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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我站在門口，歡迎每位回校的孩子，眼前個個都是天真爛
漫、精靈可愛的小寶貝，心中流露出無限的喜悅。不少父母與孩子分手前，
都會親親孩子的臉，一幅幅多麼幸福的圖畫呀！

                        我們敢說：「天下的父母，人人都愛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
                  的學業成績、操行都優良，作父母的當然愛他；但有一天孩子變得默
                  書不及格，又沉迷電玩，更經常被老師投訴，甚至吸毒打架，你還會愛他嗎？

                  畢竟父母望子成龍，把心血都傾注在孩子身上──期望很高，想他出人頭地，每次考第一名──
但孩子的感受如何呢？孩子年紀小，可能只知道父母愛成績多於愛他。這樣的愛是有條件的，成績好便愛，成績不
好便打罵，結果孩子愛不愛父母呢？孩子是否能體諒父母是為了自己好而對自己期望高呢？孩子會否認為父母給自
己的不是愛護而只是壓力呢？這重重矛盾應如何消解呢？

 相信大家不會否認父母對孩子的愛應該是無條件的──無論孩子聰明還是笨拙，乖巧還是頑劣，無論孩子在任
何情況下，父母也應該義無反顧地愛孩子！我們應該將孩子本人和他的行為分開，我們不愛的是他的過失或偏差行
為，卻在任何時刻都重視和孩子的關係，重視孩子的個人價值。當孩子明白父母真的愛「他」，而不是他身上某些
條件時，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孩子是深深感受到父母的愛是無條件的。

 各位親愛的家長們，愛你的孩子，孩子與你們的關係一定良好，孩子自然願意接納父母的意見，願意以父母為
學習的對象，自然不需靠獎罰也會努力學習。在沒有恐懼壓力的情況下，沉浸在深廣的愛海裏面，自然能內化父母
對他的期望，成為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所以，親子關係是關鍵，親子關係的核心就是愛，也要愛得其法。

 各位親愛的家長們，在今日社會裏，各方要求紛繁，家長真的不容易做，好的家長更難做，求神給我們智慧去
教導孩子，並按聖經真理「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離。」（聖經箴言 22 章 6 節）父母是孩
子的生命師傅，是陪伴孩子最久的老師，這個角色，無人能替代，願大家彼此守望。

 各位愛孩子的家長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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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潤冰校長

        從我大女兒入讀本校開始，我便很希望與學校合作，
  與老師攜手，為學生創設更好的學習環境，令學生更健康
  地成長。因此這幾年，我積極擔任學校的家長義工，期間
  我先後擔任家長教師會的聯絡一年、主席連續當了三年，
今年更有幸成為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真的很感謝所有家長及校方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健康對我們是最重要的一個課題，所以我希望在本年度的家長
講座都可加入一些有關兒童及家長所關注的健康環節，好讓我們所有成員都吸收到一些
有用知識，好好保重我們身體，所謂防範勝於治療。

 我在這裏祝福我們聖紀文大家庭裏，所有教職員、家長及同學有健康的身體，愉快的心靈去接受每一天的挑戰！

主席 鄧秀英女士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已於
2015 年 11 月 7 日第十九屆週年大會中投票
選出，而新一屆執行委員的職務亦於第一次
執行委員會會議中透過互選產生。

 於週年大會同時，本會邀請得聖公會
聖多馬堂廖明楷宣教主任分享「如何建立孩子的自尊自信」，
使各參與的家長獲益良多。大會更邀請不同組別的同學作表演，
包括：舞龍、英詩集誦、普通話集誦及中國舞。各同學精彩的演
出，搏得台下觀眾報以以熱烈的掌聲。

