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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亮協理校長心語

隨着社會不斷的進步，教
師的角色也產生很大變化，教
師的質素要求也更高。以往只
沿著傳統的教學理論，遵循著
舊有的教學模式。但是時至今
日，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知識
更新的周期也越來越短，在知
識爆炸的年代，我們的教育專
業更須相應提高，方能追得上
時代的步伐。
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遞
者，更是思想及信念的塑造
者，教師不僅需要掌握知識、
技能和相關的態度，而且應針
對不同學生的需要，而採取不
同的教學方式和策略，務求使
每一個學生能得到適切的照
顧。隨著全球化及信息萬變和
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衝擊，我們
在教學上也承擔重要的擔子。
知識傳遞是老師基本的工
作，能引導學生發掘興趣，提
高他們的學習動機，使他們學
會學習，不再是一個「受魚
者」而是一個「捕魚者」這才
是我們的成功。教師要能做到
上述的要求，那就要經常作出
有系統的反思，認識到自己的
不足，從而突破經驗上的限
制，不斷提升課堂的應變能
力，常以「學生學得不好是我
的失敗」來提醒自己要做得更
好。

教學不單是知識的傳遞 ，
對人尊重、友愛、欣賞、包容
及永不放棄的精神的教授，也
是對他們一生有所裨益。現今
世代，傳統道德概念開始模
糊，年青一代常站在灰色地
帶，假若
學生在小
學階段
能明辨
是非，
認識真
理，
欣賞

別人，
對將來
人生處世
便能奠下
良好的基礎。
關愛學生亦是重要的一
環，學生從愛中成長，他們會
有自信，懂得以愛還愛。每一
個學生都來自不同的家庭背

景，他們的成長歷程都有不
同，這些都是影響著他們學習
和與人相處的因素，按著不同
的需要，因材施教並與學生有
良好的關係，在互相信任下，
教與學的成效定能事半功倍。
家長和教師的互信關係對
學生的教育也是重要的關鍵。
老師與家長經常保持聯繋，無
論子女的正面或負面消息家長
都能瞭解清楚，當家長感受到
老師對其子女的關懷，自然對
老師多方面的信任及支持，從
而能攜手合作，共同教養好孩
子，培育他們成長。
一群具使命感而互相合作
的老師，他們盡顯所長，努力
教學，不僅能提升教學效能，
更能使學生在學習做人及處事
方面有着正面的影響，得到教
師的循循善誘，關懷備至，對
學生而言又怎會沒有得益呢？
總括而言，我們的使命就
是要培養學生明辨真理，維護
公義，事事均以道德為依歸，
有正確的價值觀，懂得欣賞別
人和自己，成為良好的公民，
時刻不忘為社會、國家以至全
人類出一分力。
朱德亮
2019年3月21日

本年度的家教會第二和第三次會議已分別於十二月八日和二月二十三日舉行。在此與大家分享以下
各項重點：
1)
介紹常識科的教學法、「教與學」的原則和評估標準
應邀列席的常識科負責主任指出，校方是以「目標為本」的教學法教授常識科知識和培育學生
高階思維，並配合動手實踐。校方鼓勵家長就老師所教的課題扶助孩子多作體驗，拓展視野，
留意時事，啟發孩子多角度思考。
會內委員就此議題提出以下期盼：
a. 校方提供學習目標（Learning Outcomes）給學生和家長作參考。讓他們知曉學習指標的參
考底線，從而使他們能清晰掌握每個課題所需的學習深度和闊度，並對評估準則有進一步
了解。
b. 鑑於學生在校內所做的工作紙、評估卷等乃為學生的學習資源，宜盡早提供給學生作充分
運用。故期盼老師在作出「保存或派發這些學習資源」的決定時，能以「學習效能最大化
和充分運用學習資源」為原則。
2)
《齊明》的調子和定位
會內委員就家教會期刋《齊明》有關事宜作以下闡述和聲明：
a. 《齊明》並不是家教會的「全方位」通訊平台。這期刋主要聚焦於「思想交流」和「推助
育化青幼苗」這兩方面。
b. 《齊明》並不是一本只供校內的持分者閱賞的刋物，校外人士亦歡迎閱覽。
c. 刋登篇章之基本篩選準則：
 「萬花筒」－ 篇章的焦點，須放於投稿者對學校和家教會所舉辦之活動的感受、參
與經驗和得著。
 「心聲共鳴」－ 篇章須聚焦於分享在教學、學習或扶助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所經歷的
感受和獲取的啟悟。
d. 《齊明》編製團隊須堅守「投稿者的身份保密」和「編輯自主」這兩大原則。
3)
家教會宣傳空間
為表支持和配合家教會之活動，校方承諾，家教會可申請使用學校外圍之圍欄作宣傳之用，以
解決現時宣傳空間不足之問題。敬請家長們留意。

4)

5)

課業數量
會內委員就這議題作出以下闡述：
審視課業數量不宜用「多寡」來衡量，而是用「合適與否」來判斷。因為多與寡純粹是個人主
觀的看法，難以取得一個客觀標準，所以在這維度作討論並沒有建設性。會內委員提議採用以
下原則判辨課業的「合適」度：
a. 課業宜重思考，輕抄寫。
b. 課業宜重啟發，輕操練。
c. 課業宜重學習，輕温習。
d. 課業宜為「學習」而設，而不宜為「訓罰」而設。
e. 課業宜為學習「需要」而設，而不宜為滿足老師或家長之「想要」而設。
此 外 ， 基 於 課 業 是 輔 助 學 生 學 習 之 工 具 ， 其 目 的 是 輔 助 學 生 達 到 學 習 目 標 （ Learning
Outcomes）。故此，若設計和給予課業時能以「學習目標」為核心，並堅守上述原則，老師定
必能準確地拿捏「合適」這界線，並能有效地扶助學生學習。若家長能以前述之框架理解孩子
的課業量，既能作出客觀的判辨，亦能消除誤解，更能洞悉老師的苦心。
學生的制服儀容
會內委員提議强化學生在校內和校外對制服儀容的警惕性。當穿著制服時，儀容應時刻保持清
潔及整齊。這既是對自己及其制服團隊的一份尊重，亦是一種自律能力的訓練。同時，委員亦
鼓勵負責培訓制服團隊的導師進一步强化學生在這方面對自己的嚴謹性及堅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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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家教
會舉辦的親子興趣班
順理成章地美食製
作班往往會比手
工班報名人數為
多。話雖如此，
「蝶古巴特拼貼環保
袋製作班」的
參加者卻以製作投入度、親子合作

度及依依不捨離
場的態度告訴我
們家教會手工興
趣班那種
親子融入
度是遠勝
「邊製
作、邊垂
涎」的美食
班的。 看到每對

「何故要訂購飯餐？」
這問題相信不時敲打著
家長的腦海。因為父母在
職？因為另有子女仍就讀幼
稚園，送飯時間不相就？因為飯餐便宜？因為送
飯到校會佔
據父母不少
時間？相信
這些都是不
少父母曾
經思量過，
最後作出
平衡才選擇
了訂購飯
餐。家長除
了要配合
學校守護孩
子的思想和心靈的健康外，守護孩子
的生理健康，更是他們不可推卸之責
任。故此家校合作中的「試食飯餐」
從來也是受家長歡迎的項目，亦是扶
助孩子成長的重要一環。在檢測過程
中，家長義工們都表現得非常認真，
一絲不苟地審視食物的賣相、氣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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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都投入於討論如
何分工合作，彼此
信任地完成一個
又一個步驟，那
種旣不墨守成規；
也不限制創意的溫
馨情景，已是現今難
以在課堂、家庭容易尋找的。這偶
然溫馨的場面像
是對親子融和
度微不足道，
但編者還是
想贈讀者
「莫因善小而
不為；莫因惡小而為之！」
小小的行為卻是日後改變社
會的元素呢！

