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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第十九期

當然顧問︰校監林崇智牧師　　梁麗麗校長

主　　席︰陳張若蝶女士

副　主　席︰鄭文彬主任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隨著大兒子由小學階段走向中學的起步，我回頭細細數算神的恩典，與北角衞理小學結緣六載，在家長
教師會的服事也踏入第五年，眼看越來越多有心人加入我們的大家庭，為着孩子、家庭和學校擺上自己的一
份，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激和欣慰。

　　從開學不久的家長義工招募，到候選家長教師會的簡介會上，我接觸到十三位來自不同背景、懷着不同
專長卻擁有同一心志的家長，他們均異口同聲地表達出對學校全體教職員（特別是校長）的欣賞，他們的真
摯流露實在激勵了我，叫我愈發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站穩崗位。

　　雖然，在十三位有心人中只有六位能透過選舉正式加入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的行列，但另外七位有心
人的服事心志和熱情卻並未因此而減退，我們滿心歡喜快樂地邀請了他們一併加入成為我們的增補委員，與
我們肩並肩地努力，成為同路人，互相扶持。

　　從不同的事工合作中，我愈來愈看見這幅「家」的構圖。在每次大、小的會議或預備事
工中都讓我看見神是那位偉大而奇妙的設計師，祂將我們各人擺放在極其適合的崗位上，互
相配搭服事。

　　神的手不單在委員會顯出祂奇妙的作為，也在家長義工擔任的事工上有美好的帶
領。不論是「故事爸媽」、「Reading Mum & Dad」、「同儕（音柴）伴讀」、「家
長加油站」或其他事工上，每位投入參與的家長義工都是從不計較且毫無保留地付
出，實在很值得我們欣賞和敬佩。

　　今天，我在家長教師會的服事已變得輕省了，因為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聖經）

　　願神賜福與我們！

第十屆（06-07年度）常務委員名單第十屆（06-07年度）常務委員名單第十屆（06-07年度）常務委員名單第十屆（06-07年度）常務委員名單
書　　記︰馮錦棠先生　　　潘步成老師

司　　庫︰勞錦祥先生　　　梁蕙楨老師

總　　務︰蕭永強先生　　　馮婉湄老師

康　　樂︰金成耀先生　　　鍾雪英老師

聯　　誼︰麥郭小芳女士　　畢錦龍老師

會　　籍︰吳陳愛青女士　　關　婧老師

會　　訊︰譚文耀先生　　　周清儀老師

增補委員︰陳梁明珠女士　　莊張馨文女士

　　　　　朱馮惠筠女士　　羅賴甘芳女士

　　　　　麥張淑儀女士　　施吳麗君女士

　　　　　史彭佩儀女士

史丹福大學



從九型性格看孩子教養的
啟示：「因『型』施教」

譚文耀、譚鄭綺雯 (4C譚希琳家長)

　　我們相信認識孩子們的性格類型，能使家長在教養
孩童的事上更見功效。認識一些家庭有孩子經常表現
出很強的自尊心、更喜歡挑戰別人、愛勝利和喜歡操控
一切，這孩子應該屬於「八號仔」的「領導型」。其實
「八號仔」將來多有成為充滿自信、做事直接了當、勇
於承擔、能堅持到底的優良行政決策者和團隊領導人，
但是在成長中若缺乏適當的引導，可能養成固執倔強、
疏離和盤算他人、迫人就範、扮專家等不良性格，因而
出現人際問題。為人父母的有時會擔心「八號仔」變成
惡霸，於是加以壓制，因而造成更大的反抗，因為「八
號仔」當地位受到挑戰，就會不惜一切展開攻擊。所以
「八號仔」的父母用「硬功」時千萬要適可而止，授
予適量權力，設立事情的清晰底線和界限，並鼓勵他們
多參與服務人群，這一切有助培養「八號仔」在愛中傾
聽和助人的情操。多欣賞孩子性格上的強項，訂出父母
協作的家庭生活規則和賞罰機制，用愛心循循善誘，這
也是我們夫妻二人憧憬著要達到的境地。願我們彼此勉
勵、一同努力，作個「因『型』施教」的睿智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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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加油站」在十一日十一日舉行了本
學年第一個活動，我們邀請了從事美術教學工
作超過十五年的林超展先生舉辦了一個講座，
題目是「如何提升兒童的美術智能」。當天，
上下午校共有七十多位家長出席，家長反應熱
烈，問答時間的部份也超過半小時！ 

