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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儀副校長心語
上次在《齊明》投稿，談
及自己的職業及抱負，可能這
是一份在學校出版的刊物吧，
題材總與學校或教育有點關
連。今期又有機會了，以甚麼
作題材呢？就寫與自己息息相
關的感覺──快樂吧。其實，
誰不想擁有「快樂」？但有幾
多人能真正生活在快樂之中？
我曾看過一則報導，一個
大學教授説：「下班再快樂，
也無法解決上班的不快樂。」
這句話真有點諷刺，亦帶動了
我的反思。對於很多人來說，
上班工作可説佔據了大部分的
人生，假如上班不快樂，下班
怎樣營造令自己開懷的感覺，
亦難以填補心靈上的缺口。也
許，正如教授所言，有些人可
能從沒想過自己的快樂從何而
來，亦沒辦法找到一份有熱
誠、可以得到快樂的工作，為
何人們不願意離開舒適圏，施
展抱負，勇敢追求屬於自己的
快樂和理想？他的說法，有部
分我是同意的，各行各業，就
算性質不同，工種有別，但亦
有共通點：工作繁重已是基
本，至少香港是這樣的；世界
瞬息萬變，昨天穩妥地完成工
作，今天已有進步空間；與人
共事，仿如藝術，面面俱圓，
談何容易……這些，就算並非
真正的困難，亦會影響你的快
樂指數吧！可是，我認為只要
學會欣賞自己和他人，你會發

現許許多多工作帶給你的樂
趣。
壓力， 只是上班一族會遇
上嗎？當然不是。不少有關快
樂的調查報告中，香港不是敬
陪末座，亦頂多排列中間位
置，香港兒童的快樂指數亦有
下跌趨勢，這與壓力有關嗎？
大學生亦然，美國的耶魯大學
今年開辦了一個名為《心理學
與美好生活》的課程，報讀人
數眾多，成為該校創校以來最
受歡迎的課程，課程的核心就
是「指導學生們如何過上更快
樂、更滿意的生活。」原來，
擁有快樂是要學習的。課程要
學生學習感恩、減少拖延、增
加社交聯繫。方法看似簡單，
卻知易行難。若然大家都能學
會尊重和感激別人，減少生活
上的拖延習慣，擴闊生活圈子
和改善人際關係，將為學習、
工作和生活帶來不少正能量。
課程的走紅代表大學生願意為
追求快樂的生活而作出改變。
曾為學生的你，今天或許兼任
父母、上班一族等多重角色，
你會花一點點時間和心思，反
思自己的生活模式，看看能否
為自己增添一點點快樂嗎？
下班回家，換了第二個場
景，當然希望多點愛，多點温
馨。我會問問兒子，今天在學
校過得快樂嗎？他總會說快

樂，每天如是，如有雷同，實
屬巧合。多疑的我又問他為何
每次都這樣回應？他説就是不
想我繼續問呀！假如我不嘮嘮
叨叨的，他會更快樂，我被氣
得說不出話來。我決定不問
了，他被「冷落」後反而走來
與我閒聊。原來在家裏，兒子
的快樂可能是媽媽給他「安
靜」，媽媽的快樂泉源卻是兒
子的「回應」。又一次證明與
人相處是藝術，沒有理論，沒
有法則，只有多觀察、多了
解、多體諒、多包容，關係或
許有改善，快樂或會隨之而
來。
每個人心中的快樂都不相
同。於別人眼中，在工作上取
得亮麗的成績會增添自信；對
於我，能完成工作、吃一頓美
味佳餚、一覺睡至天亮足以樂
上半天。此刻，我真的相信多
感恩可以令自己快樂。我試過
烈日當空長時間在露天地方工
作，於是感到家有空調是幸福
的事；我看過世界各地有關戰
爭暴亂的新聞，因此明白生活
在治安良好的地方是幸運的
事。你又會如何自處？這個世
界有很多值得你欣賞的人和事
物，只要你的要求不高，只要
你願意花時間去發現，快樂總
會伴隨在你的身邊。
李淑儀
2018年12月5日

2016-2018年度家教會委員會最後兩次會議已分別於九月一日和十一月三日舉行。在此與大家分享以
下七項重點：
1)
家教會年度旅行
縱使委員會經過多番努力，申請鯉魚門渡假中心作旅行場地，仍無功而還。故本會現擬定於一
月十二日舉辦新界東北遊，作為本年度的「家教會年度旅行」。委員會已展開籌劃工作，並於
十一月廿八日安排報名。由於報名參與人數眾多，是項活動名額已於當天早上爆滿。敬請參與
者密切留意這項活動的最新資訊，並好好享受這親子機會。
2)
校運會
會內委員們就「校內運動會的流程和選取項目」這議題進行探討和辯証，並獲取共識如下：
a. 以發揚「體育精神」為綱，盡量鼓勵，並提供機會給同學們參與其中適合之項目。
b. 認同和肯定校方加插「學生致謝詞」這環節，因這是一種教化，藉此培育學生具有「感
恩」之心。
c. 認同和肯定校方强化和豐盛為低年級學生而設的親子活動項目，並授予「參與」獎牌，
以作鼓勵。因這些項目能讓孩子們學懂「與眾同樂」和「重於參與求突破」的哲理。
d. 鼓勵家長實踐「身教」，讓孩子們學懂「放下自利、欣賞別人和包容忍耐」的哲理。
e. 校方作出「平衡各方」之決策時，會堅守「不會犧牲質素和效能以求取效率」這原則。
同時，為豐富運動會的項目和提升其流程之暢順度，委員們提議更改「運動會」為全日活
動，以取締現行之半日活動。這樣，既可讓全部頒獎項目能即日在運動場上進行，以强化現
場氣氛和保存這活動之完整性，亦可增添「與眾同樂」的項目，以豐富這活動的內容。校長
承諾校方會就此進行可行性研究。還有，會內委員亦提議校方考慮給予機會家長，讓他們參
與某些運動項目，例如在混合賽中加入家長元素。校長回應，這提議可納入上述之「可行性
研究」一併考慮。
3)
家教會委員選舉
會內委員提議在候選人簡介單張內加插候選人相片，以資識別。
4)
一帶一路
本學期，在小賣部旁的壁報板，掛著奪目的「一帶一路」地圖。校長介紹，這設計的主要目的
是要讓學生認識「環保產電的方法」。同時，同學亦可通過參與這活動，對「一帶一路」略有
認知。會內委員提議校方可就「一帶一路」這課題，籌劃一些活動，讓孩子們能及早認識對他
們將來影響深遠的一個跨國和跨文化的發展工程。
5)
改良運動校服
a. 鑑於現時的V領運動衣對女學生構成不便，會內委員提議改用圓領運動衣，以強化保護學
生的私隱和在冬季增強運動衣的保暖作用。
b. 為配合校方推行「攜帶手帕」的行動，會內委員提議夏季運動褲應加上兩邊斜袋，以方
便學生存放手帕。
校方會就以上兩個提議作跟進。
6)
「流感疫苗接種」服務
鑑於近年流感嚴重肆虐孩童，當家長從「自行疫苗接種」這途徑作預防，卻往往遇到疫苗短缺
的困難。故此，會內委員們均提議校方提供自願性「預防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給校內學童，讓
學生對流感的抵抗能力增强，亦可減低校內傳疫之風險。校方承諾來年會參與衞生防護中心推
行的「學校外展疫苗接種先導計劃」，在校內提供「預防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給商小學生。
7)
老師請假的替代安排
為確保「教與學」的過程暢順，學生的學習效果不會受老師請假的替代交接程序影響，會內委
員提議校方進一步強化老師請假的替代安排和交接，避免產生資訊和運作混亂的情況 。校方
答允會就這提議作進一步檢討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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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影樹紅艷脫落，秋菊
盛裝出場，小一的新生們亦正
式開展他們的「小學成長」之
旅了。喜見孩子們經過「適應
班」的
洗禮
後，