味道。如何平衡口感與健
康、需要與想要食物之取
捨等，都是他們需考慮的
元素。當他們對孩子平日在校吃飯的感受有所認
同時，頓時就像把孩子們的天靈連於一線，代替
孩子反映
感受，甚
至比孩子
更多走一
步想想改
善之法，
提供適切
的意見。
這令我想
起為父母
的我們，
如能於子
女訴說學習感受時，以試食飯餐的
心態去代入子女的感受，我們是否
更容易理解孩子們面對的困難加以
扶持呢？這「天靈連於一線感」若
能帶到其他親子處境去，甚至是師
生關係中，扶助孩子的任務就不再
是困局了！

萬身親隔
物處子世
相自情桃
聚然懷源
皆親作隱
是體路芳
緣驗橋蹤

2018/19年度親子旅行已於本年一月中完滿結束。《齊明》
團隊非常高興，獲得其中兩位「親子旅遊籌辦小組」委
員應邀接受訪問，分享她們由籌備到參與行程之所感
所悟！
籌=親子旅遊籌辦小組委員
齊=齊明編製部
齊： 2018/19年度親子旅遊報名非常熱烈，多謝籌委會的付出！兩位在籌
備至出席旅行當日，有沒有什麼感受想與《齊明》讀者分享一下？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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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旅行路線選擇開始，全體家教會委員
都一起為此悉心選址，從需要額外準備(物
資)，照顧(小孩)等細節都作出思量。我們就過往籌辦經驗而
言，水路較陸路受歡迎，過往多往農莊、公園或進行盆菜宴
等行程，均沒水路旅遊般受歡迎。為了鼓勵更多家庭參與，
盡情享受天倫之樂，水路遊便成為是次旅行的不二之選了。

齊： 選取旅遊地點除了考慮受歡迎程度、家長期望等，會不會也考慮親子投入度為因素？

一定是！一般而言，大自然生態環境通常較為偏遠，都市人欲接觸的機會自然較低，岩侵蝕、
獨有濕地等只在課堂所聞，未有所見。由父母陪同子女一同前往這類較難到達的景點與大自然
接觸，不但倍添親子難忘度；亦增添了一家人往後計劃不同行程的思考度——原來利用選搭多
重交通工具，前往遠離煩囂的旅遊點是可行的。
再者，課堂上、家庭中對小孩推動的環保意識、愛惜生態行為亦透過是次旅遊，讓他們親身體
驗。例如當日有小孩因見到海豚、海龜等而雀躍得找樹枝觸碰牠們，小孩子經大人勸喻後才明
白這種表達熱愛的方式反而是驚擾了生物，親身明瞭什麼才是保育，父母成功親自授予寶貴的
一課。
齊： 你們認為今次以珍貴性、新知吸收性為主的旅遊點與一般輕易到達的市區旅遊點，給予親子的
親蜜度、互動度有什麼分別？

多得校方提供全體報名的機會，由旅行社主力照顧每個家
庭，讓家長們安心地跟著旅行社的流程而行，只專注於孩
子的安全及觀察孩子在群體互動的一面，確切認識平日在
父母面前的孩子另一面，讓父母更全面的認識子女。另一
方面，平日過於忙碌的父母也能藉學校與旅行社合辦的旅
遊放鬆身心、舒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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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次旅行亦為增加知識及親子討論話題提供了機會。例如觀賞
「五指樹」時，父母往往因自己固有的認知度及成人高度去觀看，認
為五指樹欠一指，反而小孩能投入想像力、幻想力在自己的高度去看
五指樹，認為看不到的一指可能是屈曲了才不被看到，雖然事後導遊
說明，現在只看到四指乃因超強颱風吹毀了樹而失了一指，但這足以
告訴成人幻想力比是非對錯更可貴！

齊： 今次親子旅行新加插的「攝影活動」其構思目的及推動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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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流
逝
無
重
現 照片留存親子情

五
指
樹
下
頓
正
覺
創幻力法勝認知

這一代人已甚少沖曬照片存放家中，我們希望是次攝影活動能提示大
家「留住這一刻」的重要，希望每個家庭每每看到照片時都能回憶相
片背後的意義、感受、當時的對話及笑容等，希望各家庭都能珍惜親
子相處時刻，父母要趁孩子還小時儲備多些親子積點，到子女長大
時，遇到任何風浪也會信任「家」能為他們遮風擋雨。這些親蜜情景
被沖曬出來後，往往能成為平息親子衝突的緩衝，甚至是提示青少年
別輕生的良藥呢！

齊： 藉此訪問，你們想藉著親子旅行傳遞什麼訊息給已參與及沒有參與是次旅行的讀者？

我們的目標很清晰——「多抽空陪伴子女」，如因工
作太忙，至少每年也有一天的親子旅行，用心的陪伴
他們！時間過了誰也抓不住！父母尤其要抓緊孩子的
小學階段——自立前的階段。小學時期仍是父母與子
女鞏固感情的黃金時期，這階段的親子話題若多，到
他們踏入青春期，甚至長大成人，仍會記得與父母間
的共同話題。
願我們共同努力為這階段的孩子播種甜蜜的種子！
齊： 《齊明》團隊及讀者，感謝兩位的寶貴分享！

--完-與情如姊妹的好同
旅行，感覺
愉快！希望
誼永固！

學、好朋友一起
份外開心
我倆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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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中的大自然，歡笑中
的一家人，簡單卻難能可
貴！感恩家教會仝人為我
們準備這次旅行！

頂天立地真女子，
媽咪永遠撐住你！

很開心參加學校親子遊，可以
一家人
有共同
的回憶，
爸爸
特別
請
假，
很感
恩爸
爸如
此重
視我
的想法。謝謝！
十二月的冬天，北半球高
緯度的地方已蓋了一層厚厚的
白雪， 倍感冰冷！聖誕節的來
臨，營造
了普天同
慶的
氛圍，
正好
為人
們送
暖，
亦抗衡
了寒
風雪地。
香港雖
然沒有寒冬，但同慶的熱浪卻
席捲每一個角落；連沒有宗教
背景
的「商小」也
乘
着浪潮，慶
祝
一番。讓
孩
子感受節
日
氣氛、享
受
活動的樂趣
和領
受聖誕節背
後的意義。
既是普
天同慶的節
日，大家便
應掃除一切以種族、膚色、性
別、年齡、地位、職業、能力
等的不同而劃出的人為界線和
隔膜，融和地慶祝和玩樂一
番。在「商小」的聖誕慶祝會
內，正正展示了這種大融合。

今次的旅行體驗大自然的奧妙及
景色。
在參觀
荔枝灣
時遇上
相中的
大榕
樹，這
棵大榕
樹十分
大棵及
強壯，
並長出
許多的
氣根。
十分像
一棵老
爺爺樹
人！讓
我們可
以在他
的壯臂
下休息
乘涼，並享受美好的陽光。