家教會主席陳太家教會主席陳太

致送記念品給致送記念品給

林超展先生林超展先生

　　九型性格學說是一套幫助認識自
己和別人的工具，有助促進人際間的
互動和建立人際間關係。二ＯＯ六
年十月二十八日，家教會在同年大會
選舉後，邀請了黃瑞君牧師主講「從
九型人格初探，認識孩子、認識自
己」，黃牧師說話風趣，利用生動的
電腦簡報給家長介紹九型人格的特
徵，家長們對這個學說都非常感興
趣。以下是黃牧師當日講座內容的節
錄。

第一類型－革新型

　　這一類型的人黑白分明，常以為
真理在他手。他們愛依規矩辦事，有
教養。

第二類型－幫助型

　　這一類型的人樂意幫助別人。不
單是在精神上，他們還更願意給予人
具體的幫助，對人深表同情和理解。
他們愛玩、愛大自然，在有鬆弛的機
會時會感到很開心。

第三類型－動機型 (成功動機)

　　這一類型的人身上的都是名牌，
常站在時代尖端，愛打扮，有慾望，
追求成功。他們懂得自我激勵，思想
積極，但太急於求成，故輕易改變自
己的方向。

第四類型－藝術家型

　　這一類型的人可能有藝術才華，
但更有的是藝術家的情緒和脾氣，最
介意是自己不夠特別，渴求所有人平
庸，自己最獨特，愛個人玩意，例如
一個人獨自行山、冒險。

第五類型－思考型

　　這一類型的人很著重看書，其喜
好看書的程度達至令人擔心的境地。
他與別人有著不同的興趣焦點，對於
群體活動，他只愛作旁觀者，容易被
人排擠。

第六類型－忠實型

　　這一類型的人愛好買舊款的東
西，不愛貪新款。他擁有自己的個人

空間，不喜歡自己做決定，喜歡跟隨
大多數人的決定。他有個人自制力，
會依足時間表來作息。

第七類型－通才型

　　這一類型的人精力旺盛，難於安
靜下來。他精通多樣技能，盡量追求
快樂，不錯失任何可以獲得快樂的機
會。他工作不太勤力，但人很聰明，
懂得走精面。

第八類型－領導型

　　這一類型的人說話盡情﹑投入，
得到人們的支持。他喜愛向困難挑
戰，遇難越強，並日以繼夜地工作，
在各方面均有良好表現。

第九類型－和平製造者型

　　這一類型的人不愛做家務，承諾
了的事情無法兌現。他愛拖延自己的
工作，愛默想，近乎愛發白日夢。

　　各位家長，你和你的子女是屬於
哪一類型性格呢？

專題講座

『從『從九型人格九型人格初探，初探，
　認識孩子、認　認識孩子、認識自己』識自己』 黃瑞君牧師黃瑞君牧師



　　聖誕將近，「家長加油站」在十二月九
日舉行了一個製作「水晶天使」的手工藝
班，讓大家可親手製造聖誕禮物。當天上下
午校共有二十多位家長出席，在四位家長導
師的帶領下，大家都成功地串製了閃爍的
「水晶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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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們

的製成品

　　下午校「家長加油站」已經開始第一次聚會了。

　　對於過去一年都參與「加油站」聚會的家長來說，
「加油站」一點也不陌生。但是，相對於一年級新生的家
長，究竟「加油站」和其他義工組有什麼分別呢？

　　「家長加油站」，顧名思義，對象就是一班家長。在
你當母親、妻子、管家甚或補習老師時，會否在多重角色
的家庭生活裡，會遇到困難、挫折和無奈的時刻呢？我們
希望透過「加油站」舉辦的活動和講座，替你打打氣、加
加油！