迎新與定向

對學習新環境的緊張和惶恐漸
漸消散，並能以愉悦和興奮
的心情來迎接新的學習模
式！
還記得在「小一家長
會」內，各位老師悉心地
為家長們介紹課程的各重要
事項和學校文化，讓家長能盡
快適應「商小」之教學模式和
特性，以輔助孩子們順利過度
到這新的學習階段。

或許家長們懷著「望子成
龍」的期盼，會構想如何「催
谷」孩子，使他／她能「名列
前茅」。縱使期盼未必一定能
實現，父母們亦不願看見孩子
在學習路上遇到任何挫折或
「失敗」。家長因背負這包袱
於

於心內，過分鞭策孩子學習，
導致親子關係破損。這現象確
實並不罕見啊！在那刻，黎校
長充滿哲理的分享，正好提醒
家長應抱持另一種心態來扶助
孩子成長。當中，他道出「孩
子可以在學習上有些挫敗，但
他不是一個失敗的孩子！」這
句精闢的話語，便是要讓家長
們明白每個孩子也有其才華和
特性，世上根本沒有一把可量
盡天下孩子成敗的尺；正如我
們很難，亦不應該用「視力之
好壞」來量度瞎子的成就呢！
許多時候，孩子們根本上並沒
有失敗，只是父母和老師用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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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尺子來量度，才導致孩子的
成就被漠視和才華被活埋啊！
從正向的維度想，每個人只要
能依據自己所擁有的才華、找
到

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和角色，抱持
敬業和樂業的精神，亦可以發熱
發光，為社會的福祉作貢獻。
這已不會是一個失敗的人啊！
迎新過後，小一新生正式
開啟他們小學的第一天
課了。面對孩子踏入
新的學習階段，家長們
或許亦會懷著戰戰兢兢
的心情對孩子多加叮囑。
唯恐孩子在新的學習環境內
有所閃失。在不覺間給孩子帶
來不必要的壓力。幸好，在一
年級的
開學早會
上，

黎校長
通過分
享「Mo仔」的故事，勉勵這群
初到校園的幼子，對一切新的
事與物都要好奇地探索、提問
和勇於嘗試，以豐盛他們的學
習，並讓校園生活變得多彩！
寥寥數句已為這群學子所應抱
持之學習態度定下方向。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這話說來
有點「土氣」和「老調」，但卻切
實地道出人類這一特性。不論是
培植一棵植物，或飼養一隻寵物
也好，甚至是自己所擁有的物件，
只要曾對這「物」有所付出，當分離
之時，也可能會有所不捨；面對經歷過
學生成長的師生情，這份不
捨，更來得濃烈呢！縱使學
生們朗讀的「致謝詞」或許
曾經過雕琢，但這群小伙子
所滴下的眼淚卻表達出一種
來得「最真」的感恩啊！這
份真情的表達，顫動著參與
者們的心弦，令在場人士紛
紛對這「感恩之情」發出共鳴
的反應；當中校監亦因感應到
那份「真情」而流下男兒淚
呢！

百感交集！或許「理性」會提
醒我們
要以「平
常

心」面對別離，但這份對學生
情感的妄執，卻是推動教者用
「愛」進行育化的泉源，也是
老師願意作出犧牲的動力，從
而贏取家長和社會對這專業的
尊重。正因如此，但願這種妄
執永遠存在於每位老師的心
內，讓教者之愛恆久溫暖學生
的心靈，讓老師的教化永遠守
護學生的身旁，使他們一生也
行走正道，並終生踐行黎校長
語重心長地贈予畢業生的寄
語：

作為教者，每年看着畢業
生們踏出校門，各自轉向自己
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心內也會
百

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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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過後，同學們也
找緊最後機會，與老師和同學
們相聚和暢飲一番，期望為自
己這一段學習成長的旅程，劃
上一個歡樂的休止符。故此，
同學們紛紛參與了家教會籌辦
的畢業晚宴。

