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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玲女士 5B江沛然家長

不經不覺間，兒子已經五年級了，快要升讀中學，而我參與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也踏入了第四個年頭，各委員的無私奉獻，盡
心盡力……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當然，家長的支持和
鼓勵是我工作動力的泉源。近年來，各項活動的參與率均節節上
升，實在令人鼓舞，亦因此更推動各委員積極思考家長和孩子的
需要，舉辦不同的活動。
大家還記得嗎？剛順利結束的「第十一屆運動會暨親子競技
賽」，其中有個小小的插曲，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來，但我們的
老師和義工們照樣冒着雨，無懼在雨中緊守崗位，而我們參賽的
運動員也堅持完成了整個比賽。他們的表現實在令人敬佩！而甚有創意的學生啦啦隊為健兒打氣也令到整個
運動會生色不少。最後，很慶幸這個大型的活動能順利地進行，圓滿地結束！衷心感謝參賽的運動健兒、學
校全體教職人員悉心的安排和一眾熱心的家長義工們所付出的辛勞和努力。
另外亦都很感謝學校提供了一個讓我們家長也學習的平台。本年度「陽光學堂」家長教育課程的內容都是
與我們息息相關，孩子們正確的學習態度和健康的情緒都是至為重要的，學校因應家長們的需求而特別安排
了一系列的講座，可以讓大家一起交流心得和經驗，與子女共同成長，見證家校合作的成果。
我們學校一向十分重視「閱讀」，因為大量的閱讀不僅對學習有促進的作用，而且還可以拓展我們的視
野，豐富我們的心靈，累積我們的知識。我們剛順利舉辦的「悅」讀家長工作坊，首先要感謝三位準備充足
的講者，她們悉心的安排和貼切的主題內容都得到家長們的大力支持和踴躍參與，相信透過這次活動，我們
的家長對於協助子女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有正面的幫助。有調查發現，家長參與度是影響孩子閱讀的最主要
因素，父母鼓勵越多，孩子就越有可能大量閱讀。所以，我們家長不妨一起努力，為子女出一分力量，讓他
們感受到父母的關愛。
我們樂於聆聽家長的心聲，歡迎大家發表不同的意見，期待家長們多多參與我們的義工活動，凡事有你們
的支持，必定事半功倍！
最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第八屆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
補選結果及最新委員名單
第八屆執行委員會委員最新名單：

本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補選已於2014年
12月13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是次補選共有5位候選人，經
在場所有會員投票，得票最高者為李琴女士，故將由她
補上成為本屆之家長委員，其餘4位則會依得票次數排序
成為後補委員。感謝所有家長對本會的支持！

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

主席 / 副主席

謝偉玲女士
(5B 江沛然家長 )

吳佩儀副校長

秘書

莊凱婷女士
(3C 曾蒨茼家長 )

周永強老師

司庫

Mr. Paul Turner
(2B 唐禮勤家長 )

張偉文主任

總務

李琴女士
(5B 黃雅婷家長 )
鄒卓玲女士
(4A 張竣霖及 6C 張竣喬家長 )

戴燕平老師
傅丹妮老師

康樂

林寶珍女士
(6B 吳惠琦家長 )
陳翠美女士
(5B 陳綺琪家長 )

許碧茵老師
麥 詩老師

不覺雅婷已升讀五年
級了，距離升中彷彿只
有咫尺之遙，就在這個
節骨眼上，我幸運地加
入了李兆基小學家教會
這個大家庭……
遙想兩年前的文化
日，和其他家長和老師
一起趕製年糕和派發禮物，變身成為帶給大家歡樂的
「女廚神」和「禮物大使」，那種既緊張又興奮的心
情，至今仍歷歷在目，教人莞爾……
有幸成為家教會的一員，感恩之餘，瞬間心頭不
覺掠過一絲壓力，未知能否為家校、為孩子，略盡綿
力？但我有信心，憑著眾志成城，同心同德，大家定
能將事情辦妥，為孩子們的學業和福祉，貢獻所能。
作為初來乍到的「新丁」，衷心企盼大家日後多多提
點，謝謝！
李琴女士 (5B黃雅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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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是 6B班吳 惠琦的 家長， 現
任康樂 這個職 位。李 兆基小 學注重 學生的 語
言能力 ，因此 會帶他 們四處 觀賞不 同類型 的
戲劇。 2014年 11月1 4日， 我就帶 同一班 同
學，前 往屯門 大會堂 觀賞「 我不完 美」音 樂
齣音樂 劇很精 彩，同 學們也 學會了 很
劇
劇。這
多新的 英語單 詞，而 且他們 一路上 也很乖 ，
可見李 兆基小 學的同 學們很 自律。 那次的 義
工活動 做得很 開心， 也鼓勵 其他家 長一起 參
與義工活動！
康樂 林寶珍女士 (6B吳惠琦家長)