　　期望來年的「加油站」可為大家安排各樣「吃、
喝、玩、樂」的活動。「吃」—大家一起聚餐聯誼。
「喝」—安排茶聚彼此分享教子心得。「玩」—一起打
羽毛球、乒乓球。「樂」—透過親子講座和好書分享擴
濶大家的心靈空間。

　　最後，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有你們的參與和支持！

Auntie早晨，我今

日講的故事是⋯⋯

Auntie，多謝您❤

檢討、分享樂趣多❤ 大功告成！來個大合照！

推廣閱讀圖書，我願意推廣閱讀圖書，我願意❤❤

齊講、齊聽、小組樂

「週六 「週六 Reading Reading 
     Mummy & Daddy      Mummy & Daddy 伴讀計劃」伴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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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今年十歲了，很高興看見新一屆

的家教會委員有兩個特色，其一是八位家長

委員中有五位是男家長，可見本校學生的爸

爸對家教會十分支持，是一般家教會少見的

現象。其二，本屆的增補委員人數增至七

位，是歷年之冠。本年度家教會將繼續舉辦

不同的活動，讓北衞家裏面每一位成員都能

夠在主恩典下健康快樂地成長。

梁麗麗校長

很高興能獲選為PTA委員，今年是我

第二年參與PTA工作。過去一年，與

其他的委員合作得很愉快，大家共同

努力為PTA會務工作各盡所能。希望

今年能與新舊委員合作無間。

蕭永強先生

我喜歡運動，包括跑步、羽毛球、乒

乓球、太極等，亦對karaoke頗有興

趣，因此我正積極培養我的兩個孩子

在這方面的興趣，以增強他們的體魄

及對學習的恆心。

勞錦祥先生

成為家教會「新丁」的我，喜見在

會議和合作過程中大家同心協力，

實在快樂和感恩。我盼望北衞學

生、家長和教師們在主耶穌基督的

愛顧中健康成長和生活愉快。

譚文耀先生

回想起4年前小女天欣分班到B班時曾

失眠了幾天，之後有幸參與家教會，

讓我有機會去接近她的學校生活，最

感欣慰的是她最終能考入一所她十分

喜愛的英文中學。

金成耀先生

我喜歡一家大小輕輕鬆鬆地到外地旅

行，無牽無掛地享受家庭樂。每年的

新年及暑假都是我期待的日子。

很高興可以再次為家教會服務。我希

望會務能順利進行，昂然踏進十週

年。家中各人能繼續開開心心地過每

一天。

吳陳愛青女士

我喜歡大家叫我阿邑(邑是蝶的海南話，我

是海南人，但我未去過海南島)；我愛與家

人一起，特別享受一家人互相按摩的時刻；

我喜愛與人相處，愛與青少年(特別是邊緣

青少年)工作；我更愛聽兒童傾心吐意；歡

迎北角衞理小學這個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員與

我相交；願 神賜福與您們！

陳張若蝶女士

去年花了數個周末和太太教兩個小孩子

踏單車，剛學會不久，他們便有幸在烈

日當空下踏單車暢遊船灣的水壩。

馮錦棠先生

 加入家長教師會已踏入第

三年，很高興能與校長，眾老師

和家長們一同合作， 我們全心全意將

最好的給與我們的孩子。

       願神祝福！

麥郭小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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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分榮幸能夠再次成為家長