這活動的另一 個焦點，要
算是歡送蕭副校榮休了。各人
也爭取機會，紛紛與蕭副校拍
照，希望通過相片尋回和留下
往昔跟蕭副校一起走過的歲月
回憶。

當晚，筵開三十席，座無
虚設。在兩位風趣的老師司儀
帶動下，愉悦的氣氛充斥着整
個會場！

這活動其中的一個焦點，
當然是落在畢業生的身上吧！
每班畢業生順
序地走到台
上向他們
的班主任
表達感謝
之意；他
們對老師
的表白，再一次激發老師們的
淚水，場面確實感人！就算是
多年來在閃避球場上獨領風
騷的樊Sir也被學生們的真
情降伏，心內對學生的情感
再也壓制不住，以男兒之淚
作回應呢！

這位苗場的農夫，付
出了自己一生的青春、汗
水、愛心和專業精神作泥
土和肥料，盡心地栽培和
保護無數顆的青幼苗，讓
他們茁壯成長。許多當年

天真爛漫的小伙子，憑藉蕭副
校的育化，現在已踏足社會，
造福社群了！同事們當晚送上
的一束花，對這位農夫而言，
實在是別具意義啊！
今年的家教會聯歡和畢業
晚宴還加插了「畢業生家長獻
唱」環節。一群畢業生家長自
發地組織起來，憑歌寄意，利
用歌聲和歌詞的傳送，表白他
們對孩子無盡的愛意！聽著他
們唱「活著是永遠尋求，每個
際遇要安心靜候；路上或許多
引誘，愛意決定你想施或受；
人成長總有一些起跌，不要徬
徨，長路裡有我在背後！」不
少在場的參與者也被歌聲樂韻
中的情感所牽動。
在表達「父母的愛」之
餘，這幾句歌詞亦是父母們對
孩子們的訓勉，要他們洞悉
「終生學習、隨遇而安、行走
善

善道和領受親愛」的哲理。或
許孩子們現在未能理解這番心
意，但願他們在可見的成長路
上，能與父母一起用心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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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學校發展計劃家長會

Therl
每年開學期間，校方也
會舉行一個家長會，介紹
這學年校方在「教與學」
上的重點和校政上的主
要事項。今年當然也不會
例外吧！由於在這家長會

內所獲取的資訊，對扶助孩子
學習極為重要。故此，無妨與
大家分享會內的一些重要資
訊。有別於往年，學校今年分
別由三位副校長牽頭的三支團
隊負責處理校內不同範疇的事
務

隨著現代化、科技化和電
子化的浪潮席捲全球，人們的
思維和生活習慣也深
受這股浪潮的影響。
年輕的伙子們銳意跳
出傳統和父母輩們的
「束縛」，力求以科
技為自己另創新的生
活模式。就連孩童們
的玩樂也為科技所主導。許多
傳統的民間藝術和技術，因趕
不上

「科技化和現代化」的列車，
慢慢被人遺忘，甚至失傳！比
如昔日航海必需要懂的「六分
儀定位法」被現今的「電子導
航」系統所取代；再者，試問
現今的木匠又有幾人能駕馭
「板鋸」呢？

然而，那些藝術和技術是
我們的先輩累積數百，甚至千
年的人類智慧孕育而成的，定
必有其存在的價值。故此，
「文化傳承」並不是一個與時
代脫節的詞彙，而是一項保存
人類智慧的一項重要工程。
在商小的校園內，這項工
程通過家長義工的分享而得以
展開和進行。這次，家長義工
們 便 藉 著 教 授 校 內 的 JPC 團 隊

務。會內介紹了各團
隊老師成員所負責的
部分。日後，家長們
如需要尋求校方協
助，便有「對」的窗
口了。
當然，成績並不
是校方的唯一焦點；
培育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和正
確的價值觀，亦是校方非常重
視的範疇。故此，黎校長在會
內分享了「打造自己人生」這
課題；當中的精髓，很值得在
此跟大家分享呢！

扭氣球的活動，把這門技巧傳
承到下一代。
這群小伙子既投入
學習這門技巧，亦享受
這過程呢！其實，傳統
與現代並不是對立的；
它們既可兼容，亦可共
冶！只要孩子們能洞悉
這真諦，兼收並蓄地學
習不同的東西，他們的世界和
人生將會變得更豐盛和多彩
啊！

隨著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開通，人
們的焦點也落在這些基建成果上。討
論和關心的議題也是圍繞着這些成果
所帶來的好處。但當我們享受成果之
同時，大家有否
想過造就這成
果背後，其
實是要倚靠
着無數人的默默付出呢？
大家曾否以感恩之心向那
群無名英雄說聲道謝呢？今
年在商小有蓋操場進行的「派發
福袋」活動，正好體現了這種
「上善」精神！早於一星期
前，由參與活動的師生、工友

和家長義工組成的「商小大軍」
已齊集於校園，為這項活動展
開事前準備工作了。
當天清早，這支「商小大軍」
便忙碌地擺放長檯和物資。商小的有
蓋操場頓然變成工
廠；剎那間，一條
物流和包裝生產線

便呈現於眼前了！各人亦已按
照事前計劃的安排，堅守著自己
的崗位。他們萬眾齊心，把一
個個紅色的「福袋」盛滿物資
備用。這支軍隊付出了他們的時
間、體力和汗水，老師們更放下身
段，充當包裝工人和雜役；他們全無
私慾，一心只想
為人間送暖!孩子
們深受師長們身
教的影響，大家
也摒除了以自我
為中心的私利心
態，全情投入協 7

助師長運送和存放福袋。這支
軍隊默默地付出，盡顯
「為而不恃，為而不
爭」之高尚玄德！
「上善若水。水善
利萬物而不爭，
處眾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這並
不是甚麼高深難為
的哲理；只可惜人們
迷執私慾和名利之虚
妄，吝嗇自己所有，
事事講求回報，導致
人的率性慘被冷漠不

福
袋
盛
滿
人
間
愛
。

萬
眾
齊
心
物
資
載
，

師
生
行
善
名
利
泊
，

商
小
教
化
除
私
害
，

仁 的 霧 霾 吞
道難以顯揚！
德性的培育應
「處下不爭」這
小三年級的
「派發福
予學生機
自己的行
善若水」這

噬，玄德之
深明
從小開始，因此，
課題便被納入在商
課程之內。這個
袋」活動正好給
會，讓他們通過
為 為來領悟「上
哲 哲理啊！
十月二十七日早上，老師們已忙於擺放
檯櫈和設定區域，為當天的「派發福袋」活

