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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事實在太多了，若不好好留存，這些美
麗的回憶便很容易匆匆而過，甚至被遺忘。

　　作為父母，我們在一生中會遇到很多快樂事，
例如：

　　‧孩子的出生
　　‧孩子從牙牙學語到說出第一個字
　　‧孩子望着你微笑
　　‧孩子左搖右擺地學會走路
　　‧孩子穿着校服第一次上學
　　‧孩子獲得別人（特別是老師）的讚許
　　‧孩子擁抱著自己
　　‧孩子的手緊緊拖拉著你的手
　　‧孩子回來跟你說聲：「爸媽，我愛你⋯⋯」

　　這些生活的點
滴，都給我們帶來無
限的喜悅和希望，只
要我們用心在意於日
常生活的瑣事，都會
是數之不盡的歡愉，
每當我們細細回味這
些生活片段，總教人
打從心底裡就有那一
份喜悅。

　　快快樂樂又一
年，是的，只要我們的眼目投放在孩子真摯的一面⋯⋯
只要我們都能存着感恩的心⋯⋯我相信，我們每一天都
可以是快樂的。

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家長也敬師家長也敬師

給校長、老師送上別緻的禮物和朱古力。
謝謝您們的辛苦！

上午校

下午校

良師呀，是你一
顆愛心關懷燃亮
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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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心聲

家長專訪 . . . . . .

　　為了答謝百多位恒常為學校服務的家長義工，校方特於學期完結前舉行家長義工晚會，除由梁校長頒發感

謝狀予各位家長義工外，還安排學生表演節目助興，當日出席人數超過350人，場面

十分熱鬧。

音樂、舞蹈音樂、舞蹈

家長義工晚會家長義工晚會

梁校長致歡迎詞梁校長致歡迎詞 家教會主席陳太介紹全年家長義工參與的家教會主席陳太介紹全年家長義工參與的

工作工作

梁蕙楨老師任大會司儀梁蕙楨老師任大會司儀

家長義工濟濟一堂家長義工濟濟一堂

畢業生的家長也回校當義工畢業生的家長也回校當義工

梁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各位家長義工梁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各位家長義工

戲劇戲劇講故事、朗誦講故事、朗誦

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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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鍾卓豐家長