 另一方面，大會當日亦邀請得蘇啟明校監頒贈第十八屆執委
義工之感謝狀，在此本會再次多謝各執委及義工過去一年對本會
的支持。

 除此以外，當天亦頒發學校『自學創意
啟潛能，承擔盡責紀文人』繪畫及填色比賽
獎項。得獎者名單如下：

執委大合照

第十九屆
周年大會
大合照

廖宣教主任
與家長分享

普通話集誦

中國舞表演

英詩集誦

舞龍表演

繪畫及填色比賽得獎作品

 很榮幸今年能當選為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
我是一位全職的家庭主婦，亦需要照顧五名兒女，
但為了學校的發展，我也希望可盡力抽空協助所
有義工的工作，亦很感謝身邊的每位家長的支持，
他們無私的奉獻，很感動我們家長教師會的成員，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為聖紀文出一分力。

副主席   黃艷芳女士

 我是 2B 蔣欣桐的媽媽，有幸今年能連任司
庫一職。雖然我有工作在身，但自從加入家長教
師會後，認識到一班在百忙中亦不停為學校服務
的家長，所以我希望能盡量騰出時間為學校工作，
做好自己的本份，我祝願所有家長及同學在新一
年有愉快的心情及健康的體魄為學業而努力。

司庫  馮慶聯女士

 加入家長教師會已經兩年了，在加入家長教師會
之前，我也常常擔任家長義工協助學校活動。我感覺
到家長教師會的發展一年比一年好，老師和家長有良
好的溝通，使學生有更好的校園生活；此外，參與家
長教師會的活動中，我學到與人溝通和合作的技巧，
自己也獲益良多。最後，希望家長們多多參與家長教
師會的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加好的校園環境。

總務  魏清琴女士

 這三年來，我看到身邊的家長朋友，不
辭勞苦地在百忙之中都挺身當義工為家長教
師會工作，我深受感動。今年我有工作在身，
但亦希望能盡量抽時間協助本會的工作，盡
一分力為聖紀文當一個家校合作的平台。
     康樂  尹鳳珍女士

 感謝天父！孩子能入讀聖紀文這所學習氣氛樸實認真的學校 , 讓
她學習成為神所喜悅的孩子。非常高興有幸被選為本屆的執委之一，
負責聯絡的工作。雖然只是參與了短短兩個月，已感受到各執委對
家教會工作的熱情投入，我正從她們身上學習怎樣服侍他人。
 參與家教會，我期望自己能成為家長與校方的一道小小的橋樑，
協調大家共同關注的事情，並向校方作出適當的建議。亦期盼能把自
己教養孩子方面的知識及以往籌辦活動的經驗，同大家分享，協助家教
會各項工作運作順利，以配合家校合作的精神。
 最後請大家要多多關注學校和家教會的工作，為我們的孩子樹立積
極上進的精神，培養孩子擁有用心付出，積極負責的學習態度！
              聯絡  黎嘉莉女士

 我很高興今年可當選為法團校董會的本
年度家長校董及連任秘書一職。我有兩個兒
女就讀本校，雖然身兼多職，亦希望可以盡
量抽時間參與學校的一切義工工作。學校是
一個大家庭，真的需要各位的家長互相支持
及指導，才可茁壯成長的。

秘書  陳妤庭女士

2015 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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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唐嘉賢 1D 黎梓蕘 2A 黎朗晴   
 2E 馮曉桐 3D 林悅潼 3D 趙梓希
 4A 李采螢 4B 吳秉釗 5A 尹采翎
 5C 葛婧妍 6A 梁智儀 6D 黃詩韻

 最後，我們亦在 12 月 1 日及 2 日早會時
段內舉行了第十九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讓各
同學認識本屆的家長教師會執委成員。