動作好準備。當活
動開始後，這支「商
小大軍」便殷勤地接
待來領取福袋的長者。
他們不但沒有抱
怨，反而享受着
行善的過程。或
許，長者取得福
袋後掛在臉上的
笑容已是軍隊期
盼的最大回報了！

2018－19年度家長會暨家教會會員大會
發揮創意的機
會。無論種植
創意(Creativity)、
的結果如何，
溝通(Communication)、
只要孩子們能
協作(Collaboration)、
專注於其行動
明辨思維(Critical Thinking)、
的過程，他們
品格培養(Character)、
的知識已有所
公民教育(Citizenship)。

6C能力

早上起來，一陣陣的寒氣
從露台穿過花窗迎面撲來，令
人為之抖震；這意味着本學年
的第一個學段已步入尾聲。校
方亦安排了家長會提供相關
資訊，讓家長們能更有效地

增長，智
提升；成
根本不
反

舉辦一人一花的目的






訓練學生紀錄及觀察能力；
培養學生栽種植物的興趣；
培養學生愛惜花草樹木；
增強學生對綠化生活的意識；
讓家長與子女一同經歷種植的過程，
從而增進親子關係。

慧亦有所
敗得失
重要。

慢慢地培養和建立起來的。只
專注於應試而忽略享受生活中
的

的體驗，孩子們只會變成一部
善於考試的機器，而難以發展
成一個「全人」。那麼，成績
結果的成敗又有什麼意義呢？
輔助孩子應付臨近的考試。適
逢今天也是家長教師會新一屆
委員的選舉日，不論是考試或
是選舉的戰火氣息，或多或少
也從人們臉上散發出來。可能
這是上蒼的安排，祂通過今天
兩會的旋律，要我們洞悉「享
受過程，不必介懷結果」的哲
理。在介紹「一人一花」這環
節中，黃老師為了要掃除過往
家長們對栽花成敗的憂慮，强
調這活動的焦點只放於在過程
中的學習和體驗，要孩子們學
懂享受栽種植物的過程。回看
這活動的目的
是希望孩子們
通過自己的行
動，發掘和體
驗一些大自然
的法則，從而對生命產生點滴
的領悟，並為孩子們提供一個
發

反而過
分注重
結果，不
但會令孩
子們產生
不必要的
壓力，而且
易於忽略在過程中的變化，對
孩子們的學習並沒有好處啊！

同樣地，校長的分享
亦奏出這兩會的主旋律。
他强調考試分數的高低並
不能反映學生「6C能力」
的强弱；因為這能力是要
在生活和學習的過程中，

當然，這主旋律也能從六
位朗誦表演者的表情中呈現出
來。他們忘卻自己表現的得
失，亦沒有比賽成敗的壓力，
盡情地演繹故事中的內容和意
境，享受着表演過程中的樂
趣。在那刻，「結果」佔據不
了他們世界內一點兒空間呢！
甚至，家教會委員的參選
者亦能放下選戰得失的包袱，
享
享受上蒼賜
予給他們的
這分「相識
相聚」緣！
這兩會的整
個主旋律，清晰地給了我們
啟示，要我們明白「懂得享
受過程」要比「著眼成果」
來得實在和有意義的哲理！

心聲共鳴
As an English Teacher, I have often been asked
by parents how their child can improve their English.
My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 ‘reading’. Reading is
a very important skill that every child should master.
Reading is ultimately the foundation of learning.
4)
There are endless benefits of reading. Here are
few I have listed below.
1) Reading can help expand vocabulary. While
reading, children will come across new words
or phrases which
they will learn
unintentionally. Children stories are often
written where words or phrases are recycled
throughout the text so kids will see the words
or phrases being used similarly in different
sentence patterns. This in turn widens a child’s
vocabulary as context will be given to its
meaning.
2) Reading promotes independence and selfconfidence. When children start to master the
skill of reading, they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and also more confident as there
is a sense of achievement that they ‘can read’.
This will also instill a love of reading. Whether
your child is a beginner, an advance reader or a
child who is just starting to learn to rea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them. To do this, it is best to start
with a simple text and short sentences patterns
books that they feel comfortable with.
3) Reading enhances a child’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s it forces the child to imagine and
picture
《納尼亞傳奇》
故事主要講述四個小孩：
彼得、蘇珊、愛得蒙和露西通
過一個衣櫥來到納尼亞的世
界。在那個國度，他們遇到了
獅王阿斯藍，牠充滿了智慧、
仁愛、榮耀及正義。牠帶領著
四個純樸的孩子們對抗邪惡勢
力，保衛納尼亞王國。故事中
傳達了彼此的愛、勇氣、信心
及希望，那些是今日社會所需
要的正能量。
回應： 從一個三年级學生口中說出的簡單一句
話，正是對整個成人世界的當頭棒喝呢！ 10

5)

picture what he/she has read as words from the
story help him/her to paint a picture in their
heads.
Reading can help children learn about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of books that will interest any child. Whether it
is fiction (stories from imaginative text) or
non-fiction (factual or informational text),
when children read, they will be able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about things around them that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experience first-hand.
Reading improves grammar and writing
skills. As children learn to read, they can see
how sentences and words or phrases are used.
They can also see the purpose of the text and
will be able to reciprocate a similar text for
their own purpose. This also helps them with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written text is also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skill children will need
to develop in an ever-changing society we live
in.

