活習性、價值觀和教育也直接影響他們。在他
們的成長歷程中，特別在小學階段，家庭（尤其父母）與學校發
揮相輔相成的功效，兩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學校的願景是與
父母攜手合作，故單憑學校對孩子的扶助並不足夠，需要家長配
合；反之只有家庭教育，缺失學校教育亦未如理想。如果只讓孩
子在家中學習就欠缺了與人互動的機會；而只有學校教育亦不足
夠，特別是家庭給予的關愛是學校難以取代的，若小朋友成長中
沒有了它是種缺欠，因此家庭亦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齊： 作為一所學校，校方直接服務的對象應該是學生，當初有什麼誘因驅使你願意使用學校資源支
持駐校社工提供支援家長的服務呢？
黎： 約兩年多前，林姑娘起動與外界組織合辦家長小組，這與學校願景和概念（與家長攜手合作）
相同。家長亦是培育學生成長的重要持份者，故學校希望透過活動讓家長參與之餘亦帶動家庭
教育。十多年前起，學校開辦「小一家長組」，此外還有小五家長講座講解「報分試」，這兩
階段家長都較積極參與，倘家長只參與這兩項活動，效果並未如理想，故校方還為小四生及其
家長舉辦了「成長的天空」計劃，幫助學生順利從初小適應至高小。在提供這些服務時，社工
留意到家長尋求支援服務的需求很大，但校方必須平衡各持份者的需求和資源分配，例如老師
面對的工作壓力，有時甚至有其家庭壓力，這些都需要和社工進行溝通，因而形成了時間與資
源分配上的拉扯。學生肯定是學校優先的服務對像，但家長也是幫助學生的持份者，故提供上
述小組以外的家長支援必得社工付出時間和心力，欠缺了心力，效果便打折扣。很感恩，林姑
娘有提供服務給家長的決心，亦慶幸得到外界組織的支援，餘下要解決的便只有時間問題了。
在時間安排上，我們的底線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影響提供給學生的緊急服務；經過分析和
研究過往學生緊急服務需求的數據，我們找到時間線上的波谷時段，
問題终於解決了，這家長小組的侍工便是在這過程中落實的。
齊： 你認為提供支援服務給家長對學校教育學生有什
麼重要呢？
黎： 許多學生問題源於家庭問題，解決了家庭問題，
學生的問題也較容易處理 ，故表面上是支援家
長，實質上是間接扶助學生而值得為此侍工。原
生家庭對於學生的影響非常深入，其父母亦是受

上代的原生家庭所影響，一些家長未能覺察的問題和處事作風已被植根及繁衍給下一代，如未
能處理會繼續深深影響學生，影響學習，故協助家長處理其原生家庭承襲下來的問題也是協助
小孩面對和解決相同問題。藉著家長小組，家長彼此互動及分享個案經驗，社工從旁提出專業
意見，慢慢協助家長解決深入的問題，繼而直接或間接協助了學生，這就是支援家長的好處。
齊： 你認為恆常性提供這項支援服務可行嗎？
黎： 如前述，如何分配時間正是拉扯這項服務的元素。一些客觀因素如：每屆學生的人數及對輔導
服務的需求量、個案的複雜程度，社工人手與老師能否額外參與輔導學生等，都影響提供此服
務的可行性，故必須定期和各方檢視舉辦與否。目前已恆常舉辦了小一及小四家長小組，今年
還增添了「星期三加油站」，再恆常提供多一個家長支援服務的可行性得看每期的資源和需要
去檢視結果，在不影響各項資源分配下，學校是樂意提供這項服務給家長的。
齊： 你對家長或學生有什麼寄語？
黎： 先給學生寄語，我希望小孩明白及感受到
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庭他們都得到許多快
樂。他們身邊有很多人關愛，物質生活亦
無缺欠，是幸福的。我希望他們擁抱幸福
之餘亦能學習關心他人，讓自己生命發出
光輝去幫助其他人也得到幸福 。家長方
面，我希望他們對前景充滿希望從而影響
小孩也對未來充滿盼望，不要憂心於環境
污染、政治生態等問題而對將來感到悲觀
繼而影響小孩也抱持悲觀。家長能保持樂
觀心態就能影響小孩有動力去成長，這是
我對大家的新年祝願！願我們一同努力！
－－完－－

受訪嘉賓（二）：駐校社工林美娟
齊：<<齊明>>編製部 林：駐校社工林美娟
齊： 在扶助孩子成長這方面，你認為父母擔負著什麼角
色呢？
林： 首 先多 謝《齊明 》提供機會 ，我 很樂 意和大 家分
享。感謝一班家長的支持，「代代傷傳」小組的誕
生，源於一班愛惜自己和看到自己需要的家長，她
們彼此間互相產生關愛的力量才可維繫及延續兩個
學年的小組活動。回應提問，從我孕育3位兒子及自
己的成長經歷中 ，我看到父母的角色主要有三方
面。
孩子幼小時，我們擔當著「教練」角色，因為他們
需要依賴著照顧者來認識環境和常規，他們的自理
能力和價值觀都要透過父母如教練般引導和扶持，
至他們能夠「自理、自律、自立」，甚至達到自我
愛護。
然而，父母難以一生只擔當教練角色，要靈活變通。當孩子漸漸長大，父母角色轉化為他們的
「對手」。他們發展健全的人格過程中，總會學習表達自己的見解而振振有辭，更甚會反駁父
母的看法。因「對手」角色而引發的衝突就表露無遺。父母在熟悉自己孩子的獨特個性中，也
需考慮到他們受朋輩、網絡傳媒、社會氛圍等因素影響。他們偶然會有負面思想的偏激或價值
觀的扭曲。舉個例子，部份小學生會認為玩遊戲機是唯一的休息方式，這可算是價值觀扭曲之
一。作為對手角色的父母，可考慮引導他們思考這唯一的說法有何利弊，還是仍有別的選擇未
曾想到，更可與他們討論時間運用的優先序。同時，父母也毋須否定「打遊戲機」的樂趣，反
之嘗試在共同討論的平台中找出提問，以凡事取得「平衡」為討論重點。父母可從「知己知