我加入家 長教師委 員會已有 一段時
間。我參 與了很多 家教會的 義工活動 ，
這都是我 的寶貴的 經驗。今 年，家教 會
在校服換 季前開始 派發環保 校服予有 需
要的家庭 ，這次活 動有很多 家長參與 。
這些環保 校服經過 家教會委 員們的辛 苦
整理，再 幫學生們 挑選適合 的校服， 最
後再將剩 餘的校服 重新整理 放好，以 便
來年再派 發。我忙 得不亦樂 乎！這次 活動不但 可以幫助 有需要
的家長， 而且很環 保，又有 意義！希 望日後有 更多家長 加入家
長教師會，與學校維持更緊密的溝通。
總務 鄒卓玲女士 (6C張竣霖家長)

入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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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 傅丹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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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周永強老師

Music belongs to everyone!這是一位
著名的匈牙利音樂教育學家Zoltan Kodaly(高大宜）的格言 。作為一位音樂教 育
工作者，我絕對認 同！試想想，無論 是
逛街時在各大小商 店商場聽到的，坐 下
來細心欣賞的，甚 至乎在家中自己或 子
女練習或演奏的 ……在我們的生 活中
又確實少不了「音樂」。
Kodaly認為音樂可 以幫助小朋友的
情緒發展、靈性發 展及知性發展。所 以，小朋友應該自 幼便開始接受音樂
教育。然而，這並 不代表小朋友要天 天苦練樂器。每年 學期初的第一節音
樂課，我也跟同 學們強調老師沒有 寄望每一位同學長 大後會成為音樂家 ，
但老師希望每一位同學也能夠尊重音樂、享受音樂課堂。如果同學們
「享受」學習音樂 ，他們不單會掌握 到音樂的「知識技 巧」，他們的身、
心、靈也會從音樂活動中得以發展。
康樂 許碧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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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委員分享
大家好，我很榮 幸今次有機會可 以協助老師帶隊
參與「譜Teen同 唱萬人音樂會」 這個活動，由同 學們
收到通告到演出 ，時間只有短短 數星期，同學們 都很
用心練習指定的 歌曲。到了12月 6日演出，同學們 都
表現得很合作， 他們有耐性地在 場內等候直到演 出完
畢。而今次活動 將會申報列入健 力士世界紀錄大 全，
所以我感到很興 奮能參與其中一 同刷出新紀錄， 這亦
帶給我一個新的體驗。
康樂 陳翠美女士 (5B陳綺琪家長)

在加入家教會這段時間裏，我感受到團結的
一面，也令我深 深感受到辦學的 艱辛！因本人工 作
忙，多謝一直以 來各會員對我的 包容，很多聚會 因
不能出席而幫不 上忙，謹此致歉 。在此，我很高 興
能加入這個大家 庭，令我體會到 這個大家庭帶給 我
的暖，謝謝！
秘書 莊凱婷 (3C曾蒨茼家長)

作
閱讀是學習語文的基石，有着無比重要的
行
用，所 以無論 多忙， 我每天 都會抽 時間與 兒子進
！
親子閱讀，「每日兩篇」是我們每晚的必備節目
最近閱讀的一本中文書是《幼兒版成語故事》，
語
這書的 篇章簡 單，插 圖精美 ，深入 淺出地 道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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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 Pre用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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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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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Tense來編寫
到
理解， 所以兒 子特別 喜歡看 ，有時 我們甚 至會讀
捧腹大笑起來！
副主席 吳佩儀副校長