To start a reading habit with your child, all you
need is to spend 5 to 10 minutes a day with your
child by sharing a book together. Choose a book
your child can read, read it to your child first then
get your child to read it back to you and help when
he/she is stuck on a word. Finally, discuss the story
with your child. Make it a fun daily activity!
Miss Jessica

『以銅為鑑，可正衣冠；
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
鑑，可明得失。』這三面鏡我
們小時候已耳熟能詳，這代父
母都非常慷慨把這三面鏡借給
他人，毫不保留。從父母們力
促教育局正視學童輕生問題可
見一斑。
「小學生哭訴壓力大」等
文章，最近又再被熱炒，臉書
上更曾被「洗版式」分享。那
麼說，香港家長關注學童壓力
實不為過，若說他們都關注自
己“子女”壓力卻言過其實。
同情別人子女壓力大的父母比
比皆是；認清自己是施壓者的
父母卻寥寥可數，抗議聲、問
責聲直指學校。
當矛頭指向辦學團體前，
有否先撫心自問：
有為得到耳根清靜而使用
電子奶咀嗎？
有為嬰幼兒因觀看電子媒介
後，把英文歌或英文拼音琅琅
上口而自豪嗎？
空一
和所
想教
飛育
的的
夢殿
想堂
。，
會
帶
給
孩
子
一
個
絢
璨
的
天

《始作俑者》
有為子女早早報讀各式各 等待爆破。到父母察覺時，已
樣的功輔班、學術班，致使子 為時恨晚！屆時大眾矛頭又是
女對學校將要教授的課文背誦 針對學校，為父母的卻孑然一
得滾瓜爛熟而沾沾自喜嗎？
身。
有 為 子 女 入 讀 “so-called
應知道學校也是個機構，
精英班”而四出搜尋靈丹妙藥 收 生 擔 子 少 不 免 落 在 老 師 身
嗎？
上。父母以小學升讀熱選中學
有 問 過 子 女 “ 你 快 樂 人數往績作選校意向；以升讀
嗎？”
大學人數的數據為選中學的排
父母為了贏在起跑線，便 名。學生的成績也就成了老師
以 責 罵 ( 更 甚 者 打 ) 使 子 女 達 的業績，老師的業績牽動著學
標；或早早灌輸小孩不停學習 校的存在價值，為了迎合時下
是 人 生 哲 理 ， 補 習 、 學 術 輔 家長要求，老師、學校只得穩
導、課外活動排山倒海，愈早 中 求 勝 ， 秉 持 功 課 多 、 考 卷
報讀愈好，甚至要「贏在懷孕 深，否則遇上虎爸獅媽時，又
前」。孩子因受掣於權威而默 被 抨 擊 功 課 少 、 考 卷 較 他 校
不作聲，乖巧的視父母目標為 淺 。 父 母 焦 點 都 放 到 成 績 表
自己目標，隱藏本心，壓抑創 上，鮮有費神於小孩心靈中。
作 ， 生 怕 多 做 多 錯 、 小 做 小 供求定律，學童輕生屬誰所使
錯，倒就不做不錯；反叛的常 然？請自省而後省！
令父母感恨鐵不成鋼，卻「愈
打愈精壯」，父母再怎武刀弄
高絲拉
槍也難以令他馴服。這樣的親
子關係下，輕則棒下出啞子， (寧做思想簡單正面的師奶，勿
抗拒溝通；重則孩子積聚壓力 做破壞親子關係的哥斯拉。)
等
於一
一年了，蕭進來了商小一年了，感恩他遇見
一間
的每一位老師和同學，讓他從擔心、害怕中找到
紙製
的造
了家的感覺。他愛上了商小，在商小茁壯成長。
成「
記得剛轉校來商小時，遇見林浩瑋老師，她
績精
無微不至，家長的擔心，她一一解答，願意聽我
單英
們的分享，願意解釋一切顧慮。林老師帶給蕭進
；」
的
的安全感，讓他更快樂適應了轉校的變化。適應
工
後他找到了快樂、朋友，也愛上了
廠
商小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每一項
，
活動他都很投入，那裡有無限的發
只
展空間，更有老師的愛。
會
讓
轉校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挑戰了全家人的擔
孩
心。這一次，我們的選擇是對的，感恩商小，感
子
恩校長、老師、同學。
聚
焦

時光飛逝，隨著我們迎來《齊
明》一週歲生日的同時，軒軒你也已
步入小學生涯的一半歷程了。時間過
的真的好快，想當初那個害羞拖著爸
爸媽媽的手走進校園上一年級的你，
如今已是一個四年級的小哥哥了呢！
回想你第一次做班長，當老師的小幫
手；第一次做愛心天使，幫助剛剛進
校園的學弟學妹們；第一次參加校園
小義工，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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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人！每次你很樂意與我們分享其
中，大家也都看到你的進步！在老師
們的眼中，你是一個樸實、善良、很
熱心的孩子，也很感謝這幾年來所有
老師對你的信任和教導。你真的長大
了，爸爸和媽媽也看到了你每一次的
改變和進步。希望今後的你健康快樂
成長，繼續堅持你的夢想，常懷一顆
感恩的心，做最好的自己，加油！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看到媽媽埋首苦幹的女兒說：「我都要幫《齊明》手。」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就教我
們需要反思「言教重？還是身教大？ 」

2C 黃羨彤
媽媽心語：謝謝你憑畫寄意！我們的愛有傳達給你嗎？
回應：孩子們通過不同的渠道和形式向父母傳達他們的心聲；作為父母的我們又有否
把我們對孩子的愛清晰地傳達給他們呢？

「成長中的寶貝」
今日又提筆，好
似千斤重，心情沉重
又複雜，但我必須接受現實。
首先非常抱歉，真的很慚愧，
都是我失職，教導無方，令老
師、校長費心費神，實在對不
起！因寶貝闖禍了。
眨眼間，寶貝已升讀小五
了，這可是關鍵時刻，相信媽
媽們和我都是一樣的心情，緊
張擔心，面臨着要考第一次呈
分試，學科分數非常重要，可
品德、操行同等重要。作為剛
步入青春期的寶貝就送了份禮
物給我，震驚，在上課期間的
不良行為，破壞課堂秩序，帶
來不好的負面影響。不久，便
接到學校來電約見家長，寶貝
慌神害怕了，知道這件事情隱
瞞不了了，於是告訴我事情的
經過。當我聽完很是生氣，問
她為什麼會這樣，她哭著對我
說不知道，就以為是好玩，出
了