彼」的對手身分與他們互動，並因應他們的特質，引發他們認識自己的強弱。大同社會很需要
父母採用積極態度去激發孩子以「愛」去產生正面的行為，甚至關愛社群鄰舍。我有一個自身
的例子：我去年聖誕假前因手術後未能參與教會戶外報佳音的活動，
因我們作為父母很想三位兒子自小持續學習服侍自己的群體鄰
舍，故建議和鼓勵他們在自己屋苑樓下作街頭報佳音。父母
鍥而不捨與孩子們作對手角力時，當然時有妥協時有進取。
最終我們一家人持續四個晚上到樓下合適的地方演奏樂器和
唱頌詩歌去傳揚福音，為自己的群體鄰舍傳揚關愛。因而我
們認識了五個家庭和一位青年人，並帶領了一位青年及一個
家庭認識福音和上教會。孩子們在互相激勵中發揮他們的特質
去實踐關愛社區。雖然這是萬中無一的成功例子，但卻成為我們
這一家一生的難忘經歷。父母在孩子成長中衍生的對手摔跤，有時
真的會令父母受傷，但這是值得付出的精彩人生。
當孩子踏入青春期，甚至更早期的小五小六階段，父母適宜調節角色，以「朋友」相侍，與孩
子們建立互信互助的關係。父母並不可能全天候監察到子女的手機，知道他們結識了怎樣的朋
友，收看著怎樣的網上資訊。因此父母鼓勵孩子們主動和坦誠的分享甚為重要。我們作為父母
絕對無法確保子女時刻開懷無礙，我們需要學習放手給孩子們走自己的路，並在得失中體驗社
會的真實面。我們只需作他們適時的「避難所」朋友、「安樂窩」朋友、「同行者」朋友… …
齊： 作為一位駐校社工，你直接服務的對象應該是學生；當初有甚麼誘因驅
使你願意抽時間去深層地支援家長呢？
林： 我的童心使我喜歡服務小朋友，同時也喜歡接觸家長。家長給我親切
感，我從不抗拒他們，甚至喜愛親近他們。選擇學校社工為職業可讓我
既能服務小孩也能服務家長，這不但是我自小立志，也是我的小天地。
我自小成長於破碎家庭環境也成就了今天的我。在荊棘中成長使我學會
不輕易放棄，使我對受助人更易產生同理心去聆聽和理解他們的感受。
我與學生或家長傾談過程中有時會互相抱頭痛哭，我願意理解他們的孤
單感和無助感。在我原生家庭成長中，苦澀和孤單的滋味已成為激勵我
尋求自愛的動力，更體會到上一代在抱怨中的無能感。感謝主! 我自中
三起便受基督信仰的薰陶，體驗到真正的愛，在主愛中學會包容和寬恕
上一代的艱難和限制，從而讓自己的苦澀得釋放，並得以自由。我深深
體會到幸福源自基督的真愛，子女的幸福源自父母無阻隔的愛。即使父
母成長過程中傷痕累累，也可選擇正視和轉化當中的傷痛，讓它成為有
益的創傷。我在有益的創傷中成長，認識到有效益的治療方向，故我喜
歡追求更豐富的深層輔導知識。我看到「生命影響生命」的振奮和喜
悅，甚至學習用更大的力氣去愛不可愛的家長和學生。我曾收過數位學
生和家長的心意卡和書信中，表明我能明白他/她們的需要和感受，更有
表明我沒有入錯行，這正激勵我勇往受助人的心窗。我明白孩子的需
要，我鼓勵家長懂得愛惜自己。家長才能有機會傳播甜蜜予下一代，子
女才能品嚐到生命中有甘甜。同時，我深信一個個有益的成長創傷，能
使脆弱的心變得既完整又柔韌。
齊： 你認為支援家長有什麼重要，值得你花時間和精力去提供這項服務呢？
林： 在學校提供學生輔導時，我很在意家長的管教心力和親子關係。我早於十年前已起始關注家長
的深層輔導支援，黎校長對我工作時間分配時
有鼓勵時有規勸。他也曾擔心過我超出負荷而
規勸，但總是默默支持著我的擇善固執。我堅
持身體力行去証明支援家長其實對扶助學生有
莫大的益處，久而久之校方也漸漸認同和明白
這任務的重要性。一個個的真實生命轉變，讓
校方看到家長的正面轉變也帶來了學生的正面
轉變，值得投放資源援助較大需要的家長。早
期，我因喜歡家庭服務而修讀家庭治療的「沙