　　鍾太一向是全職工作，近來轉為半職，這

個轉變為家庭帶來良好的效果，請聽聽他們的

分享：

鍾生：當太太全職工作的日子，我對自己的工

作會放下少少，好騰出時間培育兒女、協助他

們的功課；分擔太太的辛勞。

鍾太：孩子們正在重要的發展階段，我很想放

多些時間在兒女身上，因此選擇了半職工作。

這個轉變雖然要相應調較家庭的經濟，但是得

到的好處卻很多：大家相處的時間多了，我能

更加了解兒女，他們的紀律也進步了，最高興

的是大家的關係更親蜜呢！

鍾生：是的，這是一個取捨。我看見太太的壓

力少了，自己也能安心在外面工作，大家都

輕鬆了不少！當然，教導孩子的數學、

科學等科目，仍然是由我來負責，

我很喜歡陪伴他們和他們一起

打波呢！

陪我多一點

5C張梓瑩家長

　　張梓瑩的家是一個合作社，爸爸和媽媽一同配搭，來協助女兒的

學習與成長。在學習方面，鼓勵女兒持以專注，認真，盡責的學習態

度，漸而訓練出其獨立自主性是我家的目標。隨著進入高小階段，爸

媽在學科上的指導，是配合女兒在有不明白或遇到困難時才出手的，

女兒明白到自己的責任，同時也得到父母的支援。爸媽也很重視女兒

學習其他的知識、做人道理、對社會的觸覺、體能鍛練，興趣培養

等，當然少不了的是週六、日的吃喝玩樂的快樂時光，務求達至身心

健康，平衡發展，且一解書寫的悶氣。

　　最重要還是時常提醒女兒珍惜擁有，凡事以積極，樂觀，用關愛

的心態面對，日後能盡一分力，貢獻社會，就是給爸媽最好最大的回

報。梓瑩媽媽承擔了主力的輔助工作，爸爸則以亦師亦友的角色從旁

引導，陪伴成長，互補不足，真是好拍檔呀！

最佳拍檔

2Ｂ陳裕安家長

　　暑假是我和孩子們的一個快樂時光，我們都熱切期待著它的來臨呢！

　　這個暑假，我們將聯同昔日幼稚園的同學及家人，一行廿多人到日本

北海道旅行。我們將採取自助遊的形式，自己租車和編排這九日的行程，

如：賞花、到果園採摘水果、吃日本的地道食品等。裕安自從知道了這個

安排後，心情一直興奮，甚至睡不著覺，在夢境裡也去了北海道旅遊！

暑假自助遊

快樂感恩的一年
　　君意在北

衞 已 差 不 多

完 成 第 三 個

學年了，今年

的轉變特別明

顯，無論在自

律、自學、愛

人，以至愛護

環境，他都有很大的進步。這年裡我不但看見他

時常作自我行為檢討，與同學的關係也改善了，

更主動關心及幫助不認識的人。學習上，他懂得

重畫在學校所學會的腦圖，並井然有序地自己溫

習；在常識課學到珍惜資源和清潔社區，他都嘗

試於生活中實踐。他在鋼琴及其他項目的學習，

也有不錯的表現。他在各方面的成長都令我們感

到欣慰。在此多謝學校的悉心栽培，作育英才，

尤其是馮老師及多位老師的鼓勵及安排，這都是

君意的動力來源。謝謝！當然最感謝的是神，祂

讓君意在這滿有愛與關懷的學校讀書。

袁慧瑜女士 (3A 李君意家長) 

　　女兒舒詠到今年九月

份將會升讀中一了。回想

她剛進小學的情景，仍然

印象深刻。尤其那套細碼

的校服裙，穿在她身上乃

是長長的，真可愛。

　　時間過得很快，她將

會離開北角衞理小學，但

她並未向我們表示有依依

不捨的感覺。反而唸四年

級的弟弟率先表示有點難

捨將要離校的姊姊，使我

們感到十分出奇。

　　女兒在短短六年間的校園生活，過得很快樂。她是一個活

潑好動的學生，參與不少課外活動，老師對她所說的話全都記

在心上。對學校有一份強烈的歸屬感。

　　北角衞理小學的校長和老師，時常藉著神的話語來教導和

鼓勵學生，並鼓勵他們凡事禱告交托。

  我相信北角衛理小學的學生在神的保守和帶領下，將來必定會

成為榮神益人的好孩子。

林淑儀女士 (6A 楊舒詠、4B 楊書諾家長)

家家長長 心心聲聲 女兒畢業了！

家長專訪 家長專訪 . . . . . .. . . . . . 小記者

小記者看見他們為兒女而付出

代價，他們卻直言只有樂，沒

有苦。父母的愛真偉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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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農莊」生態導賞遊
　　家教會為促進家長間的交流和增進親子間的聯繫，就於本年

五月一日在音樂農莊舉辦全校性的親子旅行，是日參加人數接近

1000人，可謂盛況空前。

　　當日活動豐富，有靜態的手工藝活動及農莊式活動；動態的

有農莊植物、森林迷宮、森林歷奇之旅和生態迷城等。

　　活動形式多元化，老幼皆宜，致各人都能盡興，流連忘返。

你可體驗到農夫的辛勞？你可體驗到農夫的辛勞？

家家 教教 會會 親親 子子 旅旅 行

看誰射得準？看誰射得準？

校長，我也來踩高蹺。校長，我也來踩高蹺。 齊心，就事成。齊心，就事成。

坐在車裡真舒服。坐在車裡真舒服。

一二三跳，我成功了！一二三跳，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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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們的製成品看看我們的製成品

多漂亮多漂亮

大家
專心地學織藤籃

大家
專心地學織藤籃

家 教 會 親 子子 旅旅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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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校長適當幫助，令天弘在北衞能愉快地學習。綜觀