聖誕慶祝會

師生們混為一體，盡情投入活
動和享受這節日帶來的歡樂。
黎校長的舞姿，肯定
是這活動其中之一
個「亮點」。師
生間的親和、共
融和臉上掛着的
笑容，正正體現
了「愛與平等」
這種普
世價值觀
呢！
然而，在我們盡
慶之餘，大家有否想
過為何「聖誕」這節
日值得「普天」同慶呢？為何
這節日會產生聖誕老人派送禮
物這活動呢？當然，從宗教的
維度解說，有其既定的版本，
我們衷心和應該絕對尊重。縱
使如此，我深信聖誕節能令普

這次旅程讓我們領略
了香港沿海的自然風
光和文化，玩得很盡
興！媽：「活動很
好，嗯。」

天下人共慶，是因為它帶出一
個很值得我們仿效的訊息，便
是「施予和分享」。當現今的
年青人被「培
育」成
一切以「自
我利益」
為核心
的新一
代，就算
在車廂內
讓座予有需
要人
士也是「不應該」的話，要求
他們踐行「施予」，只是一種
妄想而已！聖經說：『施比受
更加蒙福。』 （使徒行傳 20:35） 。
聖誕老人派送禮物，就是要通

過力行身教，讓我們洞悉，事
事着眼於自身利益並不是善
道，學懂「施予和分享」才是
愛和快樂的根源啊！祝願普天
下人從這節日中得到啟悟，把
「擁有」分享，把「關愛」施
予給有需要的人，並緊抱「愛
與平等」這種普世的價值觀！

踏入十二月，
寒氣還沒有透出大
地來，正好為今年
的校運會提供一個有利的環
境，讓健兒們能全面發揮潛能
和技巧。晨光恰如其分地照射
在每位健兒的臉頰上，增添了
他們青春和活力的氣息！今年
校運會的主題是「分享成功的
喜悅，學習失敗的歷練」。這
主
主題表面看來有點老
調，定題不免令人產
生「行貨」之感！但
大家有否細
味這主題背
後所隱藏的
哲理呢？在
這競技場的
背景和氛圍下，何謂「成
功」，何謂「失敗」呢？你又
會為這兩個詞彙下什麼定義
呢？若以「摘冠」作為成功的
指標，那麼在云云參賽者中，
就只能有一少撮
健兒
可分享他們的
喜悅吧！拿
下「總冠
軍」的健
兒更少，
分享喜悅的
機會便更難
了。那麼，對
絕大部分人來說，「喜悅」只
不過是一種「這麽近，那麼
遠，
遠」的虚妄，可能永
遠也不會品嚐得到
啊！如果孩子們把這
種「贏人」思維和邏
輯投射到他們的學業
上，恐怕除名次第一
的那位同學外，其餘
學生在學業上也難獲
「喜悅」了。同樣
地，如果我們採用
「摘冠」思維來衡量
自己人
生的成
敗，基
於人外
有人，

「喜悅」便難以浮現於我們心
內了。難怪在港鐵車廂內，罕
見
有地看見笑容掛面的
乘客啊！
然而，如果把
「成

「成功」
的指標轉
向為「全
力付出求突破」，能品嚐和分
享「喜悅」的健兒人數，將會
以數倍上升呢！在這指標下，
健兒們不再受制於競技場上終
點線的爭逐，亦能跳脱出獎牌
的

的誘惑，只會專注地創造自己
最好的成績，能做到這點便算
是成功了。他們的喜悅，不再
來自「贏人」，而是產生於
「勝己」。「勝人者有力，自
勝者强！」這種與「自己現限
比
比拼」的
競賽，既
能使人脱
離野獸式
的爭拼，
亦是最能
體現「體
育精神」
的 競 賽
啊！這種「勝己」思維讓這活
啊！活
動的所有參與者也成了健兒，
亦讓他們有機會分享成功的喜
悅。對籌辦者而言，只要活動
能依照籌劃的程序暢順進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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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算是成功了，而
參與運作的老師和
工作人員亦可品嚐和分
享他們所獲取的喜悅
呢！在「勝己」的思
維下，縱使是家長義
工，只要他們視這次
「參與」為對
自己過往工作的
態度、投入感和
承擔的一次挑戰 ，他們
也可以是競賽中的健
兒，並有機會品嚐和分
享成功帶來的喜
悅啊！甚至坐在觀眾席
上的家長也可以在這活
動中參與競賽；比如他
們可以
挑戰
自己，
由只懂
「悅己子」，轉變為學懂「賞
人孩」。在這
樣的競賽中，
他們不覺間已
可享受成功的
喜
喜悅了。
「悦不遠人，
人自遠」，喜悦
難求皆因「贏人」
思維作祟；放下
競爭，專注「勝
己」，喜悦其實就
在我們身旁呢！洞
悉這玄機，驅使我們
需要重新審視和質疑「有競爭
才有進步」這話語的建設性。
因為「贏人」思維只會使我們
永遠生存於別人的
影子之下，一生也
跳不出這樊籠；聚
焦於「勝己求突破」
卻能讓我
們創出繽
紛的一片
天啊！