了下風頭還不知道情節嚴重
性，只能說當下我被她氣得只
有吐血身亡的份，平時的教導
去了哪裏？由衷希望她能做個
心善正直、尊師重道、常懷感
恩之人，這樣的行為辜負了身
邊支持愛錫她的親人、老師及
校長，倍感失望，再次對不
起！她不知道有些錯誤是可以
致命的，代價是自己承受不了
的。
冷靜想想，還是等見完老
師了解清楚整件事情再作打
算。不出所料，在校了解的情
況真的是無法相信一向乖乖
女，怎麼就會變成這樣了呢？
老師好有耐心，細緻地幫我分
析寶貝犯錯的動機和她的情
緒，是不是我做媽媽的忽略了
她的感受？細心想想，我都有
錯，兩人溝通得不愉快，應該
好好的引導她，多點談心，溫
柔多一些，而不是一味嚴厲的
管
《商小方舟》

管教，使得她承受我帶給她的
無形壓力而慢慢地變得也開始
反叛。希望媽媽們別犯我同樣
的錯！感受到老師、校長都用
心良苦，不言放棄的幫助寶
貝，給她一個改過自新的機
會，還愛心包容接納。在這
裏，我和寶貝都非常感激老
師、班主任、朱副校及黎校長
的栽培之恩。希望她會經過今
次教訓，好好學習做人的道
理。好感恩能成為商小這個大
家庭中的一員。
孩子，犯錯了，真心悔
改，接受自己的缺點，認識自
己的不完美，慢慢在成長中完
善自己。一位位老師就是妳人
生大道中的一盞盞明燈，大膽
前行，同時祝妳能擁有一個精
彩豐盛的人生。
媽媽永遠愛妳！努力、加
油!!
媽媽

商舟上，人人都帶着傷。
我，有別於一般傷者，只覺得
自己帶著疤痕罷了，健步自如
的我應會擔當這船的服務生。
至於其他傷者，有的坐着輪
椅；有的撐着拐杖；有的需要
倚著欄杆才能走路，他們判斷
自己終身不良於行。更有些人
知道自己確受過傷，但傷不影
響生活，他們知道療傷方法不
外幾種，上船不過一看無妨
吧！
就這樣，這艘船起航了！
載著各傷者駛出海洋，駛到一
處我們認為憑自己力量根本不
能到達的地方，更遑論看日出
呢！
起航時，各傷者忙着打量
其他傷者，船上鴉雀無聲，無
人願意提及自己如何弄傷。直
至船長播放安神的音樂，好不
容易才勉強劃破寧靜。航行
間，有人暈浪了，更有人因船
的搖晃而弄傷舊患，船就在瀰
漫呼喊聲中行駛。
我深信體魄強健的我不會

暈浪，也不會有傷口因碰撞而
復痛，故很想擔當救護角色。
然而，兩位船長的非凡洞察
力，早已看破我衣服也不能遮
蔽的滿身傷疤。自以為樂觀的
我勇敢地把傷痕一一展現及闡
述，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
不止有身上的瘀傷，更有我長
年忍痛至習以為常的內傷，原
來它就是困綁著我不能攀山涉
水的絆腳石啊！巨浪一翻，我
嘔吐大作，這一吐讓我身輕如
燕、不再步履蹣跚。
藥到病除的我這一刻真正
有力量成了船上的服務生；一
個個的傷者漸漸樂於讓人觸碰
傷口、對症下藥。正因我們都
變得
勇敢，不畏
巨浪，
船長非常安
心
地把船駛往
幸福島。
在那裡我
們看到人生
最美的日出。
回程時，船上更盛載了滿滿的
寶物——珍貴的友誼及育苗的

良方。
感謝船主借出方舟，並答
允船長可以只載成人而非孩童
(在重量限制下，一船可載的孩
童遠比成人為多)，可登島搜瑰
寶的人數便大減。然而，獨具
慧眼的船主和船長深明獲取寶
物的成人能惠及的小孩可是幾
何級啊！
當各船員都能面對過往傷
痛，不再將兒時受到的體罰、
辱罵、冷待、強制、誤解等施
之於下一代，家長和兒女的壓
力自然迎刃而解，教養問題得
以順暢。
船長和方舟，每所學校都
有；果敢明智用於家長的，商
小首創。資源運用得宜，確能
事半功倍。
這次滿滿的收穫讓我更確
定拒絕「代代傷傳」不單是
對，更能推己及人、惠己惠
人。
給面對育兒難關的父母們
高可仁

孩子，你好：
隨著電子科技年代的來
臨，用傳統書信方式作溝通已
漸趨式微了。但我卻很想通過
這溝通的渠道，為我在這學段
之初對你的訓斥向你作道歉。
還記得當日只因你說了「精英
班」這一個稱謂語，我便對你
作出指責，並著令你往後不能
再用這稱謂，而要用「普教中
班」作取代。看著你當時一面
無奈和無辜的表情，Daddy既心
痛亦內疚！但我實在不想「精
英」這心態被植入你的思維
內。因為它是產生自滿和傲慢
的催化劑，對你求學和做人也
是有害無益啊！事後回想，
Daddy在處理這件事上，實在不
對。我應該心平氣和地跟你分
享而不是訓斥。因為你在那
刻，只是隨著別人所說，腦海
內並沒有清晰理解「精英」這
稱謂之問題所在呢！當時，因
自己對你的憂慮而動了氣，
Daddy實在不該。故此，Daddy
應為自己那不對的做法向你道
歉！這亦證明在陪伴和扶助你
成長這方面，我亦是一個學
生，需要不斷學習和改善啊！
回說「精英心態」這問
題。首先，你這階段的學習，
只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第一
學段已經結束了，我和我們班
的孩子們也從互不認識到彼此
熟悉。每次走進教室，這些小
精靈們都會熱情地叫我趙老
師，還會別出心裁地把「老
師」的「師」字拉長音。每當
此刻，我就覺得做老師真是一
件幸福的事，有這麼多孩子發
自內心地喜歡自己。
看著他們，就好像看著一
株株生氣勃勃的小幼苗，而我
就好比一位農夫，要學習用不
同的方式去照顧每一株植物:長
得「張牙舞爪」的就得剪掉多
餘枝葉，蔫巴巴的就得及時給
予水分和營養，不結果子的就
得好好地翻翻土……
今年我們班上來了一位
「小少爺」，這位「小少爺」
平時比較自我，大多都是關心
自己的事情，較少去理會班級