北衞對天弘成長及邁向卓越，最大的幫助有以下數項：

  1. 校長有遠景，抱負及使命感，以推動資優兒童教育普及

化為己任，不會随意以短視手段討好家長及兒童，最後

導致兒童受害。

  2. 老師有愛心，包容及耐性；以兒童的利益為前提，願意

和家長同心配合。天弘在小四至小六期間，他犯下多次

錯誤及麻煩，包括：為一些小事而在班上哭泣，影響上

課，老師的包容、循循善誘及規勸下，他的情感及逆境

智商(EQ & AQ)提高不少；良性改善令他在一家十分競

爭性的中學愉快地適應下來，免去我們的擔心。

  3. 校方能夠引導家長與學校同工協作，在有限資源下，協

助資優兒童追求卓越，培養良好品格及作榮神益人的未

來社會棟樑。

教養資優兒童的掙扎與反思

　　在忙碌的香港社會，疲倦不堪的父母，單是管理自己和

配偶的情緒，已經大有難度，還要幫助孩子從小學習管理怒

氣，實在是難上加難！這是我的心聲，相信也是我們北衞一

些家長們心中的擔子，願意與大家藉這分享彼此勉勵。

　　我是愛觀察的人，我喜歡觀察兩個寶貝女兒，也愛認識

和了解女兒們身邊的朋友、同學：有些孩子極少表達自己的

情緒，他們傾向「忍」，在心中暗暗地「嬲」，卻很容易在

忍無可忍時大發烈怒，因而受到身邊老師和同學的誤解，以

為他們不重視與別人的關係；事實可能正好相反，他們因為

太過重視與別人有和諧關係，以至不敢提出自己的不滿和意

見，也不會保護自己，只知忍受別人有心或無意的傷害，內

心的憤怒就似用壓力煲煮餸一般積壓在心中，卻因為沒有正

確的方法使怒氣得到出路，就像壓力煲排氣活塞失效而

致壓力過大，終於「爆煲」。至於未學懂適當管理

自己怒氣的孩子，有時會大發脾氣、動手動腳、

撞擊旁人或物件來發洩。另外，有些孩子在傷心

時，會把孤單感和傷痛轉化為怒氣；有些孩子

卻會在恐懼時，突然猛烈撞擊別人，以求保護

自己。其實，孩子要學懂適合自己的情緒管理方

法，真是成長裡重要的一課呢！北衞的孩子有

幸在校接受成長課的教導，在老師的悉心指導

幫助孩子管理怒氣

下，相信對情緒管理不會陌生；作為家長的我們，也要配合

適切的「家長指引」呢！

　　父母是孩子最信任的人，我們需要引導孩子將情緒化成

說話表達出來，家長若能指引孩子在安全受控的狀態下，

認真地說出：「我好嬲！」，這是很好的。鼓勵孩子在哭泣

時尋求父母的擁抱和安撫，並說出：「我好難過！」，這是

一個健康的情緒表達方法。另外，驚恐時能叫喊出「我很驚

呀」！之後，父母能夠鼓勵孩子詳述出驚恐原因及可怕事情

的所在，這也是個好機會訓練和提升他們的情緒智能，使孩

子漸漸發展出最適合自己和健康的情緒表達方式。父母用手

來觸摸及擁抱孩子，能使他們感到安全、平靜及得著撫慰，

擁抱自己孩子是滿足他們情感需要和預防烈怒爆發的好方

法。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父母有時太缺乏給自己

和兩夫婦休息娛樂的時間，家長能為自己培養健康的

興趣和安排定期的娛樂節目，一方面有助夫妻感情

維繫，另一方面，更有助改善家庭中的和諧氣氛，

這是孩子怒氣管理重要基礎。另外，父母若可放開

心懷，虛心學習一下子女的嗜好，站在孩子們的位置，

體驗箇中樂趣，共渡玩樂的時光，也是有效打開孩子怒氣

管理之門的鑰匙呢！但願我們彼此勉勵，明天會更好！

  4. 校方能夠引導家長以兒童的利益作出發點，從而作出適

當的教導及明智的決定。

  5. 校方能夠透過創思小組提供一個平台，讓高學習能力的

同學接受較高層次的訓練，啟發他們的潛能。

　　在此特別多謝梁麗麗校長、陳磊明主任、邵家敏老師及

在六年裏曾教導過天弘的老師；詹太、李太及其他家長的愛

護，善意提醒，提供多姿多采的活動給天弘和所有小朋友；

同班同學對天弘的友誼、關懷及鼓勵；讓天弘在北衞的大家

庭中穩步成長。希望這篇文章能激發所有家長明白，我們的

每一個小朋友都是上帝賜與我們

的禮物(Gift)，因此每一個都是

資優兒童(Gifted Child)，　

謹以此文與家長共勉。

家 長 講 場 家 長 講 場 － － 養 兒 育 女 養 篇

陳令名先生 (畢業生陳天弘家長)