維雅課程」，也修讀了「遊戲治療」、「藝術治療」等去強化輔導的效益。從「求
助人為中心」出發，聆聽求助人的心聲，釐清客觀困境的影響力，讓求助人呈
現自己真正的問題並加以協助。正因呈現了真實的自己，家長才明白認真看
待自己的生命其實同時在愛惜自己的家人。凡此種種，讓我更喜歡提供深
層支援予家長的創傷。基於我也是一位家長，我較透徹明瞭這一代的家
長面對的難處和苦況，協助求助人重新看到自己的生命有選擇，在反思
中積極尋找出路。讓家長得到支援和關愛，孩子也因而得到了父母的適
切的關愛，以達致助人自助。
齊：
林：

齊： 在你經驗觀察中，家長何時開始
得知自己需要心靈上的支援呢？
林： 我慶幸自己的工作崗位在學校，
較外間機構容易接觸家長，了解
其子女的學習處境，明白其限制
和較易獲取家長和學生的信任。
家長總是非常顧念和愛惜子女，
為著子女而東奔西跑，甚至忘卻
自我。家長對子女的處事和學習態度甚為關注，認為進昇心儀好學校，就能為孩子帶來美好的
前途。主動求助的家長們多是被困境和情感所限制，難以看到生命中仍有其他選擇。此時，他/
她們讓我有機會走進家長的成長歷程，觸動到「透明敞開」的心扉，讓家長跳出「舒適區」，
意識到自己不慣常流露的負面情緒，如:苦澀、憤怒和自責等負面情緒。這便是「心靈重新啟
動」的機遇。在這機遇中浮現了不同程度的苦澀和悲痛，這時有專業的輔導員陪伴和聆聽十分
重要，切忌強迫或勉強自己去「透明敞開」心扉，這如同皮骨被撕裂後流血的處境。若該傷口
得不到適時的治療，可能會產生「第二度心靈創傷」，後遺症便會加劇。
若果家長持續三個月以上帶著苦澀和枯乾的身驅，持續無法履行自身角色的功能。那時建議該
家長主動尋求專業的輔導或信任的親友，認識和分享自己的需要，珍惜和認識世上仍有可明白
你/妳的人，給予你/妳支持和信任。

齊： 在父母而言，關愛家人一向也是自己的首要任務，為何你提倡「愛家人先愛自己」呢？
林： 如前述，我在助人助己的輔導過程中，我會協助受助人聚焦「尋回消失了的喜樂」。我一句
「送禮自用的佳句」是：「愛家人先愛自己」。當我先照顧好自己，才有氣力照顧家人；我尋
回消失了的喜樂，孩子才體會到真正的喜樂。人生才能
滿佈色彩。
現在的我不喜樂怎辦？家長必先找到自己尋求喜樂的動
力，方能帶動孩子啓動自己改變的能力。這動力可能建
基於自己、家人和親友，也可能建基於個人和家庭的前
景。當我們看到屬於自己適切而有益的喜樂源頭，我們
便可為自己儲備「糖果」，積少成多。這時，為子女和
親友派糖，便不是難題了。我相信將來孩子成就夢想，
離不開曾享受過父母派糖的滋味。因此，我更深信愛自
己和欣賞自己，是「尋回消失了的喜樂」的要訣。
齊： 從多方面的迴響中，我們得知這項服務達致很大的果
效，當中你有沒有遇到什麼難處呢？
林： 「沒有付出怎能有收穫!」從不是謊話。人力和資源分配
上總離不開決策者的信念和看見。感恩！我在校認識到一班同心的上司和隊友，往往成為我的
支援和激勵。每當我遇到工作上的困難，我深信禱告的大能，甚至與黎校長和老師們一起為學
生禱告和家訪同行，使我能見證一個個的生命轉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明瞭一些家長較難
與人建立信任的關係或打開心窗，或有拒絕，或有推遲，或有不投入個人或小組輔導。每當我
向家長提出邀請時被拒絕後，見到該學生仍在困境中我當然會心痛。這時，我只好透過禱告祈
求和專業諮詢學習等候合適的時機和人物再作嘗試和邀請。在專業的輔導層面上，我會定期主
動尋求輔導策略的專業進修和專業督導，以配合受助人獨特的成長創傷，把握更具治療效益的
黃金機遇。我當然也會有失手的時候，這便是我認識個人限制和靜思反省的機遇，叫我再學習

謙卑地求智慧。
齊： 你認為要恆常性提供這項服務的可行性高嗎？
林： 基於學生才是我主要的輔導服務對象，為家長提供服務難免會攤薄了
一些時間。我雖然有心去為家長提供服務，但為了平衡資源和長遠利
益而只能「貴精不貴多」。由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著社會和政策因
素的影響，有不同程度的撕裂和破損，在供不應求的輔導個案中，深
層支援的家長治療小組或個別輔導可算是「可遇不可求」的項目之
一。
齊： 你還有什麼訊息想向《齊明》讀
者傳達呢？
林： 我想在此分享我其中一個座右銘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
處一天當就夠了。」（馬太福音六章34節），並呼籲有需
要支援的家長，將來要珍惜我的邀請，參與個人或小組的
輔導服務。因為我會好好珍惜你們「付出真我」的時間和
「透明敞開」的心扉。
－－完－－