小時候的我並不 喜歡閱讀，只愛 「行萬里路」，
美其名愛「行萬里路」，其實是喜歡四處遊玩，去踏單
車，去放風箏，去遊山玩水，所以我的學業成績並不如
意，更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一位教師。
及至初中階段， 我開始接觸多一 些文學典故和詩
賦，我開始對閱讀 產生興趣，常常到 圖書館借閱圖書，
那些《神鵰俠侶 》、《射鵰英雄 傳》、《三國演 義》
等經典名著都是那 時候挑燈夜讀，書 不離手直至一一看
完。原來我與閱讀 的緣份是起自初中 階段，而我的學業
成績亦因此突飛猛 進，及至高中，更 考得全級第一名，
閱讀令我的改變真大。
其實，每個人與讀 閱的緣份會從何時 開始，沒有人知道 。但是，不從小
就培養閱讀的習慣 ，就會錯失很多閱 讀的時間，智慧的 寶庫就會愈遲打開 。
要培養子女閱讀的 習慣，可嘗試找出 子女有興趣的題目 入手，由淺入深， 以
免減低其對閱讀的 意欲，亦先降低閱 讀的程度，文字少 一點，閱讀便容易 成
為一件樂事，然後 再調節文字至合適 的程度。家居佈置 方面，可以在房間 、
客廳和洗手間都擺放一些書籍，方便順手拿起就進行閱讀。
最後，我仍然重視 「行萬里路」，因 為閱讀較為單向， 四處遊歷可以擴
闊生活的視野，增 加人與人互相溝通 的機會，人的生活 智慧就從閱讀和遊 歷
中茁壯成長，期望你們早些和閱讀結為朋友，結伴同行，一起成長。
司庫 張偉文主任

各位家長，你們好！大家覺得閱讀重要嗎？本校
是一所十分重視閱讀的學校，因為我們相信能成功培
養兒童的閱讀興趣，如同為他們開啟一扇窗，啟發他
們的思維，讓他們看得更多、更遠、生命更廣闊！但
如何為他們開啟這扇窗，那就靠為人父母的我們從小
跟他們講故事，踏出閱讀的第一步！
父母們千萬不要跟自己說：「我不懂講故事！」你
們必須相信自己的聲音是子女最想聽及最好聽的聲
音，不妨跟他們談一談書中的圖畫，讀一讀書中的
字，嘗試把故事與日常生活串聯起來，給他們一點眼神的接觸，甚至嘗試進入
故事之中，營造氣氛。
其實，若講故事及閱讀圖書能成為你們生活的一部份，這不但有助培養子
女的閱讀興趣，而且更大大提昇了你們的親子關係，這不是雙贏的方案嗎？家
長們，抓緊我們美好的親子閱讀時間吧！
康樂 麥穎詩老師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
工作報告

家長工作坊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 )
會員福利

親子田園

新春親子旅行暨
委員就職禮

2013 年 12 月 –
2014 年 1 月

集體訂購價廉而優質的水仙頭
供家長訂購。

2014 年 2 月 -7 月

繼續進行親子田園活動，今年共
有 34 個家庭體驗種植活動，成
功種出了蕃茄、荷蘭豆等蔬菜，
參加家庭比去年多。

2014 年 2 月 16 日

當天活動非常豐富，早上先在學
校舉行委員就職禮，之後到陶
氏農莊摘士多啤梨和逛流浮山市
場，最後到天水圍綠田園燒烤場
玩親子遊戲和燒烤，還有幸運大
抽，所有參加者都盡興而歸。

家教會茶座

2014 年 2 月 22 日
2014 年 12 月 13 日

當天不少家長到來跟家長委員
交換意見，之後由家教會主席向
校方反映。

關注午膳供應商
的食物質素

2014 年 3 月 6 日
2014 年 10 月 29 日

家長及教師委員進行午膳監察，
試食當日四款飯盒，並以問卷收
集意見，向飯商反映。

2013 年 12 月 9-13 日
2014 年 10 月 15 日

「悅」讀家長工作坊分別由本校教育心理學家黃煦莊姑娘、吳佩
儀副校長及呂敏芝主任主講。本年度，這工作坊列入了陽光學堂課堂
系列，家長可把所參加之時數計算入陽光學堂課程。