教師會的委員，在過去一年的工作

中，看見各家長主動參與制定各計

劃及活動，透過彼此的合作無間，

對促進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的發展有

極大幫助，在此衷心跟您們說聲

「Thank you」！

潘步成老師

我是鍾雪英老師，很高興能再次連任

為家教會的委員。願學校和孩子在家

長們的關心和支持下能更健康地成

長。

鍾雪英老師

我是周清儀老師，很高興能再次連

任為家教會的委員。當我每次看見

家長來到學校，為學生們準備或舉

行活動時，都覺得很感動。因為我

們都是為著小孩子的成長而付上努

力，希望他們在各方面都能有更大

和更多的得著和增長。祈盼今年我

們一同為同學們提供更多姿多采的

活動！

周清儀老師

我是鄭文彬主任，任教中文、普通話

及常識科。在北角衞理小學這個大家

庭已經六年了，最享受每天跟學生一

起相處的時間。我最愛閱讀和打籃

球，很希望每一個學生都喜愛閱讀和

做運動。

鄭文彬主任

再次與家長們走在一起，實在感到

十分喜悅。作為教師，可了解我們

的家長更多；同樣身為家長的我，

亦可從中「偷師」。各位師傅，

讓我們為神所賜予我們的產業努力

吧！

關婧老師

大家好！我是畢錦龍老師。

我主要任教體育、常識及電

腦科。閒時喜歡踢足球及看

電影。很高興能夠加入家長

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希望大

家能夠通力合作，請各位多

多指教！

畢錦龍老師

你們好！我是馮婉湄老師，

任教中文、常識和普通話。

很高興有機會為家教會服

務，希望透過當中的工作，

更親近家長和學生。

馮婉湄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蕙楨老師。

我愛笑。笑，讓我給人一種

親切的感覺，因此我擁有了

許多疼愛我的人。我相信

笑，這種樂觀的力量能令世

界變得更美！

梁蕙楨老師

新奇、好玩、刺激是我生命的動力，

在北衞當輔導主任實在十分刺激，每

天返工都有無法能完成的工作。但工

作仍然新奇、好玩是因為身邊有一群

為著同學成長而不斷付出的家長。能

與一群熱誠的義工家長一起拍擋，這

實在是一份很大的動力。

馮秀瑛姑娘



我十分幸能夠成為北衞家

教會的增補委員，負責康

樂一職。感謝北衞家長會

讓我有機會參與家校事

務，為這已經辦得有聲有

色的學校獻上一份綿力。

羅賴甘芳女士

我高興能夠參與北角衛理小學家長教師會的工作，

我有十年從事大專的教學及行政經驗，我頗了解父

母對孩子教育的期望；不論小學，中學和大專家長

都非常重視子女學業和品行的事情。我會盡力分享

自己教學的經驗、協助及支持家教會，舉辦校方與

家長溝通的活動及提昇教學質素。

陳梁明珠女士

能以增補委員身

份參加家教會的

工作，本人感到

非常榮幸。各委

員熱誠的態度及

對會務認真而積

極的参與，很令

我感動。

莊張曦文女士

本 人 育 有 兩 名 子

女，長子文心就讀

北角衛理小學1D

班。文心能夠在北

衛這個大家庭成長

已是很大的福氣，

而我可以參與學校

的家長教師會工作，繼續學習與小朋友相處，以

及細味付出的藝術，就更加感到有雙重意義！

麥張淑儀女士

聚精會神預備活動 來！我們一起閱讀圖書

計劃好了，可以隨時和小朋

友開始讀圖書

多謝大家支持我的伴讀分享

同儕伴讀同儕伴讀

我們感到非常榮

幸能加入北角衛

理小學這個大家

庭。

透過校長專業的

教學理念，我深

信我的小朋友會

享受到美好及難

忘的校園生活。

朱馮惠筠女士

培育小朋友身心靈健康成長、是極富意義的使命。

我們能成為北角衞

理小學的一份子，

在 當 中 服 侍 和 學

習，確是感到無限

感恩和滿足。

史彭佩儀女士

增補委員

吳漢超（3C吳懿純家長）

　　看見子女在「北衞」，十分感
激學校對子女的塑造。每次帶子女
上學，走到學校門前，心中總有一
種喜悅，見到老師們友善的態度，
明白子女所學的，是一件優質的學
習。

　　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有時在
生活中反映出來，他們的談吐、
語氣、用詞，都感受
他們享受在「北衞」
的學習。我兒子到中
學很是適應，是因為
他認為中學的同學活
像小學的同學一樣美
好。他以小學所遇到
的同學為基礎，導航
他中學的生活。