心聲共鳴
上學除了是學習求知識外， 更是功不可沒。感謝教練為兒子
還需要積極參與課餘活動，才可 做了一連串的訓練，令兒子有機
以作全面的發展，以及擴大社交 會做球場上的精英，令他有機會
圈子，增廣見聞。
為學校爭光。發揮自我的潛能，
透過體育活動，不但可以令 並不是個人因素，而是取決於有
小孩保持身體健康，還可令他們 沒有人能夠開拓你內心的潛能，
有一個團隊合作的精神，更可增 所以我們應該最感謝的人是你—
強心肺功能、提神並可減壓。
—「趙老師」。
適當的運動固然重要，可是
程興鎬家長
如果有一個合適和盡責的教練，
更
最初，我讓我的小朋友參與體育訓練如跆拳
回想起張子灝七歲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下，子灝跟着我去參與足球友誼賽。子灝在場邊 道、羽毛球、短跑、藍球、手球等，只是單純的
為我隊打氣。期間，我觀察到子灝在場邊雀躍地 希望發掘他對運動的興趣，並讓活潑的他能多做
踢皮球，還踢得不錯。之後，我與子灝傾談後， 運動從而強身健體。不過，慢慢地他的運動天份
為他報了一個足球興趣班，並於空餘時間與他一 展露了出來，老師亦開始讓他出席大大小小的運
起踢足球。經過大半年的時間觀察，我發覺子灝 動比賽，如4×100接力、三人藍球賽、學界田徑
在防守、球場位置感及視野角度上都表現不俗。 賽等。漸漸，他對運動的熱誠越來越大。從不同
於是我與子灝傾談後，決定讓他參加地區足球選 比賽中獲獎也使他對自己建立自信，亦會對自己
拔賽。最終憑着他對足球的熱誠及表現，成功入 有所要求，透過積極訓練令自己進步。除此之
選為元朗區青少年U8組別之足球員。及後，他隨 外，他亦從運動中明白到堅毅，團隊精神的重要
著球隊參與訓練及多個不同類別的比賽，得到很 性。重要的是他亦從比賽中明白成敗得失並非最
重要因素，如何突破自己，向着自己的目標邁進
多比賽經驗，真是獲益良多。
才是最重要。故我十分支持亦十分鼓勵我的小朋
兒 子 每 天 上 學 ， 除 了 功 壓力時給他發洩，每次能完整 友參與運動活動，因為運動使他
課、溫習外，我們都希望他從 打出一首歌曲時，都會感到好 無論心理或生理上都十分健康並
小能抽時間參與一些自己喜愛 大滿足感，所以音樂給他很大 成長了很多。
的活動，最後他選擇了打鼓。
的幫助，音樂陪著他成長。我
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由一年級開始到現在他一 們也很高興他找到自己喜愛的 在成長路上得到全面發展，我
直都好享受打鼓，不論默書考 音樂——打鼓。我們亦會支持 也不例外。我的孩子自小喜歡
試忙碌的日子裏也準時上課。 他，鼓勵他積極參與更多自己 音樂，我亦投其所好，由幼稚
打鼓除可加深音樂知識、陶冶 喜愛的活動！愉快學習！
園高班開始安排他學琴。其後
性情，還可以在“唔開心”/有
他更主動要求，學打流行鼓。
壓
「媽媽，我好驚！好緊張！」
不論位置遠或近，不論規 一切從興趣出發，我一直鼓勵
「不怕！不怕！我們來玩，沒 模大或小，我都盡量現身瑩晞 他做自己喜歡的事，沒有給予
有輸，沒有贏！加油！」
的田徑訓練與比賽，目的只為 壓力，更沒有以考取證書為目
「媽媽，我失準了！」
陪伴她經歷一場場的成功與失 標。
要培養孩子作多方面的發
「盡了力，不打緊！
敗，見證她的成長，也讓她
我們回去研究如何維
知道什麼時候媽媽都在 身 展，家校合作也很重要。我的
孩子在二年級的時候，被學校
持水準！」
邊支持她！
「媽媽，我輸了！」
看著瑩晞由田徑小小隊員 甄選加入合唱團，除了有機會
「恭喜你！完成比賽！」
跟師兄師姊去訓練、比賽，到 學習唱歌技巧外，更令他學懂
「媽媽，我贏了！」
現在於賽場上照顧小師妹，與 與人溝通和合作。自此，他的
「 做 得 好 ！ 我 們 去 幫 同 學 打 隊友互相提醒、打氣。我相信 歌唱潛能被發掘，接受聲樂訓
氣！」
瑩 晞 已 準 備 好 去 飛 ， 去 高 飛 練。
我願伴我的孩子一起高
「 媽 媽 ， 我 去 熱 身 及 練 交 了！加油！
棒！」
蔡凱思 飛，飛得更高，看得更遠。
「好！去吧！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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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本年度的班 主任
悉心照顧，讓小女在愛的
環境下成長。特別多謝商
小的體育老師們積極推動
各項體育運動的發展，讓
小女在體育方面得到發
揮。最後要感謝黎校長的
帶領，使整個商小團隊上
下一心，邁步前行！

當大家看
到這幀作品被
刋登於《齊
明》，心內有
何反應呢？我
的反應是既欣
賞，又驚訝！
我欣賞作者這
分豁達和自
信，願意和敢
於以「真面
目」跟讀者分
享自己的作
品。回顧在成人的世界，許多人不惜偽裝也要以
品。
最好和最美的一面示人；久而久之，自己原有的
那分「真」便消失於心內和腦海！孩子這分勇氣
反而值得我們學習呢！至於為何有驚訝之感？恕
不在此闡述，留待大家從閱賞這兩首詩詞的打印
版中細味其精妙之處罷！

Hi everyone! My name is Miss Twinkle. This
is my first year teaching in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In fact, 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a
student teacher here
last year and I can’t be
more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rapport
I have built with my students
within the short span of time.
Coming to the 7th official month of my teaching
here, I have to say that it has been more fruitful
than ever. Trust me; nothing is better than being
greeted by bright smiles and a warm greeting
from

from students around the campus!
Here’s a fun fact about me.
Most teachers love it when their
students listen and obey what they
say, but I’d like to believe that
sometimes, young children can
always amaze you by how they see
the world so differently from yours.
After all, we are not only teaching
them basic subject knowledge, but we
are responsible to prepare them for a

潮隨暗浪雪山傾，
遠浦漁舟釣月明。
橋對寺門松徑小，
檻當泉眼石波清。
迢迢綠樹江天曉，
藹藹紅霞晚日晴。
遙望四邊雲接水，
碧峰千點數鷗輕。

紅簾映月昏黃近，
冉冉濃香引。
綠蕪空院小欄疏，
對影悄妝殘粉薄凝膚。
瓏玲鳳鬢圓環玉，
索絡蟲釵撲。
露珠風冷逼窗梧，
雨細隔燈寒夢倚樓孤。

輕鷗數點千峰碧，
水接雲邊四望遙。
晴日晚霞紅靄靄，
曉天江樹綠迢迢。
清波石眼泉當檻，
小徑松門寺對橋。
明月釣舟漁浦遠，
傾山雪浪暗隨潮。

孤樓倚夢寒燈隔，
細雨梧窗逼。
冷風珠露撲釵蟲，
絡索玉環圓鬢鳳玲瓏。
膚凝薄粉殘妝悄，
影對疏欄小。
院空蕪綠引香濃，
冉冉近黃昏月映簾紅。

future we can yet imagine.
I often have students
coming up to me
asking “Why”.
But instead of
giving them the
answers right away,
I’d like to first appreciate their instinct to
inquire, to question and to discover. Who knows
when the tables turn and we teacher are the ones
learning from them!
You should know by now that my students
love to ask questions about me, English and
basically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My favorite question of
all, and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one, is “Why do
you want to be teacher?”
My answer is that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education. In simpler
words, I believe in the
student’s power from
within. I wish that they
will
will continue to love
and enjoy learning as
much as I do!

Miss Tw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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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子女積極參與體育活動
現在的朗曦是一個非常熱愛運動的小男孩，
他喜歡球類、單車及田徑運動，但他小時候卻是
一個文靜的男孩。為何朗曦現在會這麼喜歡運動
呢？就是在朗曦兒時，時常伴隨着爺爺一起做運
動，從此培養出對運動的興趣。升上小學，朗曦
在校有機會接觸更多的運動項目。嘗試過後，讓
他找到自己的方向，這就是田徑項目。在跑道
上，他增強了自信心，亦受過挫敗，令他從而成
長，這都是個很好的人生經驗！從運動場上跌
低，就在這裡站起來，繼續追夢！現在他正為準
備區賽而練習，並以衝破自己最佳成績為目標。
爸爸媽媽一直都很支持他在空餘時間多做運動來
強健體魄，總比被電子產品牽着走為佳。雖然每
次練習都要和朗曦按摩肌肉，但這都是我們樂意
的！孩子，你要為自己的夢想繼續努力！
李穎珊