本着「扶稚子，助導航」之原則走訪這活動的策劃者（林姑娘）和推助人（黎校長），深深感
受到受訪者那份「功成而弗居」的大愛。「愛家人先愛自己」這句表面帶着本位主義色彩的話語，
或會被人誤解為鼓吹「自我優先」的心態。其實，它真正的意思是要我們為所愛的人，不只要活
著，更要活出姿彩。「活出姿彩」並不是鼓勵我們崇尚和追求享樂主義，而是要我們審視、認識和
明白藏於自己心內的鬱結和問題，從而把這些窒礙健康和快樂的負面包袱移除，讓我們的生活回復
光彩，亦讓我們對未來充滿期盼。這樣，我們才能擁有快樂和愛，並能把這些正能量傳送給自己所
愛的家人。這種「以生命感染生命」的化學作用，與教育精神同出一轍，充分反映受訪者踐行這精
神於其教育工作中！受訪者所分享的內容，正是給我們作自我檢視和反思的指引，期盼讀者可以好
好理解和運用他們的分享，從而能把愛有效地傳送給孩子和家人。
編者感語：
留家不被病毒感染
已彰顯了公民責
任，幫助社區抗
疫。還未投身社會
工作的小孩竟想到
製作一所抗疫醫院
為前線的醫護和抱
病的同胞送上支持
和祝福，不但讓抱
怨在家感到苦悶的
人有所反思，更展
示了「莫以善小而
不為」的美德。

1B黃運城

隨 著 臘 月的日 子一 天天 地溜
走，香港的戾氣稍減，到街上趕辦
年貨的人漸漸地多起來，農曆新年
的節日氣息終於浮現於香江了！無
奈，一場來勢洶洶的疫症，瞬眼間便捲走了人們
迎接春節的心情，換來的是全城恐慌，人人自危
的氛圍。一切大型的慶祝匯演和社交聚會都被迫
全部取消；就算連傳統的拜年習俗，亦因響應
「宜散不宜聚」這口號而停止。整個春節假期，
大部分人都終日困在家裏發呆，人們情緒難免感
到鬱悶，孩子們的感受更不用多說了！不過，相
比香港整體的狀況，這還是小事一樁罷了！在民
生方面，因網上謠傳的假訊息，製造出一個「盲
搶荒」，令恐慌者的心直插谷底，焦慮加上「不
蝕底」的心態驅使他們搶購和囤積防疫用品；無
良奸商更趁機瘋狂抬價，發其疫難財，使真正有
此需要的人，無物可用。我們社會的基層和弱勢
社群則要以生命作賭注，來替這種貪婪付賬！在
抗疫前線方面，數千名醫管局員工，包括醫護和
其他醫療隊伍人士在這抗疫緊張時刻，進行罷工
/曠工，令在疫情下已捉襟見肘的醫療人手雪上
加霜！不論是發放謠傳者、囤積者、發疫難財的
奸商和臨陣缺勤的醫療人士在這疫戰中都紛紛成
為了順行者－－順著疫難之風，駛盡攝取私欲之
帆！我們身處的「先進文明」社會在這患難逆境
中，呈現出來的，竟然全是人性的陰暗面！

順行，逆行

滿腔熱誠，付出青春無悔！

抗疫戰場之最前線，參與抗疫救援
的工作，就是孩子們認識無私大
愛，專業精神等道德價值觀的最佳
時刻；當中亦讓他們知曉生命的價

眼看一隊隊馳援大軍，
懷着捨身成仁的氣節，
抱持為國捐軀的決心，
義無反顧地自動請纓，
披甲上陣，並與武漢團
隊會師，誓要跟疫魔拼
死一戰！他們這種忘私
濟世的大愛精神，儼如
一道佛光，普照着人們
的心靈。一張張剃頭赴
戰的面孔，一幕幕誓師
出發和離別送行的情景，當中流露着那
種真摯的關愛和洋溢的感情，盡顯人性
光輝的一面！我除了祝福外，便只有用
感動的淚水來回應這支逆行大軍了！
「為了你，我拼了命！那怕面對槍
林彈雨，隔著生死的一道門，我保證不
離不棄！最難捨是這份情，在你面前我
要淡定。撐起多少個黑夜，絕不讓生命
叫停！我們堅信，有愛就會贏！你有多
痛我就多痛心！有難一起扛，共分擔才
更堅強，風雨中凝聚民族的力量。我們

縱使如此，正如狄更斯所說：「這是
最壞的時刻，亦是最好的時候！」這困境
為我家庭提供了一段共聚天倫的難得日子，我理
所當然地成了孩子們的好玩伴。家庭樂的笑聲響
破了街上人們畏縮的沉静，親情發放的温暖抗衡 的 力 量 ！ 」 這 闕 《 有 愛 就 會
了春寒的冰冷！當然，這段停課的日子，亦給予 贏》的歌詞，細膩地道出逆行
孩子們一個喘息的機會，好讓他們煞停在上學日 者的心聲，亦顯現出中華文化
子裏衝鋒陷陣的節奏，實踐溫故知新的求知步 堅毅不屈的精神！
「在這沒有硝煙的戰場，
伐。藉此機會，容讓我感謝商小一眾老師，他們
不但通過電子媒體為學生提供學習上的指導，更 「無畏」散發著迷人的芬芳，
在電話交談中噓寒問暖，關愛之情，從話語間徐 是你阻擋著疫魔的猖狂，奇蹟
徐地滲入心窩，孩子們都以甜絲絲的笑容作回
應！
除了玩樂和格物求知外，在疫魔肆虐的景況
下，便是扶助孩子們明品德，重仁義的黃金機
會。在分享「個人防疫」的資訊中，讓孩子們明
白，只要配合政府抗疫和防疫的策略，做好個人
防疫的工作，便是參與抗疫戰中的一名有所貢獻
的戰士了！這種肯定，其實已是一種正能量。還
有，每當從新聞中看到國內一批批的醫護人員，
無懼物資匱乏，疫情兇險，堅決勇赴湖北武漢這 19