家長感言

隨著孩子進

入小學，我

們的家庭也

進入了一個

新的階段。

作為父母，

我們意識到

我們需要更多倚靠主恩，與孩子一起愉快

學習、一同開心成長。

施吳麗君女士



2006年12月20日學校舉行聖誕慶祝會，也是「愛心便服日」。

本屆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與學生一同慶祝聖誕。

當日共籌得款項33,309.50元，供學校發展全方位活動及推廣閱讀。

陳張若蝶女士代表

家教會致送支票給

梁校長。

聖誕慶祝會聖誕慶祝會

Auntie們的表
演真精彩，

同學們全神貫
注地觀看。

故故事事爸爸媽媽

哦，原來故
事是這樣發
展⋯⋯

聖誕節是記念神愛子主耶穌降生的日子，而不單是只有派對和聖誕禮物。

　　最近我女兒班中的同學舉行了數個生日會，我在
當中認識了數位家長，並與他們閒談有關子女的學習
情況，但當中最令家長憂慮的就是書包重量的問題。
以一個約40磅重的小個子，怎能背負十多磅重的書包
呢！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兩年前，已使我煩惱不堪。

　　早在我兒子開學初期，由於憂慮兒子的脊骨發展
問題，我選擇了護脊書包，用了不久，我發現他拿書
包的時間較背上為多，雖然護脊書包能將在肩膊上的
重量分散，但書包較一般普通書包重。因此，我最後
購買了一個普通有護墊的背囊書包，兒子對於這個書
包十分喜歡，因為它較為輕巧。為了進一步減輕書包
重量，在文具用品的選擇上，又要大費心思，因為小
朋友喜歡有多種功能的磁石筆盒，但這些花巧用途只
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所以我選擇了一個很簡單的筆
袋，並且依照校方的建議携帶適量的文具用品。除此
之外，還有每日課堂需要的書簿、水和食物盒等，有
時他還會携帶一些課外書籍供他在等候時間閱讀。因

教我如何執書包！ 勞錦祥（1D 勞穎彤／3D勞浚鏘家長）

此我會建議他先想一想當天的空閒時間有多少，才決
定帶書與否，並且避免帶硬皮笨重的書籍。

　　在過去的兩年，我也常與其他學校的家長分享執
書包的心得，直至今學年，除了手冊外，我沒有再為
書本加上書套，就是這樣“左減右減”，書包的重量
總算輕了一點，但我的女兒個子較哥哥同期時更細
小，就算我用了以上的處理方法，書包的重量仍然是
一個需要我們正視的問題。

　　在與家長分享中，有些建議於學校設立貯物櫃，
有些建議把書本拆開，只帶備當天須用的課業，其
實書包重量的煩惱不單是北角衞理小學的
學生問題，也是全港小學生的問題。
在缺乏教統局和出版商的支持下，
究竟在這現存的環境下有沒有一套
適合於所有學生執書包的辦法呢？
如果你有獨特的見解或者可行的方
法，請你與我們一起分享吧！



陳梁明珠（6C陳天弘家長）

　　去年暑假，我知道在史丹福大學
有一個EPGY Summer Institute - Middle 

School Program，這課程特別為11-14歲來自世界各
地的小朋友而設的，所以我便鼓勵天弘去參加。天
弘在課程完畢後有許多感受，我把其中一些節錄下
來，與家長們分享這份母親看見孩子成長的喜悅。