那是在2016年，喜歡看書的我從亞馬遜買了
一 部 Kindle 。 有 一 天 ， 安 若 也 在 把 玩 這 部
Kindle，還津津有味的看。嘗試把曹文軒先生的
《草房子》給安若看，在小說構築的浪漫、溫
馨、遙遠的氣息中，給安若打開了一扇窗，原來
文字可以如此美好。
2018年復活節，一家人在麗江古城度假，時
間仿佛靜止了，在閑散的假日中，有一個場景，
始終在腦海中：安若坐在搖椅上，面朝雪山，看
她人生第一部武俠名著，金傭先生的《神鵰俠
侶》，原來還有這麼一個精彩的世界。
2018年6月，在上海出差，在西西佛書店，
給安若買了《To Kill A Mockingbird》和《解
憂雜貨店》，可能是翻譯的原因，前者的風格讓
她未能讀下去，但還算喜歡東野圭吾的風格。
前日，送她上學路上，談及詩歌，在元朗標
誌性的廊橋上，我隨口念了一句顧城先生的“黑
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我
看到了安若若有所思的眼睛。
愛你，安若，願文學伴你成長！

我是5A班謝柏霖家長，本人和家人都非常
認可和支持小孩在校的各項體育運動及興趣班，
也積極陪伴孩子訓練和參與跑步比賽，能感受小
孩在運動的衝勁、拼搏等精神甚感安慰。覺得他
自己熱愛的興趣班能幫助他學習如何駕馭自己的
身體及心靈放鬆都甚有益處！駕馭身體的時候，
同時駕馭了他自己的思想及精神，且獲得了寶貴
的自信。
體育能教會孩子成為勇於面對壓力、承擔責
任和克服困難的挑戰者。“責任”和“面對困
難”，也是課堂和書本都教不出來的品質。而體
育及興趣班則是一個良好的訓練手段。成為優秀
的一個特徵就是願意“面對壓力”、“承擔責
任”和“克服困難”。“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
話說多少遍，都不如孩子在運動中實現承受失敗
來的體驗教訓更深刻。在一次一次的挫折中，孩
子學會了不帶情緒地面對失敗，並從失敗中吸取
經驗和進步，最終取得成功！
感謝學校的悉心栽培，讓孩子在校能有個快
樂成長的過程！
謝柏霖家長

你好，我是林康蕎的家長。其實自小林康
你好，我是林康蕎的家長。其實自小林康
蕎已經有出色的運動細胞以及興趣，從小已經每
蕎已經有出色的運動細胞以及興趣，從小已經每
星期都練習田徑跑步，以及在校外參加不同的活
星期都練習田徑跑步，以及在校外參加不同的活
動比賽。而她一直都是參加短跑比賽，在老師建
動比賽。而她一直都是參加短跑比賽，在老師建
議下嘗試挑戰800米。我們身為家長都認為參加
議下嘗試挑戰800米。我們身為家長都認為參加
不同項目是件好事，不但有新挑戰，更加有新突
不同項目是件好事，不但有新挑戰，更加有新突
破及克服弱點。然而，在每天晚上爸爸都會和她
破及克服弱點。然而，在每天晚上爸爸都會和她
兩人練習，身為家長陪伴是非常重要，希望康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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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只要家長用心去陪伴、鼓勵、支持，小朋友
可以發掘出更多興趣以及潛能！
可以發掘出更多興趣以及潛能！
運動讓我們有健康的體魄。在浩宏小時
候，我會陪他接觸不同的運動，羽毛球、乒乓
球、藍球、足球……慢慢地，他也喜歡運動。一
年級的學校陸運會上，我們參加了親子接力賽，
取得了他人生中第一個冠軍的獎盃。他興奮的模
樣，我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四年級，浩宏有幸被
學校挑選成為田徑隊隊員，讓他有機會接受專業
的訓練。從那起，他跑得更快。在四年級和五年
級的學校陸運會上，他都取得了個人100米賽跑
同年級第一名。有時候訓練是辛苦的，回家後我
會給他打打氣，放鬆下肌肉。漸漸地，我感覺他
慢慢地也堅強起來，不會因為一點點痛楚或疲累
而說要放棄。在代表學校參加田徑隊和手球隊不
同類型的比賽中，讓他擴闊了視野，認識到更多
的朋友。運動讓他健康，讓他快樂，讓他自信！
兒子，媽媽相信你會把這種迎難而上的體育精神
發揮到你的學習上，發揮到你日後的人生道路
上。媽媽會陪伴着你，等你展翅高飛！

女兒從小比較好動，對新事務充滿興趣。我
們培養她在小提琴(1年半)、繪畫(3年)、體育(2
年)和舞蹈(2年)等多種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是以
參加課外興趣培訓班為主。每周參加一到兩次課
程，同時也會參加一些社會的競賽或表演。她曾
經參加深圳拉丁舞比賽並獲得三等獎。在體育方
面，她參加了學校田徑隊，接受老師專業訓練。
在學校組織下，參加了元朗、屯門等多個校際間
的運動會，和同學一起獲得接力跑、跳遠等比賽
的優秀名次。作為家長，我也有跑步的習慣，會
帶着她在周末進行跑步或自行車活動，來鍛煉身
體。今後希望繼續在老師的指導下，在體育、舞
蹈、音樂等方面獲得更大進步，成為全面發展、
多才多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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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梓的性格非常外向，喜歡的活動很多，範
圍很廣。她的夢想是可以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
人。在四歲時，她開始學芭蕾舞；七歲時開始學
彈琴；在二年級的時候，被老師選拔成為閃避球
及田徑隊校隊成員。能成為校隊令她感到非常自
豪，也因此每次練習及比賽她都非常認真及努
力。如果我有時間，也會陪同她出席比賽以表支
持。
我們非常支持她參與不同的活動，我們希望
她能從中明白到一些書本上體驗不到的東西，比
如堅持、責任心、團隊合作、溝通協調、從失敗
挫折中怎樣自我調節重新站起來……等。在這兩
三年的時間裏，她已全部體驗到了，我們看到的
是她比以前更堅持，遇到失敗後，她會更加努力
的去練習，希望下次取得更好的成果。在去年的
年底，她在田徑比賽上終有突破，取得令人滿意
的成績。
我相信有一天她可以夢想成真，因為她喜歡
她所學，也因為她有目標！