只是在浩瀚學海的最外圍初作
窺探，如何談得上是「精英」
呢？若這種心態被植入於你的
思維內，你便會變得剛愎自
用，不能虛心向學和不恥下
問，最終只會自封求學之門。
那麼，你又如何能建立起如汪
洋般的胸襟，廣納百川，並在
做學問的過程中，去妄尋真
呢？
或許在你說「精英」的背
景下，這稱謂只是一個相對性
的概念，但這想法更為糟糕！
須知天下之大，能人眾多，值
得向其學習者，比比皆是；單
憑考試成績，便自誇為「精
英」，心存優越，只會讓自己
變成一隻「井底之蛙」！還
有，貪戀「精英」這虚妄的心
態，將會令你只著眼於分數之
高低，而忘卻探求學問的真
諦。這樣，你便會深受「應
試」思維所荼毒，永不能開啟
「為道」之門啊！
再者，在為學這範疇內，
若以成績作為分野「精英」與
否的標準，已是一個概念的謬
誤了。「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為學的主要目
的，是要尋回我們那顆善心，
讓我們能行走善道，造福社
群。
事務。我一直都覺得有必要在
他頭上「修剪」幾下。有一
天，這位「小少爺」在課堂上
搗亂，我處罰他午膳時間要幫
忙清潔課室，排好所有的桌
椅，彌補自己的過錯。這位
「小少爺」雖然是一萬分的不
樂意，撅著小嘴巴，一副氣呼
呼的樣子，可是他還是完成了
任務。
這件事過去沒多久，某天
中午，大家都在吃飯，他突然
走過來跟我說:「老師，地上有
很多垃圾啊，我想把它們撿起
來！」當時，我實在感到很意
外:這樣一個平常不會理會其他
人的孩子，已經在慢慢地學習
關注身邊的事情了。看著他用
垃圾鉗把地上的紙碎一一拾起
來，我很感動，「小少爺」開
始長大了，這是一個多麼令人
欣喜的轉變！

群。因此，我們所獲取的知
識，只不過是用作幫助我們行
善的工具罷了！若然，我們以
工具之多寡作為辨識「精英」
的界線，這不是偏離「精英」
這概念的意思嗎？ 退 六 低 手
試想想，許多擁有 步 根 頭 把
原清便青
豐富知識的人也走 來 淨 見 秧
上了歪路，禍害我 是 方 水 插
為中滿
們的社
會。難 向
前道天田
道這些
人還稱 。 ， ， ，
得上是
「精英」嗎？回看近
年，某些大學生態度惡劣、惡
形惡相、行為粗鄙，並屢次冒
犯和禁錮校內的教職員；他們
曾幾何時也是在公開試中考獲
較好成績的伙子，試問他們應
否被冠以「精英」之稱謂呢？
孩子，Daddy希望你通過閱
讀以上的分享，能洞悉抱有
「精英」心態之問題所在，並
引以為戒；亦願你明白Daddy對
此之憂慮。孩子，期盼你秉持
「上學為己，下學為人」的哲
理，並淡泊誇譽之虛妄，在書
山學海中體驗沿途風光。
祝
平安喜樂

靈魂爸爸書
2018年11月15日
其實打掃課室是一件很小
的事情，但是好的品質就是在
一件件微不起眼的小事中慢慢
培養和建立起來。由此我想到
了現在很多的孩子，他們並不
是天生的「公主」、「少
爺」，有時我們可能認為他們
太小做不到而取而代之，又或
者覺得孩子只要學習好就行，
其他的生活細節做父母的替他
們打理就行……孩子們也因此失
去了一個個學習和訓練的機
會，漸漸地習慣了被人服侍，
認為自己是需要被照顧和關心
的對象，而失去了主動服務的
精神。所以，我這些大人盡量
不要替代孩子們，放手讓他們
去嘗試，我相信他們會在學習
做的過程中培養做事的能力和
良好的品質。
趙洋老師
2018年11月26日

機械工場
回想起自己小時候，曾經從父母接受怎樣的
教育。父母不停叮嚀自己，必須要有好的成績才
能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才能有好的生活。但
小小年紀的我對這些忠告無動於衷，滿腦子都是
對世界的幻想、好奇、期待，有著天馬行空的夢
想。
我要當畫家！冒險家！小丑！
「你想畫畫？不行！孩子，工作的時間不能
畫畫，畫畫只能是興趣而已。」
「你想去探險？不能！孩子，工作沒有那麼
多時間給你去探險，而且探險不能賺錢養活。」
「你想當小丑？不好！孩子，這只是娛樂大
眾的，不是正式的工作。」
「孩子，將來你會如爸爸媽媽一樣，每天上
班工作，努力賺錢，成家立業。」
在社會工作的年月，發現當初父母對自己的
忠告，都很符合這個社會的生存規則，兒時的夢
想變得不值一提。但是，已為人母的我，也想孩
子擁有更好的未來。對於孩子該有什麼期望，穩
定工作？富有？除非我的孩子想當一個機械人，
否則我相信他不會期待這樣的人生。
加彼
孩子，你好：
當你品嚐了三年幼稚園模
式的學習生活後，過去的兩個
多月，要算是你成長的一個重
要時刻。因為幼稚園模式的學
習，為你開啟了明德之門；現
在你進入小學階段，亦正式踏
上格物之路了。Dad明白你從一
種「不着重學術知識追求」的
愉快學習模式，過渡到現在的
「課程式知識吸納」的學習模
式，在適應這維度上，確實是
你的一種挑戰！在這段期間，
Dad亦感受到你所承受之學習壓
力。故此，Dad常常勸勉你，要
學懂享受學習的過程，不要聚
焦於成績和結果。縱使如此，
Dad亦想讚賞你在這段期間的學
習表現。期盼你能堅持自己這
種認真的學習態度、對追尋知
識的渴求和對學習的責任感！
當然，我們亦要感恩，你能遇
上一隊疼愛你的老師團隊。通
過與他們交談，我感受到他們
也肯定了你的學習表現！