《家長義工培訓班2.0學員心聲》
「由關愛帶動關愛，以生命影響生命」這兩句話，正好用來形容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家長義工
培訓班2.0」的初心。學校舉辦家長參與的活動源於對學生及其家庭的關愛；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同樣
因為關愛孩子而為學校社群服務。這種家校攜手的互動正好示範給下一代看如何通過關愛讓生命照
亮生命。以下是參與本年度義工培訓班2.0的家長學員分享的撰文，讀者能夠感受她們的熱和亮嗎?
當初參加「義工培訓班2.0」
是抱著打發時間去玩一下的心態而
報名的，有幸被抽中。
培訓班的堂數不多，
只有8堂。這短短
的8堂讓我認識了
很多我以前沒有接
觸過的東西，也讓
我更加了解一班家教
會成員默默地為我們
商小的學生及家長付出了很多。因
為你們的付出，讓我們元朗商會小
學學生的學習環境多了一份與眾不
同的校園氛圍。多謝你們!
唐糖

自從參加了商小
家長義工培訓班2.0
團隊，我學習到互助互愛的精
神，也讓我明白到努力裝備自
己。做 義工可以擴闊社交圈
子，並能從幫助他人的過程中
得到自信和滿足感。參與義工
可以提供一個積極自我、從中
學習的機會，包括充實人生。
同時，在參加小組過程
中，令我漸漸地明白人與人之
間要互 相幫助 、體諒和包容
等。與人相處和教導小朋友都
要有耐心，耐心對於每個人是
必須的。
眨眼間，義工培訓班就畢

業“喇”......在這
個團隊中，亦作為商
小的一份子，我們有義務去回
饋商小，服務商小大家庭，我
們亦能夠從中
擴闊眼界，了
解自己，從
而學習傳
遞愛心，以
推動義工普
及化為目標，
讓義工不受時間
及地點的限制，以行動實踐助
人的精神，讓愛融入校園生活
當中！
3B 謝俊炎媽媽

裏的老少，自己只吃飽穿暖就夠
了。久而久之，自己也認同只為
家人付出而沒有回報的待遇，往往就
是這種思想而忽略了自己，導致
身心疲累，從而也有力不從心
的時候。通過完成學習整個
「家長義工培訓班2.0」，
令我改善了不少以前存在
的問題，也學會了怎樣服
務社群和提高了自身的社交
能力。因此，我樂意將所學
的知識，活學活用地投身於服
務孩子的社群中，為商小、為孩
子獻出自己微薄的一分力！
5A鄧梓瑩媽媽

活到老、學到老
今年我有
幸 ， 參 加 了
「家長義工培
訓班2.0」，獲
益匪淺！參加
這次活動大大
擴闊了我的視
野，創出了我
為人家長後的另一個學習天地。正如「活到老、
學到老」的精神！我在是次活動中學習和吸收到
每個主題內容的目的和意義，尤其是「愛家人先
愛自己」這個主題，更令我重新審視過去的隱形
弊端。從前，我的思想是先無微不至的照顧好家

參 加 2.0 培 訓 班 ， 我 學 會 了 “ 家 居 急 救 常
識”、“配飾製作”、“愛家人先愛自己”、
1.
“鎅水仙”等等...... 。
學會“配飾製作”後，我還能
幫學校的學生“弄配飾”去參加比 2.
賽，這使我有很大的滿足感。 3.
更有幸是能認識一班“樂於助
人、善解人意、美麗可愛的家長
們”，這是我最開心、最快樂的 4.
事。我非常感謝學校能給我這麼
好的一個學習機會。謝謝各位老師
和家教會！謝謝家長們！
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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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how to help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cooperation.
With more communication to each others.
Make more friends and
more parents to be a big
family.
To be come a volunteer and
learn more outside world
and the change of society.
Then, know how to cater of
it.
Cheung WenJing

《感恩》
家長義工培訓班？也許在之前我未必可以理
解這個班的意義。新學期開始時，家教會舉辦了
這樣一個培訓班，我懷著好奇心報名參加。由於
報名人數眾多，知道未能入選後，心內還是有種
遺憾之感呢！後來，我十分幸運地可以以“插班
生”的身分進入這個班。當天同學們都十分熱情
地對我表示了歡迎！很感謝學校與家教會給予我
這次寶貴的機會。雖然我錯過了一開始的兩節
課，但往後的課程也讓我受益匪淺啊！在“愛家
人先愛自己”這節課內，聽完林姑娘的一席話
後，大家都很感觸，觸及到內心深處的那個點，
流下了感動和欣慰的淚水......！感謝大家的安
慰、鼓勵和愛的抱抱！😊 更要感謝每一位導師