兒子四歲多的時候，便開始了三項鐵人的訓
練。由始至終，就是想兒子多做些運動，因為最
近電子產品實在太流行了，小朋友大部分的時間
不是玩手機，就是看電視，又或大部分的家長只
注重學業成績，忽略小孩子的體能……這是有點
可悲的。
我是一位護士亦是一位媽媽，很明白「身體
健康」的重要性，有良好的體能，就可以做很多
自己想做的事，雖然訓練時間有點長，每星期有
兩天游水及跑步訓練，另外還有兩天的單車訓
練，可是我認為這是值得的。
上一年度，兒子八歲了，可以參加三鐵比
賽，有很難忘的經驗。三鐵比賽要游海的，他曾
經試過兩次上了救生艇，兒子有點恐懼大海，但
最後在2018一項「ASTC三項鐵人亞洲錦標賽」，
他成功克服了這
個心理障礙，順
利完成賽事。雖
然沒有獎項，但
能夠克服自己的
心理關口比取得
任何獎項更是開
心的，大會訪問
了他，原來他是最小年紀的參賽者呢！
我會繼續支持他玩這項活動，希望他能透過
怎樣才可以讓孩子快樂地成長呢？按其能力
這個活動知道甚麼是堅持不放棄，向自己的目標
和興趣，發揮他們的潛能是其中一種方法。
亦朗
是個非常好動的孩子。自踉蹌 出發。其實做人的道理大概都是這樣，沒有幸
學步，就
已經喜歡在家爬高爬低、東 運，只有努力。
廖文麗
奔西走，
可說是「無時停」。依著這
昕桐是個活潑好動，愛好廣泛，喜歡嘗試的
個特質，
我便嘗試
讓他學習
體操，好
讓他無窮
的精力得 孩子。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作為爸媽的我們
以宣洩。
一試，小
兒就愛 都很支持，鼓勵她參加各種活動。她不但參加了
上了這項運動。直至現在，
他仍很 學校田徑隊、手球隊和問答隊，還在學習鋼琴和
享受每星期的體操訓練。有
時訓練 拉丁舞，過的既充實又快樂。
昕桐從小就對音樂節奏非常敏感，愛跳舞，
後，四肢酸痛，但他亦從沒說
要放棄。
我們全家除了給他支持和鼓勵外，我更成為他的 模仿能力強，學動作特別快。自幼稚園小班開
御用按摩師，爸爸就成為他的柴可夫，而嫲嫲在 始，老師教的舞蹈韻律操她總是第一個學會，經
常做“小老師”。看她這麼喜歡跳舞，於是六歲
我們工作的日子亦樂意充當客席媬母啊！
期間小夥伴換
此外，感謝學校和老師讓小兒加入田徑校 起讓她學跳拉丁舞，這
了一撥又一撥，但她
卻異常堅持，
隊，讓其潛能得以多方面發展。
一跳就是2、3
薛亦朗家長 一直沒間斷過。每次
個小時，從不喊苦喊
累。她的天賦
李雨桐是元朗商會小學一名四年級的學生，
和勤奮也得到了老師的
肯定。看到寶貝
從小就發現她很喜歡運動，在她兩三歲的時候，
的刻苦和癡迷，我們很開心，也傾注了巨大的熱
經常帶領一群小朋友賽跑。
情和精力支持她，幫助她。昕桐多次參加香港舉
在孩子的成長路上，關鍵要提高孩子自己內
辦的拉丁舞比賽，屢獲同年齡組冠軍。正是因為
在的能量，要幫助孩子找到一件她引以為傲的
喜歡愛好，讓她戰勝各種困難，培養了堅韌的耐
事。因為特長是可以調劑孩子身心的，是可以給
力和毅力。
她們能量的，所以一定要鼓勵孩子成功，在任何
這一切讓昕桐積極向上、充滿希望和正能
一個領域都可以，只要讓她享受成就感，她就會
量。她在「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活動中心」參加的
開始催化熱情，迎接挑戰！
“童義童舞”舞蹈組，除了參加比賽外，還經常
雨桐在小學一直堅持體育特長訓練，體質得
去老人院表演，給爺爺奶奶帶去歡聲笑語。眾多
到增強，性格變得更加陽光，更能吃苦，增強團
的活動不但沒影響她的學習，反而擴闊了視野，
結協作的精神，提高了與他人相處的能力。並
時間安排更合理了。
且，在各種比賽中獲得了比較好的成績。在2019
積極向上的興趣愛好會不斷帶給她快樂與幸
年深圳全國體育舞蹈公開賽中分別獲得一等獎和
福，期望她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翩翩起舞，展翅
第一名的好成績。
高飛。
尊重孩子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劉昕桐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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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幀作
品，腦內不禁泛
起一個疑問，便
是這幀畫作究竟
會令多少人感到
汗顏呢？眼看隨
著「STEM」浪潮
席捲全港的中小
學教育，「道德
教育」的水流卻
彷彿静寂下來，
慢慢地消失於地
平線上！正當大
學教育已被批評只重知識的
傳遞，但
欠品德的培育。難道連中小
學也不能
幸免於這「缺德教育」病毒的禍延嗎？慶幸商小
縱使在這浪潮中滑翔，仍能保持「於水不沾
水」，讓「德育」 這弱水能重現其生命力！
興鎬：
光陰似箭，轉眼間已六個年頭，還不
到五個月你就要離開這間學校了，媽媽感
謝你逐漸開始變得成熟，亦開始懂得怎去
幫忙和關心別人，還記得一年級的時候，
還像一個大冬瓜，現在已經高過我了，媽
媽很想捉緊時間，想令你不要這麼快就變
大個仔，想你可以永遠做媽媽的寶貝，可
惜時間是不等人的，媽媽只好默默接受。
完成小學階段，要展開人生的另一
頁，希望你能夠做一個勇敢，向着自己夢
想進發的人，為你的將來打好根基，做個
有用的人，媽媽會在背後為你打氣。

很高興看到孩子們通過畫
作表達了他們都生活於充滿繽
紛和關愛的世界！我深信這是
父母和老師們樂見的事。然
而，這三幀畫作亦提醒作為教

首先感謝家長教師會的推荐！非常榮幸！藉
此，想分享一段關於小女田徑的經歷，讓我感慨
萬分……！
小女在四年
級被老師選進了學
校田徑隊。與此
同時，艱苦的訓
練也開始了；每
周星期二、三、
四放學後，星期
六都要訓練！酷暑
嚴寒，風雨無阻！
當時，她代表學校
參加田徑比賽贏得了不少的獎項：有100米、跳
遠 、 4×100 米 接力 等等 ！ 那一 年 ， 真是 驚喜不
斷！碩果纍纍！
到了五年級，由於比賽要分齡，她們這些小
妹妹只能跟六年級甚至中一的大姐姐一爭高低，
所以接連幾次的比賽都是次次落敗！每次滿載激
情而去，卻是失望而歸！朋友說：不要讓孩子參
加比賽，因為壓力太大，輸了很殘酷！有幾次我
都跟她說別去了，去了也是“陪跑”或“墊
底”，還要在40℃的高溫下暴曬一整天……！可
她告訴我：“媽媽，讓我去吧！沒有獎，就當拿
一下比賽經驗吧！”果然，烈日暴曬下的堅持沒
有白付出，在一年一度的含金量甚高的學界運動
會上，她在女子200米比賽上以32秒的好成績進
入學界前四！就連老師也不敢相信，她突破了平
時訓練沒有得到過的好成績！
是的，比賽讓她們體驗到了“有尊嚴”的
輸！透過比賽，可擴闊視野、磨煉心智，反省力
和解難能力。後來，我也喜歡了比賽的“殘
酷”，因為社會和生命本身有殘酷難堪的一面，
比賽就是學習面對充滿競爭的社會的最佳途徑之
一。一分耕耘不一定帶來一分收穫，但沒有耕
耘，肯定沒有收穫！也切勿妄想不勞而獲！
奔跑吧！孩子！跑出你的強健體魄！跑出你
的陽光心態！跑出你的燦爛人生！
愛你的媽媽

黃同學
者和父母的我們，孩子的世界
全操縱於我們手內。當家暴和
體罰的新聞屢屢見報，便證明
孩子的「繽紛和關愛世界」並
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是建立或