　　「媽媽，上完這個課程後，我體會到有很多事
情。首先我發現直覺和事實是兩回事，當然直覺
未必完全是錯，但亦會作出錯誤的決定，比如當時
認為這次遊學是可怕的噩夢，而事實是很棒及難
得的經歷。第二，美國人是非常有創意的，他們能
把足球和棒球混合一起，成為好玩的遊戲 (mix & 
match)。第三，他們上課問問題的目的是教你去明
白及思考問題，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尋找答案，而
不單是追求答案或標準答案，重點在解決問題的過
程及多方面思考。第四，他們跟我們香港人不同，
不太喜歡玩遊戲機，但是喜歡玩各種體育運動，幾
乎所有運動都懂得玩呢！玩得好不好便因人而異
了。」

史丹福大學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
2005-2006年度
(第九屆)財政簡報

羅賴甘芳（1B羅德宜家長）

　　德宜（大女兒）、式宜（小女兒）、
外子和我一行四人浩浩蕩蕩踏上長康街。
還記得以往德宜和妹妹總是蹦蹦跳跳地穿
過杏花新城回到啟思幼稚園的日子。今

天，德宜甚至我們的心情卻不一樣，既有點興奮，
又有點緊張，甚至有點惶恐。

　　為著要紀錄下這重要的一刻，我舉起了相機，
充當記者訪問德宜。她卻正正經經道，有條不紊地
一一為我介紹這是北角衞理小學的禮堂，她是1B班
學生等等。她那泛紅的小臉蛋和不停轉動的眼睛，
知道她確實有點緊張，有點不安。此刻，我們才驚
覺女兒正要翻開她人生的新一頁。我們不禁有點擔
心這傻氣的小丫頭能否適應呢？

　　「媽，今天郭老師帶了很多玩具來和我們玩數
學遊戲，真有趣。」；「媽，今天Mrs. Chan教我們
唱了很多動聽的英文歌；Come on CoCo, Cook a Cat
⋯⋯。」；「媽，今天我忘記帶宗教作業，不過譚
老師很溫柔，她沒有責罵我，只提醒我明天補帶回
去就是了。」。

　　從來體重、高度都很標準的女兒，今天醫生竟
然告訴我她有點超重，她要小心注意飲食和多做運
動。看著女兒快高長大，精神飽滿，我想她真的很
適應北衞的新生活。

　　感謝北衞的梁麗麗校長及各位老師，把小女兒
照顧得很好。身為父母的我們，真的可放心了。

到小學的點滴

 HK$                   HK$

收入：

2005-2006年度會費  44,200.00
教統局津貼  7,368.00
籌款收入  44,929.00
活動收入  52,830.00
利息收入  873.37
05/06年度調整  52.60

　　　　　　收入總數：  150,252.97

支出：

會訊 14,800.00
教育講座 3,600.00
郵費、印刷、文具、雜項 3,817.20
聖誕節遊藝會禮物 4,500.00
資助運動遊戲日 10,000.00
親子旅行支出 52,524.80
贊助05/06每日一篇  6,000.00
獎學金  4,200.00
PTA活動開支  2,412.60
敬師活動開支 266.60
設計比賽獎品 1,000.00
例會開支 1,311.80
東區家長教師會年費 300.00
銀行收費 0.04
雜項支出 900.00
便服日籌款付學校 44,929.00
　　　　　　支出總數：  150,562.04

　盈餘（超支）  (309.07)
　預付06/07贊助每日一篇  7,000.00

　本年盈餘╱（超支）  (7,309.07)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01/10/2005結餘  35,821.90
　本年盈餘╱（超支）  (7,309.07)

　本年度結餘  28,512.83

顧問︰林崇智牧師　　梁麗麗校長

委員︰譚文耀先生　　史彭佩儀女士　　麥張淑儀女士　　周清儀老師

編輯
委員

由左至右︰

視藝科︰6A蔡靜宜、6C唐乙正

音樂科︰6A谷瑋昭、6A王天怡、6C陸嘉蕊

體育科︰6A盧卓晞、6C陳樂心

頒獎嘉賓︰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黃邱慧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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