從喧鬧的城市踏入了寧靜的校園，為「義工
培訓班2.0」拉開了序幕。
作為一個全職媽媽，參加義工培訓對於我個
人來說，學習各種義務工作除了可以讓我的陪讀
生活更有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參加培訓的過程中
能認識到很多的家長朋
友，大家一起用心學習，
愉快交流。學習中可以
暫時放下城市
生活的匆
忙，全
心投

的分享！沒有太多華麗的
詞語來表達，只能很真摯
地對每一位講一聲：多
謝！十分開心和感恩可以
認識大家！看我戴上自己
親手做的頭飾很有成就感
呢！大家是不是也覺得很
可愛呢？嘻嘻......
我相信以後想起這
些，都覺得是一次很難忘
的經歷，一份永恆的回
憶!!! 第一期培訓班已經
接近尾聲，迫不及待很期
待第二期呢！希望有更多
的家長朋友可以加入到我
們這個大家庭！❤
小MO

區別於以往參加的義工活動，這次我的身份
是一名學校家教會的家長義工。也就是說，我們
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校園裏茁壯成長的小花朵
們。
我想，這次的活動，
我的所得比我的付出
更多。 我收穫了快
入學習時讓精神得到放 樂的心情，我結交了
鬆，心情得到調整，令我 許多家長朋友，我也
可以更好的狀態去面對生 得到了家長們的生活
活，投入對孩子的教育。
分享，我更加獲得了導
3B陳炫宇媽媽 師們的真知灼見。與付出
相比，我感受和收穫到的愛更多。每一節義工培
訓的課堂，一群可愛的家長聚在一起，分享生
活，共享感悟，熱愛生命，為了我們下一代的健
康成長，大家都在努力。
很榮幸能在2019-2020年度參加家長教師會
只有自己親身去體驗過，才知道家教會義工
舉辦的義工培訓班2.0及參與義務工作。在這過
團隊的不容易。每一件事情，每一個活動，每一
程中，我認識到要好的新朋友，又可以令我加深
份工作，團隊都需要同時站在學校、家長和學生
親子關係，使我獲益良多。在往後的日子裏，我
們各自的角度去考慮周
有空閒的時間一定會參加家長義工的工作。謝
全，為的就是元朗商小這
謝！
個大家庭能夠更融洽、更
祝
和諧、更溫暖、更快樂。
安康！
孩子們在成長，而我們家
長也在成長。我衷心感謝
我們學校家教會的義工團
隊，你們不僅是為學校、
家長和孩子們付出，你們
Yuki
更多的，是分享愛。
6-1-20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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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好幸運可以參加到「家長義
工培訓班2.0」這個有意義的活動。通
過這個活動可以結識新朋友，大家可以
互相了解、交流與子女之間的溝通。此
外，從活動中亦可以學到以前沒有學過
的手藝。這個家長義工團體就像一個溫

暖的大家庭，我們大家之間相處得非常
開心、快樂！在快樂中，我們更有機會
服務團體，回饋學校，把快樂分享和傳
播。
靜君媽媽

出生於偏遠農村的我，讀
的書很少，見識也很少。人
生 ， 總 是 在 跌 跌 碰 碰 中 走 過 2.0”，我第一時間填表了，主
來，但內心仍然相信，一切都 要原因是想多點進入校園，多
是上天給予的最好安排。
點了解學校的學習環境。總的
慶幸兒子分配到商會小學 一句，有點放心不下兒子，僅
(第一志願，因有侄兒在這裏 您養我長大， 此而已。
就學，感覺很不錯啊！)。
然而，一節又
我陪您變老，
當學校通告發出 “小一家長
一節的主題，不僅
願傳承！
加油站” 和 “義工培訓班

《感恩遇見》

讓我學習到怎樣去尋找更好的
育兒方法，而且讓我深刻體會
到自己的不足之處(之前因種種
壓力，沒有耐心好好去了解孩
子，生氣之下就會打孩子，之
後自己心痛到偷偷躲起來哭，
常常陷入惡性循環中......)。

一場來勢洶洶的疫情，迫
使學校停課了好幾個月，孩子
們學習和生活的模式和節奏，
都被弄得亂了章法。縱使如
此，在這段日子裏，孩子們並
不是只呆坐家中，虛度光陰，
而是經歷了另一種成長的學
習。當中，有種責任叫自律，
便正好在這混亂不定的情況下
學習和建立起來。為人父母的
我們，只要願意像灌溉幼苗般
悉心灌輸自律和自理技巧給孩
子們，並耐心從旁扶助，他們
定能好好的照顧自己，培養出
這份獨立的自信來。
在學習自律和自理的過程
中，孩子們難免會遇上引誘和
挫敗，這便是扶助他們學習堅
持、不輕言棄和持之以恆的黄
金時刻，讓他們建立迎難而上
的剛毅精神。然而，學習堅持
固然重要，學懂放棄和不堅持
亦必不可少。這看似矛盾的說

有種責任

法，其實是要孩子們建立自
省、自知和自明的習性，懂得
接受和承認錯誤，他們才不會

現在心情平和了很多，不再有
恨鐵不成鋼的魔念了，孩子也
不再挨打，自己也不再自責，
這些都是意外的收穫啊！
感恩遇見善良又積極的您
們(家教會組員)。記得第一
節：何謂義工？Bancro作了講
解，深刻印象是 “義工的頭頂
是有光環的”，確實你們做到
了！
感謝 “義工培訓2.0” 的
同學們，我們一起學習，一起
歡笑，一起真情流露，讓我們
藉着他們的光，共同學習，共
同為我們孩子校園－－商小，
增添更多的生氣！
衷心感謝學校的精心策
劃。祝願商小全體師生身體健
康，孩子快樂成長，天天向
上！
Jimmy仔