是毁滅，全繫於一念之差，動
於彈指之間！故此，「冷静、
三思」並不是陳腔，而是教者
和父母需要時刻修煉的法門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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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星期六晚上看了電視節目［鋒味
Chef Nic 2018］，謝霆鋒每集邀請一
位名人到世界各地找一個當地人認識他
們，並透過美食互相學習交流，為當地
人煮一道美食。片中主持人說煮「番茄
炒蛋」煮到覺得難吃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星期天，伍澤睿也嘗試幫忙媽媽煮
菜，訪問他為什麼要自己學習煮，他
說：「自己煮的菜就放心食用，跟外面
吃的不一様，還有懂得煮菜的人，就容
易出名了。」
俗語有云：「做人要有感
恩之心」，何謂感恩？說多
謝？送禮物？請吃飯？或用行
動去幫她們減輕壓力？……因
為太感激，什麼都想做。可
是，熱愛、尊重自己事業的她
們，只想我們得到改變！得到
快樂！
每一次在小組見面，她們
都會留意我們，看我們有沒有
變輕鬆、變快樂！會擔心我
們、幫助我們、鼓勵我們、擁
抱我們！我一直認為只有血脈
相連的人才會如此付出。然
而，在我們小朋友就讀的這所

學校裏，有兩位社工——林姑
娘、趙姑娘竟然願意作出如斯
貼心的付出。衷心多謝她們！
對我與小朋友來說是一種福
份！因為她們的付出，我變
了，少了責怪，多作體諒！女
兒也變了，輕鬆了，笑容也多
了！在我的家庭裏多了笑聲，
少了埋怨！感恩相遇！我知道
這一切改變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啊！
當中不可缺少感謝的還有
我們學校的校長。因為他知道
要關心小朋友的成長是離不開
擁有健康心理的媽媽，所以我

才有此機會參加小組，得以改
變。謝謝您，黎校長！
自從參加小組後，我仿佛
進入了一個大家庭，一個十幾
個姐妹的大家庭，蹦蹦跳跳、
簡簡單單、開開心心！互助互
愛！希望所有的家長像我們小
組裏的一句話一樣：放下對
人、事物的依戀，讓他們做回
本來的樣子。我們就會發現，
當放下手中執着的時候，我們
便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也讓
對方(尤其是子女)得到自由！

宜叡自幼喜歡嘗試各種興
趣課程訓練，我和他媽媽也很
支持，希望孩子的興趣廣泛一
點，但為了讓孩子懂得選擇和
堅持，就和他商量達
成了兩條協議：一是
新報一門興趣課需要
思考一個月，如果他
繼續堅持才報名；二
是一旦報名的興趣課
程，至少要堅持三年
。雖然有這些限制，
他還是很快就報名參
加了很多興趣發展課程，包括
音樂、棋類、運動、機械人
等，把從周一到周日的休息時
間都安排得滿滿的。
開始孩子對每門興趣課都
興致高昂，學得很帶勁，我們
每

每天陪着他到處趕場子也很開
心。堅持了兩年後，他的主要
興趣漸漸地聚焦到田徑運動和
爵士鼓上面。現在，他所有的
興趣課程都堅持了三年以上，
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隨着
學習任務逐步加重，一些興趣
逐漸降低的課程就终止了。
每當上爵士鼓和田徑訓
練，宜叡都很興奮、很投入、
很享受，我和他媽媽常常陪他
一起訓練。由於訓練多、時間
緊，我們陪着他跑來跑去都覺
得有些累了，但孩子從未提過
累，總是說他很喜歡，一次訓
練都不願意缺席。我們也鼓勵
他參加一些競賽，並總是一起
到

到現場给他鼓勁，無論輸赢，
他都能坦然面對。最近，孩子
给我們講，他長大要當一名運
動員，我們心裏在打鼓——運
動員的職業生涯是不是比較短
啊！但我們還是認同他、鼓勵
他，他就很開心！
幾年如一日，孩子一直堅
持着，在田徑運動和爵士鼓方
面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績，
但後面的路還很長，還需要持
續地努力和堅持，我們會一直
站在你的身後，理解你、鼓勵
你。
宜叡，你瀟灑揮動鼓棒的
神態、60米奮力衝刺的步伐總
是最帥的，加油！
謝榮華

珀 生 參 加 了「 衝 上雲霄
飛行計劃 」—— 日本名古屋
航天天文科學之旅，與同學
一起經歷了他人生的第一次
沒有和家人一起的冒險之
旅，實在令他畢生難忘！
林珀生家長
在我們傳統的中華文化
中，經常聽到一個聲音，“生
孩子是為了什麼？”我的見解
當然也是：“是為了見証一個
新生命的成長過程，伴隨這個
新生命一起成長”！
因為月濤算是早產兒，體
質並沒有其他的嬰孩那麼健
壯，從兩個月至兩歲期間，幾
乎是我們最艱難的日子，月濤
幾次感染肺炎住院治療，看着
小小的嬰兒經常頭上扎針哭
泣，所受到的痛苦，媽媽的心
都碎了。但是我一直堅信你會
挺過去，一定會成為一個健壯
的男兒。當你兩歲半之後，媽
媽便辭職專心陪伴你。我經常
帶着兩歲多的你一起去爬南
山，你很勇敢，很少放棄，每
次總是堅持登上山頂。之後，
你很少生病，身體也越來越
好，也不怕冷。四歲後，媽媽
帶你去游泳，教你騎自行車，
你很快學會了兩輪單車，也喜

歡上了游泳。媽媽發現你當時
在體育館的游泳隊裏明顯游得
比其他小朋友快，你也總是聽
從教練的指示盡量做到最好。
後來，你更是喜歡並從運動中
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樂趣。前兩
年，老師讓你參加田徑校隊，
你開始有點擔心自己跟不上其
他的同學，因為别的同學在頭
一年已經開始進行
訓練了。媽媽對
你說“沒有關係
的，孩子，你只
管盡量去嘗試，不
需要與其他的同學比
較，你只需與自己比較，比昨
天的你更好一些就夠了。
還有，運動是為了身體更好，
最終結果不是為了比賽，你一
定可以做到的，相信自己！媽
媽會陪你一起努力的。如果還
不信，你可以看看媽媽是否能
做到”。後來，我以身作則也
開始了慢跑。因為自己從來也

不擅長長跑運動，以為自己不
能跑步。開始的幾次跑兩公里
就跑不動了，後來，每次慢慢
能跑三公里，堅持了很長一段
日子，現在的媽媽，竟然可以
不太吃力跑完6公里。這是40多
歲的媽媽從來都沒有想到的。
我，也愛上跑步這項運動，這
是媽媽的另一種收穫，媽媽的
身體也變得比以前更好了。所
以，媽媽也應該感謝你，你也
是我人生中的另一個老師。
這一次學校運動會，你摘
得了三金一銀，並獲得五年級
男子全場總冠軍，媽媽為你高
興，也希望你再接再勵，把運
動當成你生命中重要的一部
分。因為，人的一生，健康是
第一位的，只有擁有了健康的
體魄，你才能有更充沛的精力
去學習和了解探索這個美麗的
世界。
丘月濤家長