2C 黃穎彤
 看那優雅莊嚴的前水警基地，
又欣賞到奇幻似真的超視覺 3D，
再尋會漂移的美利樓，認識那久
違了的歷史，真是難得的體驗。

1B 林元元
 太好玩了，太好玩
了！ 3D 藝術館很有趣，
赤柱有狗狗和我玩，風景
也很美！我今天可以去親
子大旅行，太高興了。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及其子女之聯誼溝通機會，
並提供一個舒展身心的環境，本會於 2016 年 1 月 17 日
舉辦一個『親子大旅行』活動，當天的行程相當豐富，
包括 1881 Heritage 前水警基地、全新淺水灣超視覺 3D 藝
術館及赤柱美利樓。另外，我們還有車上遊戲及幸運大抽獎。
 這一天我們有超過七百人參與，難得的是各家長和同學都
十分合作及準時，九時十五分我們便能分乘十二輛旅遊車浩浩蕩
蕩地向目的地出發。早上我們除了參觀 1881 Heritage 前水警基地，
更在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享用午膳。下午我們參觀全新淺水灣超視
覺 3D 藝術館及赤柱美利樓，雖然行程緊密，但
相信各參與者也渡過了難忘的一天呢！
 本會在此特別感謝各位老師、執委、
義工及各參加者的協助，使得當天的
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另一方面，為
讓各同學或家長表達對是次親子大
旅行的感想，本會亦邀請各位參與
撰寫旅行後感想和意見的活動，參
與人數也十分踴躍，經過家長執委
細心挑選後，我們也揀選了部份作
品刊載於是次期刊內。

1D 羅驛天
 今天的旅行令我玩
得很高興，我最喜歡參
觀 3D 藝術館，那裏有
很多不同主題的視覺畫
像，讓我大開眼界。

1A 葉暻謙
 參加了本次親子大旅行
後，我認識了 1881 Heritage
前水警基地和赤柱美利樓，
最開心就是參觀了 3D 藝術
館，超級好玩呢！

3A 梁智媛
 在這次旅行中，我體驗了
和野獸搏鬥、戰勝了狂風暴雨，
使自己變得力大無窮、勇敢無
比……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真正
的巨人，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

5C 姜雅之
 雖然旅行早上下着
很大的雨，但可以和家
人、同學玩了一整天，真
的很享受！ 3D 藝術館很
有趣，我希望每一年都可
以去這個親子大旅行。

2E 李映彤
 這次旅行，我最喜歡的是淺水
灣 3D 奇幻魔幻世界。影像不但是個
立體反射，而且還帶我進入了一個夢
幻的世界，又驚又險，無比快樂！

6A 梁智儀
 時間匆匆，轉眼間
我就要離開母校了，這
次參加親子大旅行，我
覺得很難忘！因為這也
許是我小學生涯和同學
的最後一次旅行吧！下
一次來旅行，已經不是
這些相識的面孔了。

6B 吳澤妙
 是次的旅行令我獲
益良多，我有幸見識到前
水警總部主樓，那是多麼
的典雅呀！ 3D 藝術館里
的畫太迫真了，放眼望
去，和真的一樣！其他景
點都十分有趣，真的讓我
回味無窮呢！

6C 劉穎詩
 我對這次旅行的安
排很滿意，但還可以改善
的就是時間方面，我認為
有些景點不夠時間去參觀
或遊覽，希望能夠改善。
 我非常開心能夠參
加這次親子大旅行，也是
我小學最後一次跟家長一
起參與了，真是不捨得，
希望來年再能參加啦！

1C 林恩琪家長
 本以為無情的大雨
會將親子大旅行的雅興掃
盡，幸好天父聽到大家
誠心的禱告，首個境點之
後，天色終於放晴，讚！

1C 譚仲熙家長
雨後初晴，豁然開朗，
美食已嚐，海景盡收，
超視覺 3D，感覺良好，
參觀美利，輕鬆愉快，
親子同遊，快活一天。

3C 黃圳男家長
 今次的旅行雖然早上下
着雨，但我們仍能順利充實
地完成〝模特兒〞的使命。
在 3D 藝術館影了很多有趣的
相片，留下美好的回憶。

1D 梁家宏家長
 今次活動，心情就像
天氣一樣，由開始的雨濛
濛到見到雨後陽光；最開
心的反而是車上的問答遊
戲和小朋友的互動。

1D 陳子喬家長
 今天很開心可以在考完
試的假期同仔仔一起參加這
麼有意義的活動，可以讓我
們一起了解美麗的香港，我
們要好好保護她，讓她可以
越來越美麗，越來越可愛！