好高騖遠，並能從錯誤中學習
和成長。老語說得好：「不怕
錯和不怕認錯，失敗便會怕怕
我。」此話正道出這哲理啊！
除此之外，在這段不需追
趕功課的疫情日子裏，我們還
跟孩子們談及他們自身的未來
路向，並鼓勵他們尋找和建立
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標和路向，
並堅持實現目標，他們便能擁
有動力的泉源了。
「自幼勤學修品德，無負
青春少年時。」若我們能正面
和耐心地灌輸以上哲理予孩子
們，令他們明白內裏玄機，並
扶助他們慢慢內化這些哲理成
自身的特質，再透過經歷、實
踐及校園的優質學習和群體接
觸，學以致用，還恐他們大器
不成嗎？一個優質的孩子，須
由自律和獨立開始啊！
1D 大眼仔

在這差不多五個月的疫
情，相信大家都膽顫心驚。小
朋友無法上學，只能留在家裏
溫習及透過老師從網上受課。
幸好小朋友的適應力較強，留
在家中也不覺得沉悶及孤寂。

因為家中有兩個小朋友的關
係，他們可以互相陪伴和玩
耍。在這疫情期間，他們每天
都有不同的活動及遊戲，如：
角色扮演、數字遊戲、剪貼紙

人的感情在這段時間也昇華
了。
及學習做家務。
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兩
個寶貝會協助我打理家務：掃
地、抹地板丶抹傢俬⋯⋯，還進
入廚房協助我切菜和洗碗碟。
女兒説：「媽媽，我們幫助你
做家務，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到我們長大的時候，我們會買
一所大房屋給你們住，會聘請
工人姐姐照顧你們，還會買一
輛豪華的私家車載你們四處遊
玩。」我聽完之後，心想：你
們年紀小小已經這麼會哄媽媽
及已經這麼懂事了。當刻我覺
得十分安慰和開心！因為你們
真的有自己想法和懂得思考，
還知道媽媽的辛勞。我十分感
恩有你們的陪伴，而我們一家

疫情期間，幸好得到家
人、朋友、（二月時）校長及
老師的鼓勵和支持，解決了我
在這段時間面對的擔憂和困
局，走出黑暗，迎接光明，讓
我們重拾新希望。
祝大家：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凱宜媽媽
26-6-2020

學習、克己、包容
大家好：
隨著歲月變化，人不但年齡有所增長，閱歷
在今年庚子的新一年裏，我們全港市民都受 亦會隨之而加深。眼看社會變遷，讓我明白到，
到疫魔肆虐，人人都提心吊膽。除了孩子失去了 有思想的人類應該持續進修，終生學習，驅使自
上學的機會外，就算連我朋友在職的公司亦因為 己不斷進步，以緊貼人類發展的步伐。這樣，我
經濟不景，被迫裁員而導致他沒有了工作。同 們才能承傳優質的文化，並為未來人類的文明打
時，由於市民減少外出用膳，很多飲食行業的商 造更大、更牢固和更豐富的根基。
户的生意額都急跌，現正面臨倒閉的危機。
常言道今天的小孩子是社會未來的基石和棟
在市面上，很多人因為缺 樑，亦是父母重要的寶貝，理應好好培育和保
乏口罩，要通宵排隊買口罩； 護。無奈，在這段日子裏，世界正經歷着經濟貿
更糟糕的是，一些有此需要的 易磨擦、各種社會運動的衝擊和世界性傳染病毒
人，竟無法買得到。我之前亦 的侵襲，令社會各階層所處的環境起了很大的變
嘗 試 過 到 不 同 的 商 舖 尋 覓 口 化，也令老、幼、體弱者人心惶惶！就算連紮根
罩，也是無功而還，心裡自然 於未來的求學者，都受到直接的影響。在成人而
是有點焦急及無奈。在二月中 言，我們要通過學習來應對這環境的變化。至於
時，看到有些有心人士從海外 孩子們，在這艱難時刻，為他們提供正面教育尤
訂購口罩回來，贈派給有需要 為重要，讓他們明白面對一切都應抱有希望！
其實，每個
的人，令我感到這世間還有無
限的愛。感恩！
人在社會上只要
全國的醫護人員，
做好個人角色，
多謝你們！因為有你們
安守本份，盡忠
的堅持，我們一定會打
職守，已是一個
贏這場疫仗的。你們都
克盡己任的好公
要加油啊！
民了。有能力
希望疫情快快離我們遠去，使社會盡快回復
者，更可對社會
繁榮、安定，每一個人都身體健康、開開心心。
多作貢獻。大家
祝
都需要互讓互
安康！
諒，世界才會更
凱宜媽媽
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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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本應是為孩子們帶來
歡樂的時光，無奈疫戰無情，
喜悅落空，換來的是悶困家中
長達五個月之久！
許多朋友都向我發牢騷，
說一家人困於屋內，磨擦多
了，關係也變差了！觸發我也
檢視自己家庭的狀況。我感恩
這問題並沒有存在於自己的家
庭內；反而，我發現孩子間的
感情增進了不少。他們明白，
完成中七公開考試、拿取
成績單後，考生們的下一步當
然就是盤算可以升讀的學府或
是投身社會大學吧！我當年的
成績就只能選取非主流大學及
教育學院中學教席的後補生
（全賴我曾是手球校隊隊員，
方可以體育教席增加勝算）。
僧多粥少，得知非主流大學的
歷史系取錄了我，我就馬上繳
交首期學費了。說時遲那時
快，教育學院給我的取錄信亦
寄來了。剔除已繳學費不能退
這因素，我得認真比較兩校和
作出取捨，畢竟這與前途息息
相關。咨詢了一些學長的意見
後，我選擇了深造歷史和文學
的學術研究，放棄深入了解中
學課文的師範課程。我當年這
決定屬對屬錯乃見仁見智。我
倒想借此一談小學時的我奠下
什麼基礎才走到這一步呢！
我是四兄弟姊妹中的老
大，只要教一管四，媽媽責任
也就能減輕，因此，「以身作
則」這重任便落在我身上，我
成了家中唯一被母親嚴厲對待
的孩子。自入學後，我的默書
分數不許低過100分；考試名次
金鼠迎來全球戰！這場無
硝煙的疫戰，為人們增添了不
少的惶恐，也為生活帶來種種
的不便；再加上環球和香江都
被仇恨和敵對的氛圍籠罩，令
人有透不過氣之感，人們的心
境也變得負面。在這動盪時
刻，《齊明》不但不能因戰亂
而停頓下來，更須肩負起扶正
送暖之角色。
幸運地，我們獲得黎校長