主題

回收小一至小六學生之冬季及
夏季校服，包括校裙、西褲、校
褸、毛衣、襯衫、藍色夾棉褸及
運動服等。

教育心理學家
黃煦莊姑娘

親子伴讀技巧

認識親子伴讀
技巧，中、英
文圖書均適用

2014 年 4 月 17 日
2014 年 10 月 17 日

響應減廢活動，本校會把校服轉
贈予學弟學妹。

呂敏芝
英文科主任

英語閱讀技巧

英語閱讀技巧
的方法

2014 年 5 月 15 日

家長委員參與甄選校服商工作，
她們就四間供應商所提供之校
服提供意見。

2014 年 7 月

本會於畢業禮頒發「家長教師會
進步獎」予學生，學生整體成績
平均分有 5 分或以上進步方可
得獎，每班最多兩名同學獲得，
今年共有 12 位學生獲獎。

2014 年 6 月 7 日

謝主席和家長委員林寶珍女士
代表本會出席佛教慈光幼稚園
畢業禮。

2014 年 9 月 13 日

謝主席和家長委員林寶珍女士
代表本會出席佛教慈光幼稚園
升小一家長會。

2014 年 6 月 18 日

由本校吳佩儀副校長主持資優
教育家長講座，主題為「培育資
優兒的基本功」。

學校及
會務推廣

家長教育
2014 年 10 月 24，31 日
及 11 月 14，21 日

會員大會及
家長委員補選

為了讓家長對親子伴讀技巧以及了解英文字詞及拼音對學習英語
的重要，我們每年都會為家長舉辦「悅」讀家長工作坊。不少家長踴
躍參與，且認為工作坊的內容很有啟發性！

講者

學生福利

出版會訊

相信沒有家長會否定閱讀對兒童學習的重要，尤其在英語學習方
面。不少家長樂於在家中進行親子閱讀，究竟家長可如何配合，使小
朋友語文水平得到更理想的效果？在英文學習方面，又有甚麼技巧可
以幫助小朋友呢？

「悅」讀家長工作坊分別由本校
教育心理學家黃煦莊姑娘、吳佩
儀副校長及呂敏芝主任主講，主
要向家長介紹親子閱讀的技巧以
及了解英文字詞及拼音技巧對學
習英語的重要。

2013 年 1 月及
2014 年 7 月

出版第十九期及二十期會訊，
內容有家長教師會的活動花絮、
家長義工活動及家長教育資訊。

2014 年 12 月 13 日

是次會員大會共有 76 位委員出
席，會中向會員報告了 2013 年
12 月 至 2014 年 8 月 的 各 項 工
作及財政狀況。同時，亦安排了
家長委員補選，經投票後，由李
琴女士當選，她會接替本會的總
務工作。

內容

英語學習基礎
(1)
吳佩儀
副校長
英語學習基礎
(2)

認識簡單拼音
技巧及高頻
字、介紹實用
英語學習網頁
及書籍，包括
本校英語學習
支援網

2013-2014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收入
承前盈餘

支出
$11776.67

2013-14 年購花
水仙頭

$5959

13-14 年家長
教師會經常津貼

$4811

2013-14 親子旅行

$33863

13-14 年家校
合作活動津貼

$10000

第十九期家教會
會訊

$2100

13-14 年會費

$9880

第二十期家教會
會訊

$2100

13-14 年購買
水仙頭

$6144

13-14 家長教師會
學業進步獎

$1200

13-14 親子旅行

$24170

家校合作活動
津貼退款

$5000

總支出

$50222

總收入

$66781.67

帶後盈餘

$165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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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學堂
第一次家長義工聚會和一連四次的「悅」讀家長工作坊已於10月及11月順利舉行。本年度家長都踴躍參加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而下半
年的活動亦詳列如下，歡迎家長繼續積極參與，學習親職技巧及加強家校合作。

日期

時間

主題

形式

23/01/15 ( 五 ) 下午 12:45-1:45

情緒健康家長工作坊

20/03/15 ( 五 ) 下午 12:45-1:45

醒目子女點培養？！

17/04/15 ( 五 ) 下午 2:00-4:00

親子化妝班

23/05/15 ( 六 ) 上午 10:00-11:30

讓

孩子

講座 /
興趣班

情理兼備賞與罰

奔馳
意
創
的

黃煦莊姑娘
教育心理學家

「創意是人類最重要的資源。缺乏創意，我們便停滯不
前，只會不斷永遠重複同樣的模式。」
-- 法國心理學家愛德華‧德‧波諾 (Edward de Bono)

在廿一世紀，創意培育是世界各國的教育發展趨勢，培養
學生的創意思維可以讓他們在多變的社會裏發揮所長。很
多學者認為每一個兒童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創造潛力，是否
可以激發出來的關鍵是如何給予訓練和培養。現時已有不少
學校舉辦創意思維課程，讓學生可以在面對問題時能以不同
角度去探索解決方法，但態度重於技巧，父母可加以配合，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孩子的「創意四心」，讓孩子可以有勇於創新的精神去「跳出框框」、
打破舊有的思考模式。