3C 何晞瑜家長
 是次活動不單提供
父母與子女了解更多，
從中學識更多課本以外知
識。再者，在活動過程中
學懂耐性及自律。

我們就是參加者

準備開餐

淺水灣超視覺 3D
藝術館拍照真開心

落雨去旅行也開心

1881Heritage 前水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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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赤柱
的心意咭



 7. 家長要以自己為模範作為孩子尊重、熱情、 
體諒和有建設性的解決困難的好榜樣。

 8. 稱讚或獎賞孩子之間的合作與分享。
 9. 常安排家庭活動。如：野餐、郊遊和遊戲等。
10. 讓孩子一同參與幫助照顧初生的弟妹。

       本會於本年度新印製了

會員証，已於 2016 年 1 月份

派發給予各會員，希望各位能

善加利用。而本會亦成功爭取

下列商號給予會員購買優惠，

請各會員於購物前出示會員

証，而有關優惠詳情請參閱學

校通告一五上一六零。

 1 新智達文具書局 7 成昌文具有限公司
 2 自由市場 ( 水果 ) 8 松記糖水
 3 眼鏡站 9 SPI 靈寶市場推廣有限公司 
    ( 書包 )
 4 眼鏡坊 10 智啟有限公司 ( 學生鞋 )
 5 幸福精品文具 11 進昇公司 ( 學生鞋 )
 6 壹眼鏡  

備註： 1.  如有遺失，補領需繳五元正。
 2.  優惠權最終由商戶決定作準。
 3.  所有家長與商戶之間的交易，與本會無關。

家長教師會會員証
2015年 12月 1日

義工分享會

  本會於 12 月 1 日

     舉行了本年度的家長義

工分享會，共有二十多位家

長執委及義工參與。在會中校長、

副主席及各執委都分享了家長教師會的情況，

亦簡介了各項義工活動的安排，其中包括：學

校午膳監察、協助家長教師會活動、期刊編輯、

壁報設計及整理舊校服等。

 會後，各義工互相交流分享，而本屆執委

們更預備了茶點供各義工享用，使這聚會洋溢

著一片歡的氣氛。

  手足紛爭是指兄弟姐妹之間互相的敵意和妒忌。
這種情況在年齡相近和同性的兄弟姐妹更為普遍。

雅軒設計 23655628

形成原因

1. 孩子希望得到家長的關心。他不想別人與他分享
 父母的愛。
2. 是正常衝突和不妥協的性格。
3. 孩子妒忌家長過於偏袒另一孩子。
4. 孩子的不滿應向家長表達，但卻轉向弟妹們發洩。
5. 孩子感到自己的才能比他的兄弟或姐妹差，自卑感重。

如何防範

1. 要使到每一個孩子都感到被愛護和受重視。  
尤其是那個比較差的，其貌不揚或較不成功的孩子。

2. 建立一個密切、有愛心的關係，與他們各別相處
 一段「特別的時間」。
3. 要公平地對待所有孩子們。
4. 讓孩子之間有 3 至 5 年的年齡差距。
5. 讓孩子有各自的時間和活動空間。
6. 教導孩子尊重別人，訓練他要用
 別人的東西時必須首先得到他人
 的允許。

 1. 讓孩子們親自解決較輕微的爭吵。
 2. 教導孩子堅決、不過份地表明他們的權力、
 需要和感受。
 3. 鼓勵孩子們一起互相探討解決困難的方法。
 4. 以不偏袒的方式替孩子們解決他們應付不了 

的困難。
 5. 執行紀律。如：“不打人”、“不可叫人的 

綽號”等。
 6. 採用獎賞制度。如：在一定的時間裏孩子若 

沒有打人、打架或叫人綽號時，可賞賜他。 
若孩子們打架時，可罰他們回到各自的房 間

 或把招惹起紛爭的物件拿開。
 7. 孩子們在一起玩的時候多些監督他們。

有效的建議

本文節錄自小樹苗教育出版社「如何教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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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秘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