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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
子女

每位父母都渴望子女能成為有用的人，我也不例外。然而愛之深，責之切，
當孩子表現未如理想時，父母會以「打打罵罵」的方式責備他們。子女長期
在這種「負能量」的環境下成長，自然產生不少問題。其實用正面方法幫助
子女成長才是培養孩子的好方法。

(一)及早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二)培養子女欣賞別人 

(三)培養子女獨立處事能力

建立孩子的自信心並不困難，只需要在他們做得好、做得對時加以鼓勵和讚賞；若他們
做得未夠好，父母便要以心平氣和的語氣慢慢解釋如何改善，切忌用嚴厲的語氣去責怪
他們，否則他們只會「收收埋埋」，以後什麼也不會向父母傾訴。

每個人都有其特別之處，每件事物都有可取之處。如果子女思想
正面，懂得欣賞別人，將來在社會上無論工作或做任何事時，也
不會太計較，凡事也會感恩。

 
父母從小要培養子女獨立處事能力，不會太依賴父母，否則發生
事情時，他們會不知所措，情緒也出現問題。雖然我們的子女已
是中學生，但我相信，子女在父母心中，永遠都是小朋友。

培養子女的秘訣： 

各位家長：

 首次在家教會會訊寫信給大家，我想談談我的教育理想：我的教育理想是為社會培育
各方面的人才。正如教育學家加德納教授(Professor H. Gardner)所言，人的智能可分
為語言、音樂、邏輯數理、身體動覺、人際關係、自然辨識、空間和自省八大類。學習能
力再低的學生，也會或多或少在某類智能有較佳的表現和能力，學生擁有的該類智能不一
定要非常超卓，但只要高於平均水平，若能加以培養和發展，必能取得相當大的成就。在
我的心目中，每一位學生都是一粒翡翠，問題是我們如何把他琢磨。因此，我希望能啟發
和培育學生的潛能，因應學生的潛能助其向某一方面發展。站在基礎教育的立場，我也同
意全人教育是必須的，我們應當兼顧學生各方面的教育，包括德、智、體、群、美五育，
在這一基礎上再啟發學生的潛能。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我們要為香港作育英才，智育很重要。這智育首重語文能力，
學生擁有語文能力，特別是英文和中文，他便掌握了通往知識之門的鑰匙，也就是說他掌
握了學會學習的重要工具。當今世代，知識爆炸，學校已經不能夠只注重傳授知識，學校
必須教懂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並須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閱讀習慣。此外，學校必須培
養學生的各種能力，特別是資訊科技能力，過去一個世紀資訊
科技發展之神速，令人驚詫。學生如未能很好地掌握資訊科技
能力，恐怕在學習上、生活上和未來的工作上，都會碰上很大
的困難。

最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品德和公民意識。幾
年前我看過一齣電影叫《虎膽龍威４》，戲中的大反派是一位
電腦天才，他利用電腦科技犯罪，對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雖
然這是一齣電影，但現實生活中確存在利用高科技技術犯法的
罪犯，我不希望培養出這種有才無德的人，因為他的智慧和能
力不僅不能貢獻社會，反而會對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因此，
我認為德育及公民教育仍然是新世紀學校最重要的教育目標。
學生在接受教育後能夠做一位品行端正和有公德心的好公民，
我們已完成教育下一代的一大使命。在這一基礎上能培育出品
學兼優的人才，作社會的棟樑，是我的教育理想。

給家長的信(一)： 

李盤勝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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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同學現已進入DSE公開考試備戰狀態，而我的女兒，就將在一年後面對著同一
個公開考試了!

同時，考試後便要面對人生另一個階段，升學還是投身社會工作呢？如成績理想，
可入讀香港之大學固然好極，但如未能達標，家長又可會把子女送到外國去升學吧！要
他面對一個陌生地方，一邊過著獨立生活，一邊又要努力讀書，實是要子女在短時間內
立即成長起來，家長又可會放心？

如不升學，投身社會工作，又是另一種挑戰！但現在各行業之入職要求，往往要求
大學程度，文職工作尤其注重。其實在實際職務上，又未必應用得上在大學所修讀之知
識，但這個學位銜頭，卻總是見工之基本入場劵！如從事技術性行業，則要接受專業訓
練，比喻做壽司師父或理髮師，是要用時間去磨練的，與學位掛不上關係。

祝願每位應考同學，都能取得滿意成績，不論升學或投身社會，都能展開人生另一
美麗階段！

家 長 心 聲
一年之後

5A班　白希媛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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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盡展所長‚
預老師皆期待‚
發學生為己任‚
度高低盡施教‚
習認真同進步‚
命豐盛發光芒‚
履維艱能克服‚
月登雲齊稱頌‚
瞻遠矚人共賞‚
學就業皆順暢

天靈靈、地靈靈、誰知我茜羚

山高高、水清清、點滴我心靈

花之嬌、草之嫩、盡是壹零零

人之曲、鳥之歌、你我喜共聆

A visit to the bank  by Ip Kit-tong

I went to the Heng Sang Bank at Mei Foo to buy some gift cheques on a Saturday morning.  As I was among the first few clients 
outside the bank a couple of minutes before it opened at nine, I expected to be able to leave in ten minutes or so to go for my weekly 
workout at Mongkok.