譚文耀先生 (1C譚安琳、5C譚希琳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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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國光先生 (1A戴浩賢、1B戴嘉汶家長)

　　有幸成為一對孿生兒女的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驚。

所驚者是要教養一對同齡的小孩，使他們長大後能夠品學兼

優外，還有良好德行，不為社會帶來負擔。

　　當然，世界沒有免費午餐，除了以身作則外，亦要付出

無限的心力，以及犧牲個人的娛樂時間。

　　媽媽除了為孩子們日常上課作準備外，在體藝的課外活

動安排上亦要花很多心思。孩子的個人興趣、時間上的配

合。亦要關注他們是否有充足的休息時間。

　　在溫習功課上，爸媽要雙軌進行，以節省時間。但孩子

的心理很有趣，當媽媽教導一個孩子時，另一個亦撒嬌要求

媽媽教導。所以每天檢查功課要花很多時間，這經驗是一般

的爸媽不能體會的。

教育孿生的小孩

林丘智華女士 (4A林熹敏、6A林澤生家長)

　　暑假是孩子們最喜愛的日子，作為家長，我明白孩子特

別喜歡跟自己同齡的朋友玩，所以在過去的幾個暑假，我都

會安排孩子們跟朋友相聚。我最喜歡帶孩子們去大嶼山住兩

天，那裏可以讓孩子們遊山玩水，晚上又可以一齊跟好朋友

打地舖睡覺，他們覺得很有新鮮感，比單單去外國跟家人旅

行來得更高興，更痛快；所以一到暑假，孩子們必然知道又

是跟好朋友痛痛快快玩樂的時候；平日孩子們都要上課和參

加不少課外活動。暑假該是輕鬆、享受陽光的日子！

陽光與海灘

家 長 講 場 －  養 兒 育 女 篇

羅何定邦女士 (1B羅恩寧家長)

　　自升上小一後，美美的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常常因小
事便大發雷霆，父母也感到很無奈。相反，她的好友琪琪就
不同了。雖然有很多功課和測驗要應付，但琪琪卻越來越獨
立和自動自覺；在學習和自我照顧上也不用父母操心。相信
父母們也很想知道她們為何有這麼大的分別。原因就在於父
母教法的不同！

　　每當美美表現不如父母的期望時，父母便會責罵她，指
出她如何如何不對，使美美感到很氣忿，但一時又不敢反
抗，到了忍耐的極限時，便會如火山爆發般，一發不可收拾
了。例如 : 
　　一．當美美放學回家後，想玩一會才做功課。但媽媽即

時便駡她懶惰，著她快快吃過茶點便要做功課了。

　　二．當美美做完功課後，她很想看電視播放的卡通片，
但媽媽卻駡她慢手慢腳，著她快快洗澡後再看電
視。

　　三．吃晚飯時，媽媽又因美美吃得慢而不住地駡她，讓
她的情緒壓抑到極點，便一邊哭一邊吃飯呢！

　　四．飯後，美美玩了一會，又很想和父母一起玩，但媽
媽又駡她只顧著玩，更催促她快梳洗後上床睡覺。
這時美美再忍不住了，便大發雷霆起來。父母只感
到美美很無理取鬧，不明白為何她變得越來越不講
理了！

　　同一環境，琪琪的父母又有何不同的處理方法呢？原
來，分別在於，當琪琪表現不如父母的期望時，父母會強忍
著內心的忿怒，學習放鬆自己，再報以欣賞的話來鼓勵她做
正確的事情。例如 : 

教法不同，結果不同
　　一．當琪琪放學回家後，想玩一會才做功課。媽媽內心

雖不滿女兒的散漫，卻忍耐著對琪琪說：「媽媽知
你返了一天學一定很累了，但媽媽很欣賞你今天那
麼努力學習。看！老師還給你一個美麗的貼紙呢！
這些茶點是給你的獎勵，相信吃過後，你會精力充
沛地做功課了！」

　　二．當琪琪做完功課後，她很想看電視播放的卡通片。
這時，媽媽再次強忍著不滿，說 :  「琪琪，你真
乖，自動自覺地做完功課，不用媽媽操心。我想你
不用媽媽提醒也會知道跟著該做什麼了。」琪琪很
想再得到媽媽的稱讚，便快快去洗澡了。