回顧過去四年的小學生涯，最令我難以忘懷
的活動是我在四年級上學期秋季參加的《代代傷
傳》親子日營。那個活動是由社工林姑娘和趙姑
娘在校內舉辦的，當天正好是學校的教師發展
日。
當天早上八時半，我們一家四口便到達學校
進行親子活動。第一項活動是「五味遊戲」，首
先是父母被蒙上眼睛，由子女餵送甜、酸、苦、
辣和咸的食物，讓父母猜猜及寫下感受；第二回
則子女和父母調換角色。我最深刻是自己和父母
吃蕎頭時的樣子，十分有趣！
午膳我們是以自助形式進行，除了五穀類、
肉類和蔬果類，竟然還有我最愛吃的啫喱等甜
品，我吃得十分滿足！
下午是親子分組在有蓋操場繪畫一幅超長圖
畫，工具物料不限，包括我們的手掌和腳掌都可
以點上廣告彩印上畫中。圖畫是根據趙姑娘說的
天氣變化故事自由設計的，我覺得很新奇！
活動在下午四時半結束。我很喜歡兩位社工
為我們悉心安排。五味代表人生的喜、怒、哀、
樂；風雨畫代表人生也有風浪，但有父母和我們
一起勇敢面對。那天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呢！
一家四口的哥哥

雖然個別老師對你班內同
學較為嚴謹，你應正面地理解
老師的用意。所謂「愛之深，
責之切！玉不琢，不成器！」
這種「嚴謹」，其實是體現了
老師對你們的愛呢！
另一方面，你亦需要對老
師的嚴謹多作體諒。作為教
者，如何在「知識的傳授」和
「培育學生對學科的興趣」這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這本身便
是一個具有難度的挑戰呢！若
側重前者，學生對學習該學科
的興趣便會磨滅，因而卻步於
對這種知識的追尋；若側重後
者的話，則會易於令學生忽略
嚴謹求知的學習態度。老師往
往要在這鋼線上行走，偶有失
衡是可以理解的。故此，我鼓
勵你利用這機會建立自己包容
的胸襟！
再者， 老師雖然嚴謹，但
從來沒有向你責難，還對你信
任有加！正如daddy跟你分享，
縱使你沒有犯錯，仍是要跟大

家一起受罰；這是老師的苦
心，要你們學懂，個體要為團
隊的行為負責。這分承擔是每
一位領袖都應該建立和具備
的。因此，用「公平」這維度
來考量老師這行為是不適用和
不適當的。同時，亦要你們洞
悉，個體的行為是會對他人構
成影響的；個體不當的行為，
將會令他人受害。因此，老師
此舉是要你們明白「三思而後
行」的哲理啊！
我很感恩地看到，在這次
考試過後，你因學習而產生的
焦慮和壓力驟減。你對掌握這
種學習模式的信心亦增加了！
期盼你適應過後，可盡情地暢
泳於這浩瀚的學海中，亦願你
能感受到父母時刻也是在你背
後給你支持和愛！
祝願
平安喜樂
Dad
2018年11月26日

每天早上和下午、上學及放學時，總會看到
一幅幅老師、學生及家長們的一舉一動的圖畫，
大家都為學校生活而出力，讓整個校園都有秩序
地運作著。學生們也可培養出他們對學校的參與
和歸屬感，實在是充滿活力和生氣。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小女在商會小學讀了四
年。回憶那年，小女從幼稚園升上小學階段有點
不習慣，環境轉變對她帶來不適。那時我認為過
了一段時間她會適應學校生活。
某一天，學校社工林姑娘打電話給我，說小
女在學校很不開心！問我家裏是不是發生了什麽
事情。聽到她對我說的一番話我真是感動！她關
心所有學生和家長。
記得小女就讀小一和小二那年，家裏發生了
很多不開心的事。當時我很煩惱！林姑娘幫我解
決了所有事情，聆聽我心中苦惱的事。每次向她
說完不開心的事，我內心都很舒服。其後，她介
紹我去參加一個小組。我在小組聽過其他組員的
分享後，知道怎樣同囡囡相處。
林姑娘和各位組員影響了我，我就影響了小
女。我和她關係改善了，真是很開心！我見到囡
囡笑了，而她在學校有什麼趣事也會說給我聽。
自此，我明白了有美好心情的媽媽才會有願
意溝通的子女。我希望藉分享我蛻變的經驗，推
動各家長先照顧自己的內心，方能有力量扶持下
一代。
櫻桃

姜凱晴 3D

一直以來，我對商會小學各位老師盡心的教
學態度以及學校的家教會維護學生權益的努力，
令到每一個學生得到充分的學習，心存感激！祈
盼老師們及家教會再接再勵

回應： 孩子心中的簡單事，卻是父母眼中的艱
難事！

本人感覺時間真的真的過得很快， 而且是
好像有點不知道去哪了。在上幼兒學校的時候會
有個想法，就是什麼時候才會寫字、認字、說字
和想字， 還有就是穿衣服、鞋子等等……。 忽
然間孩子們越學越厲害，懂得了很多東西和做事
情的動機和想法。然而家中的長輩， 我就覺得
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角色，儘管他／她是博士
或農夫或文盲都有可能導致當事人的做法和動向
以及思維的方向。在此感恩有老師們的悉心教導
和家長們通力付出，感謝！

《鳴謝》
《齊明》滿週歲了，不能
不說舉步維艱！艱不在它的定
位；在於大氣候漸漸喜愛電子
文章。電子文章不沒有價值，
相反，它的滲透力、爆炸力、
傳播廣泛力不容小覷！就是電
子文章之垂手可得，竄改也
易、刪除也易，作者之責任心

亦漸不成正比；文章能衍生的
問題亦被漠視！捍衛實體文稿
的讀者漸趨下降，出版社、書
局相繼結業。於這大氣候下仍
能誕生，甚至滿週歲的《齊
明》殊不容易！可謂每稿皆辛
苦！然而造就這成果的背後豈
止於編者的堅持、校長及老師

的支持呢？承蒙各位投稿者及
讀者的厚愛，《齊明》得以延
續！繼續秉承培養青苗等之分
享為己任。望《齊明》往後的
日子繼續讓育、養者有所啟悟
及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