“When I say understand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show
hello, you say hi! different sides of themselves! Besides this, I listen
Hello! Hi! Hello! to music and sometimes make English songs and
Hi!”
Greetings, rap as a way to understand English better. Too
fellow readers! I go bad I cannot sing. I also enjoy reading comic
by the name of Mr. books including Lo Fu Zi as well as watching TV
Bryan and it is my shows and movies that helped me make learning
first school year to English more fun. So although I may come off as
be working as a full a scary person at first, don’t hesitate to greet me
at
at school! I won’t bite unless you have
time English teacher at time
Char Siu Fan!
YLMAPS. As some of the
My high school teacher recently
students know, Ms. Twinkle
told me, “Most teachers want to have
and I actually worked here
good students. A good teacher wants
as a student teachers under
students to be good.” As simple as the
the guidance of Ms. Agnes
quote may be, it
Lui in 2017. Working in a
became a goal I am
Chinese School is very new
striving to achieve by taking
and unfamiliar to me as a
different experiences day by
Filipino / non- Chinese
day. To my dear students,
during that time because I
let’s work hard together
could not speak Chinese
to be better learners!
very well. However, thanks
to the open and kind
Mr. Bryan
colleagues as well as the
friendly and playful students, I learnt how to be a
better teacher as well as enjoy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After receiving the pleasure of being
given the opportunity by our principal, Mr. Lai,
to work at this school, it is only fitting to give my
YLMAPS family an idea about myself.
For those who may not see me around at
school
often, I often show my
personality
and
favourite things to
這 幀 畫 作除 充
do out of the open 分反映孩子正愉悅
inside and outside 地投入課堂上的學
of school. I enjoy 習外，還對老師人
playing basketball 性化的教學作出一
especially with the 種認同和感激。同
basketball team but 時，它亦道出教育
真的是一門以「生
I cannot lose weight
命影響生命」的專
as I like eating local snacks such as Siu Mai and 業。教者的言行舉
Cheung Fan (rice rolls). Moreover, since joining 止，對學生均有極
the Drama Team from primary school to 深 遠 之 影 響 。 在
university, I love to act and make students laugh 教學的旅途上，老師手執之教鞭雖輕如鴻毛，育
in school. So in this case, I encourage students 化之責任卻重如泰山！學生能洞悉「化雨」之
not to be afraid when expressing themselves to 15 恩，也可算是對老師所付出的一種回贈呢！

每當早上看到你早早站在校內迎接同學們返
學校時，每當聽到早會上你認真而又不失童趣地
給同學們開會時，每當看到你為同學們鼓掌、加 我快要走了！
我那麼依附你，
油時，都特別慶幸自己當時的堅持，也很感恩能 雲啊！雲，
你非把我煲滾不可。
遇到像你這樣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我那麼相信你，
我們是插班生，中途轉校過來香港的，當時 你卻把我灑落大地。
我快崩潰了！
想找到好的學校真的很困難，跑了幾所學校都沒
母親啊！母親，
有位。在商會小學也投過簡歷，後來接到通知讓 我快離開了！
我那麼依賴你，
我們來考試，孩子沒接受過這邊的教育可能沒發 風啊！風，
你卻狠狠迫我成龍。
揮好。當時覺得真的很可惜，也打電話來確認過 我那麼信任你，
情況，可能確實是不行吧。
你用心聽著！
你硬把我連根拔起。
在對商會小學認真瞭解過後，最后決定還是
兒子啊！兒子，
親自帶孩子去學校再爭取下機會。那天去時老師 我快粉碎了！
我這麼對待你，
都下班了，只有接待處有個值班的姐姐。跟她說 海啊！海，
你要明瞭隨大氣候。
了下我們的情況之後，問她能不能再給個機會讓 我那麼依偎你，
我們見見學校其他的負責人，當時其實並沒有抱 你竟把我沖散成沙。
你也得清醒！
太大的希望就回來了。結果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就
媽媽啊！媽媽，
接到讓我們去學校面試的校長的電話。當時真是 我快不行了！
「別再把葡提子散播到
又驚又喜，驚的是學校真的非常人性化，竟然這 水啊！水，
仙人掌的土壤啊！」
麼快還能被校長面試，要知道我們在深圳上了幾
年學都沒見過校長一面；喜的是我們還是有進商 長！在等待中終於等到我們被錄取上的通知，當
時真的特別激動！孩子在新學校的適應也挺快。
會小學的機會的！
經過認真準備，我們懷著緊張的心情去見了 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對我們的幫助，我們一定會
校長，當時也盡力展現最好的一面。經過交談更 更加努力成為一名「勤儉愛誠」的優秀好學生！
謝女士
是能感覺到您是個平易近人、目光深遠的好校
長！
管教孩子也是一門學問。
參加了有關非『煩』小一家長
人一出生便被比較，彷彿不比較便枉生於群體；不出眾，普通
組事宜，學會了如何親子相處 一點便已是罪！不單入學後被考評比較，就算在家中也難免被與弟
少煩惱，如何幫助孩子提升自 兄姊妹比較。那麼獨子獨女便能幸免吧！對不起！就算你沒有堂/
信心，培養學習好情緒。管教 表兄弟姊妹，你還有鄰居，還有父母的朋輩子女可以比較，那麼
孩子真的是要慢慢傾。
「有人給墊底」就成了關鍵，「我可以接受自己不優秀，但我可不
早幾日班主任張敏芝老師 能沒人墊底」，一切把人貶低的行為、排他……甚至以欺凌去顯現
為了研討更好的教學方案，在 自己為強者等，漸漸於社會出現，且越趨嚴重，枉費了學習的本
考完試後，留下幾名學生一起 義，強化知識的好意。焉知強廚子不一定能於數；發明家也不一定
示範投入新的方案。由此可以 擅於文學，以考試成績去否定一個人的人生，不單會傷害人類的心
看出，教師的主要責任不是在 靈，甚至荼毒人類發展史，使人們以名列前茅為人生所求，名次後
全盤灌輸學生知識，而是在講 了人生也就完了！如果人人也有這想法，那來行行出狀元？社會各
解知識點後，引導學生自己學 崗位如何有人材去貢獻呢！
習，堷養學生獨立的思考能
教育的考評制度只在於方便教育者觀察學習者對各設定科目的
力。令我深深體會到每位教師 投入度，不代表人生的成敗。我們當父母的對考試制度過份依重，
的盡心盡責。作為父母也要尊 並牢牢灌輸給下一代，便等於親手埋葬了子女的專長；屠宰了他們
重 孩 子 ， 以 朋 相 處 ， 言 傳 身 本有的特質。揮筆載文只為提示當父母的我們勿以試定人生，請聚
教，及時鼓勵。
焦於分數以外的孩子品德、態度和獨特能力。
高絲拉
「勝己求突破，闖出一片
天」是今期的主調，亦適用於
《齊明》團隊的奮進心態。然
而造就這繽紛的第五期全賴各
方的關注、支持及鼎力襄助！
在眾多不同界別、團隊、家
長、師、生的積極參與及投稿
下，為今期《齊明》帶來了多
重突破。「一花獨放不是春，

《鳴謝》
百花齊放春滿園」，這是我們
團隊所肯定的。同時，我們亦
藉此機會感謝那些主動與編者
反映對那些文章特別喜愛，甚
至產生共鳴的讀者。曾有讀者
問編者：「上期的投稿看來多
了，有沒有數過多了多少？」

我們現在回答你們：「多了多
少不重要，領悟多少才重
要！」基於我們秉承不與同類
刋物作比較為原則，我們能安
身立命於「名次不高，鬥志很
高！」《齊明》正是一本「旣
固執，又善意」之刋物。謝謝
大家的包容和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