Several friendly hands waved to me behind the counters when I entered the bank.  I stopped in front of a young man who wore a 
mask.  I told him what I wanted and gave him my bank card and identity card.  It took him some time before he figured out what I 
wanted.  Then he asked me again the amount of each of the three cheques I needed.  What I regarded as a routine task for a bank 
teller seemed like a complex assignment for him.  He consulted his senior, took out a few slips, typed something on the keyboard, 
talked to his senior again, returned to the keyboard, scribbled some figures on the slips and repeated the cycle.  At one time he told 
me there was a service charge of five dollars for each cheque.  I told him to add it to the total amount of withdrawal.  I did not know 
what took the young man so long to issue three cheques.  I only remembered he asked me to sign the withdrawal slip at one stage 
and returned my identity card and bank card at another time.  

At the counter to my left, a man completed his transaction without fuss; another client had a series of questions about his account 
answered; a woman finished withdrawing money from two different accounts; and an old lady successfully deposited a pile of one-
thousand-dollar notes without any fake note discovered.  Meanwhile, I was still waiting impatiently for my cheques.

Twenty-five minutes after I entered the bank, the young man handed me three cheques over the counter, without the accompanying 
greeting cards and pink envelopes.  When I enquired, he was puzzled and asked a coworker what I asked for.  When he realised 
what were missing, he stood up and wanted to fetch them somewhere.  His senior behind him told him to open the first drawer on 
the right.  He found them there and gave them to me. 

Before I left, I asked, “Haven't you used gift cheques before?”  He answered, “I'm new here.”  I wanted to say I could see that.  As 
a teacher by profession, I did not mind waiting a few more minutes than necessary to help the bank train new recruits.  But I 
wondered what went wrong, an ineffective bank induction programme, inadequate school training, insufficient family education, 
or all of th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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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服務135年屬下中學連環教育考察之旅保良局服務135年屬下中學連環教育考察之旅

這是一趟充滿着歡樂的旅程。在整個旅程

中，我們擁有了很多難忘的回憶：喝後

令人不斷打噴嚏的胡椒酸辣湯、西塘

古鎮一個又一個帥氣書生的姿勢、南

翔小籠包的滋味......這些回憶，

現在還一直不時出現在我們腦海

中，很是回味。在這五日四夜的考察

中，我們亦獲益良多。因為這個考察

團，我們得以對內地的高校制度有透徹

的了解；因為這個考察團，我們能夠有機

會與內地的大學生交流，了解他們的校

園生活。在此，我們要萬二分感謝保良局，

以及校方對我們的支持，提供了這個難得的

機會，增廣見聞，擴闊我們的視野。

5A  何芷晴    5A  李穎兒  

5B  鄧子泓  

5C  鄭嘉敏    5C  廖健韻   

5D  吳羽                                         

在2013年6月29日至7月3日期間，

我們連同帶隊老師一行七人，

參加了由保良局主辦的

「保良局服務135年屬下

中學連環教育考察之旅：上海篇」。



同年的十二月，我們有幸到訪印尼參與考察活動。我們看到了印尼別具

特色的一面，車水馬龍、燈光璀璨、高樓林立等的景色都讓我們對印尼這個

地方完全改觀。在旅程的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印尼著名及富有歷史特色的旅

遊景點，例如印尼縮影公園就是集合所有印尼聞名景點精粹的地方，而在安

佐爾夢幻公園就能享受陽光與沙灘、海風的洗滌，讓我們再次看到印尼吸引

人的地方。 

在行程的第三和第四天，我們針對此次考察活動的目的而參觀了三所印

尼的學校。通過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我們了解到原來印尼的教育制度其實也

是十分完善的。同時，印尼學生的樂觀也感染了我們，即使我們言語不通，

但是我們都度過了一段很開心的時光。這次考察活動的經歷相信讓所有同學

都獲益良多。首先，我們十分榮幸能夠親自與教育局局長面對面交流，分享

我們對是次活動的感想以及對香港教育未來發展的看法。其次，通過這次的

旅程，讓我們都穩固了朋友之間的友誼，畢竟這是上海考察活動的延續篇，

我們在上海活動中認識的朋友有很多因為大家不同學校以及學業上的壓力，

而無法見面；然而通過這次的印尼考察之旅，讓我們鞏固了彼此之間的友

誼，甚至還成為友，為我們的人生帶來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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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週年 年4 會1- 員3 大1 會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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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家教會？

家長如欲聯絡本會，或反映任何意見，可以： 
1. 致函予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或 
2. 傳送電子郵件到本會電郵信箱：ptassoc@sfc -plk .edu.hk

家教會執行委員有定期例會，商討會務及跟進活動進展，如家長會員有興趣列席，
可隨時致電或電郵給我們查詢開會日期及報名留座。

全年活動概覽表及工作報告

1. 2/2013    
2. 23/2/2013
3. 9/3/2013 
4. 6/2013
5. 7/7/2013
6. 25/8/2013
7. 25/9/2013
8. 19/10/2013
9.   2/11/2013
10. 14/12/203
11. 2/2014           

出版第三期會訊
家長工作坊 – 父母子女同成長
聯校家教會活動 – 聯校燒烤
家長校董選舉
家教會幹事參加唐中的聯校家長分享會
家教會幹事參加唐中的中一迎新日
修訂會章特別會議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執委會選舉
家長講座 – 大學聯招簡介
家教會幹事參加唐中開放日
出版第四期會訊

本年度舉辦/合辦了多項活動，計有：

本年度家教會共開六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委任家長代表加入「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監察學校買賣物資的情況，
以保障學生的利益
委任家長代表參予審批學校的大額標書
舉辦年度模範生獎，以鼓勵學生勤奮學習
支援學校為新高中的同學舉辦的活動，如生涯規劃講座，探訪大專院校，
及遊學團   

其他：

2013 - 2014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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