一.好奇心

三.挑戰心

兒童在4-5歲開始便會對周圍的環境充滿了
好奇心，喜愛主動探索去找出問題的源頭或
事物的特性，我們對孩子尋根究底的提問應
耐心解答，滿足他們的求知欲，發展他們對
發問的熱衷，讓他們的主動性得到進一步發
展。

培養孩子能夠保持冷靜去面對混亂複雜的情
況，不但可以有條不紊地找出問題的核心，
亦會從多角度去尋找解難方法。我們可以在
日常生活提供機會予孩子做一些他們覺得難
的事情，以擴闊他們的經驗，鼓勵他們不因
遇上難題而退縮，反而敢於接受挑戰。
父母小貼士：

‧引發子女對身邊周圍的事物感到懷疑：
「你估下點解.....」
‧正面和鼓勵性地回應孩子的問題:「你真
細心啊，留意到這些!

‧鼓勵孩子轉換思考角度：「不用怕!一定有
其他方法的，可以怎樣做呢?」

培養孩子喜歡構思不同種類的意象，而且能
夠超越現實的限制，產生新穎的意念。我們
可以抱開放的態度鼓勵孩子把腦海中想像出
來的東西具體地表現出來。

四.冒險心
培養孩子具有猜測、嘗試、實驗或面對批判
的勇氣，包括勇於應付未知情況的態度。子
女嘗試失敗後，我們不應嘲笑及懲罰，因
為會讓孩子產生害怕失敗而不敢冒險，因而
錯失很多機會。我們應引導他們尋找辦法解
決，協助他們面對因冒險而出現的過錯，提
升他們樂於接受新事物、作出新嘗試的精神。

父母小貼士：

父母小貼士：

‧協助聯想及把想像出來的東西具體化：
「你說天空的白雲像什麼？」
‧對天馬行空的答案保持正面開放的態
度：「你的想法很獨特喎!」

培養勇於探索的精神:「你會想辦法解決而
不是逃避, 我十分欣賞你的勇敢! 」「 輸了
並非可恥, 我們可以再試另一個方法, 總會
成功! 」

家長義工／家長教師會活動
日期

時間

08/03/15 ( 日 ) 全日

主題

負責人

家長教師會
親子新春旅行

家長教師會

家長義工聚會

張偉文主任
楊慧莊姑娘

21/01/15 ( 三 ) 上午 11:45 - 下午 12:45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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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

(一) 面對失敗的磨練
很多家長為免孩子受傷害，會傾向凡事準備
週詳，才讓孩子「冒險」。這樣不單未能培
養孩子的能力感，更可能令孩子習慣成功，一
旦遇到挫敗便不懂處理。家長宜按孩子的能
力，讓其多作嘗試，從不同挑戰中學習如何面
對失敗。

(二) 貼心到位的鼓勵
給予孩子嘉許能建立他們信心及增強能力感，
讓他們在失敗後敢於再嘗試。在鼓勵孩子時，
嘉許的說話必須到位。如孩子在不成功時，家
長仍強說孩子表現出色，反令孩子對家長的鼓
勵有所置疑。故此，家長在嘉許孩子時，可表
示欣賞他們在過程中的努力或勇於面對挫敗的
態度，以使孩子感到家長真正明白及欣賞他們
的付出。

(三) 恰當合適的指引

父母小貼士：

二.想像心

協助孩子建立能力感

孩子的能力感建基於成功的經驗，故此，家長
需要在事後協助孩子掌握失敗的原因，為下一
次的挑戰做好準備。但在檢討時，家長必須
留意孩子的情緒是否已平靜下來，盡量避免說
教，令孩子感到煩厭。家長若觀察到孩子的情
緒波動，則需予以疏導；在檢討時，亦宜引導
孩子反省，用輕鬆及多樣化的方式討論。

(四) 給予成功的經驗
對於一些經常遇到挫敗的孩子，家長可按孩子
的能力，刻意製造一些成功的機會。在安排
時，需按部就班，避免要求過高，例如不願嘗
試新事物的孩子，需安排一些他們曾有接觸，
但沒有真正參與其中的活動作嘗試，才能令孩
子勇於踏出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