疫情中成長
對方並不只是親人，亦是緊密
的玩伴。他們學懂包容，亦自
定一些法規，以便彼此間之相
處。這種技巧有助他們掌握待
人處事更為成熟。不只如此，
我們與子女間之感情亦變得更
為濃烈。
在這段疫戰日子，讓我更
明白，愛孩子是一碼子事，能

教育

VS

教訓

不許不在首五名內。記得有次
我的中文默書只得99分，原因
是文末那個“句號”我劃得沒
收口，老師評語說“沒收口也
可當是逗號”，所以扣了1分，
媽媽怪我不小心，氣得拉扯著
我的眼皮要我看清楚自己錯了
什麼。從此以後，我的默書分
數真的不敢少過100分，我學懂
了高分數是為了令媽媽高興，
讓我免於受重罰，學習動機並
不是為了「我自己」！就算人
人說我天資聰穎，我亦未敢探
索尋真，只能留守於母親的樊
籠內，規行矩步就是了。保持
名列前茅的我到了小五、小六
順理成章進入了全級首十名的
“精英班”。學能測驗後我也
成功考上“媽媽”心儀的中
學，那時笑到合不攏嘴的她令
我首次嘗到成功感。然而這成
功感所追隨的就只有褒姒的
笑，並非我個人的成就。這個
磐下基石的黃金階段我還學到
人“只能進，不能退”，失敗
的話，後方並無退路。
初中時的我過著「少年筆
耕」的生活，為了讓媽媽休息

《鳴謝》
和林姑娘的鼎力相助，二話不
說地接受《齊明》編製團隊的
訪問。他們睿智的分享，為讀
者提供了一盞活出姿彩之明
燈。剛從培訓班畢業的義工新
軍，亦不甘後人，紛紛為大家
分享她們學習的喜樂和得着，
為我們注入正能量。還有，在
被疫災封阻了的投稿路上，竟

親和地與孩子相處是另一碼子
的事。當中的學問並不是人人
皆懂，我自己只能邊做、邊
學、邊探索。縱使如此，只要
自己時刻保持正向心態和思
維，就算遇難遇逆，亦能從容
面對，並從中找到美好！正因
抱持這種心態，我享受這段日
子的家庭生活和親子樂呢！
深耕
2020.6.8

更多，晚上趁家人都睡著，我
便開始暗中完成媽媽在工廠帶
回家的手作。因此，在我睡眠
長期不足，媽媽亦分身乏術
下，我的成績一落千丈。我亦
認定自己為失敗者，一沉不
起，無法重新振作！慶幸與母
親分居前的父親跟我說過：
「你是家中最有能力升上大學
的孩子！」往後，我雖然仍是
過著以他人目標為己任的學業
生涯，但至少我仍可保持僅僅
有資格升班的成績，在爸爸有
生之年完成了他的遺願。
母親給我的並非教育，而
是讓我學懂察言觀色的教訓。
當我成為媽媽後，我立志要當
孩子的教練，發掘孩子的專長
從而栽培扶助他們達標。孩子
應該透過挑戰比自己能力大的
事情去自我肯定、建立信心地
成長；規範了他們的目標也就
成了他們飛得更高的障礙！正
如雞、鷹也有翅膀，但雞的翅
膀用來烤；鷹的翅膀卻是用來
展翅高飛的。你希望你的子女
擁有哪雙翅膀呢？
高可仁
有三位戰友，逆行破障，以筆
為儀，扶正送暖。他們的分享
既有暖入心窩的祝頌，亦有逆
境自強的勉勵。唯盼讀者能共
鳴共勉！對於在當下的戰亂
中，仍以不同模式為今期《齊
明》作出貢獻的每一位同行
者，我們只能用以下心聲，一
抒我們之謝意：
千障無礙同行心，
萬言難表感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