　　三．吃晚飯時，媽媽看到琪琪吃飯很慢，卻忍著快駡出
口的話。接著，媽媽語帶稱許地說 ：「琪琪整天都
很乖地完成功課和梳洗，若連吃飯也能順利完成，
媽媽會是多麼的快樂呢！」琪琪聽後，不自覺地越
吃越快了。

　　四．飯後，琪琪很想和父母一起玩，但睡覺的時間已過
了，媽媽內心很著急，想她快點入睡。但媽媽也明
白琪琪很想玩多一會的心情，便溫柔地說：「琪
琪，很多謝你今天那麼合作，甚麼也不用媽媽操
心，媽媽真以你為榮呢！來吧，待你擦牙後，我講
一個好聽的故事伴你入睡，也作為今天給你的獎勵
吧！」

　　請看，兩個家庭的教導方法是不是很不同呢！美美的媽
媽用了一種事倍功半的方法，結果吃力不討好。琪琪的媽媽
卻透過忍耐和了解，誘發出孩子自動自覺的原動力，不單讓
孩子更獨立成長，也有效地建立孩子的自信心。你會選擇做
那一種父母呢？你會希望生長在那一個家庭呢？

　　各位父母，成功的秘訣其實在於我們能否真心真意地接
納孩子的不完全，按他們的腳步引導他們步向成功。若我們
只是出於勉強和偽裝，孩子很容易會看出我們的表裡不一。
要能對孩子由衷地讚美，我們得有高度忍耐和接納。這也是
我們很容易失敗的地方。聖經有云：「愛是恆久忍耐，又有
恩慈」。唯有活在神的愛中，經歷過耶穌基督無條件的愛和
接納，我們才明白甚麼是愛，和怎樣付出愛。這份愛，將給
予孩子永遠的平安，無限的信心，帶領他們超越軟弱，步向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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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溝通有法，「相對無言」就從此不在「你」「我」的字典了。透過是次義

工訓練，教我們認識到「CASH」的重要，因它真正代表著：

　　CARE：關顧

　　APPRECIATION：欣賞【你做得好好呀！】

　　SUPPORT：支持【有我同你一齊行，努力！】

　　HOPE：盼望【我相信⋯⋯好快你／妳會達到目標】

　　若有了以上的「CASH」再加上「幽默感」，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更顯得親

蜜，因「幽默感」是人與人的潤滑油。

　　★ 開放胸襟　　　　　　★ 蒐集笑話　　　　★ 培養創造力

　　★ 運用敏銳的覺察力　　★ 學會挖苦自己

　　都是培養幽默感重要的一環。

　　最後，祝願大家：身體安康，擁抱挑戰，迎接未來。

　　【CHILDREN SEE, CHILDREN DO】

顧問︰ 校監林崇智牧師、梁麗麗校長

委員︰ 譚文耀先生、彭佩儀女士、

 陳愛青女士、戴國光先生、

 呂貴芬老師

編
輯
委
員

北衞家長祈禱小組
歡迎您們一同參與，為學校、學生及
我們的家庭祈禱。

聚會日：每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二

時　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45分

地　點：在校內或組員的家中舉行

有興趣參加的家長請電郵到
npmps_pta_newsletter@yahoo.com.hk 查詢及報名。

「溝通有法」家長義工訓練工作坊

主席的話

「熊仔叔叔」故事工作坊
　　熊仔叔叔在工作坊內與「故事爸媽」義工分享和講解講故事的技巧。原來人在講故事時聲

音必須響亮和咬字清晰，附以吸引的表情與動作，能引起聽眾的共鳴與投入。在講一些很普通

的故事時，不一定要照原著的內容般演繹，可因應時與地略作更改，使故事不致太沉悶。多元

化的表達輔以簡單的道具，能令故事更吸引，聽眾更有興趣，尤其在講故事期間可以請聽眾猜

測故事的結局，更可加強彼此互動之效。

　　綜合專家的意見，為人父母者，應自小培養孩子不同興趣，以減少他們有太多閒暇。如在購買電玩給孩子作禮物前，先協

議使用規則及時間，如孩子不守信用時，父母應該「硬著心腸」收起電玩，待訂定協議及承諾後才准許再使用，你的「心軟」

只會表示你默許孩子的壞習慣。因為自小養成的習慣是很不容易改變的，使人沉迷的壞習慣更甚。

「預防孩子沉迷電玩及電腦網絡」工作坊

編輯室

家長也敬師

家 長 學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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