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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

周年主題：品學齊驅築我夢

校園篇

《 止於至善，力求卓越 》

阮邦耀校長

今天是本年度最後一次早會，我想跟大家分享如何在現有的良好甚或優異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求卓越。
我校校訓為「思明至善」。其中「至善」二字，出自《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包含兩層意義：外在意義就是以追求卓越為目標，將每件事都做好；而內在意
義就是在上述追求的過程中，有七個求證於明德的步驟和心法，分別為：「知、止、定、靜、安、慮、得」，
一般稱之為「七證功夫」。
「七證功夫」對我們的修養有多重要呢？《大學》有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
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有所得。」所謂「知止」，就是對事物有所認知，亦懂得適可而止。我們懂得
「知止」，就能體驗穩定、平靜、安泰的心理狀態。處於這種心理狀態之時，我們要懂得思考、顧慮周全，
方得有所「得」，亦即有所收穫的意思。
「知止」，用現在的話來說，即適可而止，自我控制。在追求卓越的路上，不單要將對自己有害的想法
和行為，例如過度上網、貪圖安逸和不理想的生活和學習習慣等，加以控制。有時亦要將對自己有益的想法
和行為，例如自己喜愛的運動和音樂練習、與親人相聚、娛樂......加以控制才行。我們要巧妙地在兩者之間
取得平衡，讓我們的心境在寧靜、平安中進行思考，顧慮周全，
才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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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今天大家可能未能完全了解校訓中「止於至善」
的內在意義，希望各位能抽空細閱和思考《大學》的內容，了解
「至善」的內、外意義。亦希望日後看到或想到校訓的「至善」
時，都能想起「止於至善」的兩層意義，內外兼修地追求卓越。
                         （節錄自2011年6月3日早會演講辭）

English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5E Avery Wu (39)

What’s your impression of Singapore? I bet you think that it’s a beautiful, fine, and advanced city, right?
True, it is! Not only is it fine, but it also has “fines,” meaning “penalty”. As we know, the laws in Singapore are
strict. If citizens and tourists disobey laws, they will be fined. During the Easter holidays, I was very glad that I
could participate in a Singapore study tour organised by my school, as I had a lot of fun during this trip.
B efore the trip, I didn’t have high hopes on learning good English in Singapore due to the strange
pronunciation of their English, such as adding ‘la’ or ‘ah’ at the end of sentences. Also, attending English
lessons there MUST be just as boring as those in Hong Kong. English lessons always train us for exam skills,
teach us how to meet exam requirements, etc., but not on how to actually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or anything interesting.
Nevertheless, this trip did change my thoughts.
First, Singaporeans speak much better English than we do. During this trip, I realised one thing: English
pronunciation can’t represent all the things like reading, listening, or writing. As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accents, their pronunciation undoubtedly will vary; so we can’t judge others’ English
as good or bad simply by listening to the way they speak English. Besides, I DID learn a lot from them as I took
every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local people. One more thing, don’t think that adding ‘la’ or ‘ah’ etc. at
the end of sentences is unacceptable or something. It can actually be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You can make it
your own style too! But anyways, please bear in mind to never use it in exams or marks will be deducted without
any warnings!

Second, I really enjoyed attending the English lessons there. Not only were the teachers nice, but the way
they taught was pretty good as well, though the English lessons I had were really simple. We had to read aloud
a whole paragraph. Maybe some of us think that reading aloud is useless, but in fact, reading aloud helps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rticle and learn about the information faster. Most importantly, our pronunciation
can be improved too. During the second lesson, we had to do a presentation about what we knew about
Singapore. I haven’t done this sort of presentation in AGES, but it wa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to do this sort
of thing again!
All in all, I did enjoy this trip. If I have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another study tour, I think I will choose
Singapore again to explore this country more and to learn more from the locals.

Eating mouth-watering ice cream
sandwiches on a beautiful sunny day.

Interviewing a local Singaporean
about his opinions on Singapore.

Enjoying the sights and
sounds at the Merlion.

Chatting with two Singaporean students
and having a gre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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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and preparing for a
presentation during an English lesson.

TKP’s

Got

Talent

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The event was held in May in order
to exhibit students’ talent in English
performances. It was successfully
held and the school hall was packed
with students ranging from Form 1 to
Form 4 on this third and final day of
TKP’s Got Talent.

1A (33) Wong Tsz Wai
plays his part in the dramatic
comedy, “Shocking Salt”,
created by 1A students
retelling the recent events of the
temporary salt shortage
in Hong Kong.

Buzz Lightyear, Hau Chun Wai (Royce)
from 2D, and Woody performs the Toy Story 3
theme song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by Randy Newman.

The F.3 Champion award belonged
to 9 students from class 3E who
performed a very well coordinated
and creative acapella performance,
involving solo singing, choral singing,
and beat bo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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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媽媽勝 過好老師

閱讀推廣組

媽媽是朋友，媽媽是老師，媽媽是孩子的引路人。媽媽教
育方法的差別，常常影響孩子的一生。
本書作者既是好媽媽又是好老師，寫作本書意在溝通學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因有感於現今社會家庭教育的被忽視與不得
法，而取名為《好媽媽勝過好老師》。
這是一本有勇氣、有思想、有智慧的書，是難得的家教讀
本，既敢直接面對教育問題，又深入地思考；有獨到的教育觀
念，更有教育智慧，最重要的還有無所不在的愛心。
本書可供家長讀、教師讀，像我這樣關心教育的人也會從
中得到效益。
這本書有以下特點：
第一 本書首次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家庭教育原則，使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時候
有章可循。
第二 書中提供許多簡單而又實用的操作辦法，理論和實踐完美結合。使父母們不
僅立刻獲得許多有效的經驗，教育意識也隨之改善。它是實事求是談家教的
典範，是家長們最實用的工具書。
第三 本書不但告訴你怎樣能提高孩子成績，還告訴你怎樣教孩子做人，教你怎
樣培養一個自覺、自強、自立的孩子。
以下是一些書評內容：
我原來只看到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之間的差別。自從看了你的文章，才發現這差
別原來是我和你作為母親之間的差別，你是把孩子精心教育成長，我其實只是把孩子
養活大了。
作者的一位老同學
你的每篇文章都像一個小寶庫，外表看起來也許很平常，只要走進去，就會有驚
人的發現。這些文章讀一次根本不夠。值得反復讀。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新的收穫，都
讓我感動和欣喜。事實上你的文章不僅提高了我教育孩子的水平，也推動了我自身作
為家長、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成長！
一位網友給作者的博客留言
以前我也讀過一些有關家庭教育方面的書，但經常令人失望。讀的時候覺得說得
句句有理，放下書時卻覺得甚麼也不會。有的書甚至只是在炫耀作者的「成功」，讓
人越讀越自卑，越讀越不知道該如何做家長了。讀了你的文章，我才真正知道面對孩
子時應該如何想，如何做。我的孩子現在已經上初中了，只恨沒有早一些讀到這些文
章，你為甚麼不早些寫出來呢？
一位最先讀完全文的家長

上述內容轉載自〈當當網〉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464285&ref=search-1-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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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長」，不是「怪獸」！
黃燕貞老師
兩年前，《港孩》此書一出，引起了社會各界熱烈討論；去年
年終，《怪獸家長》出版了，再次掀起討論熱潮。
此書提及的故事，全是真實個案。作者藉著她三個女兒轉述同
學的故事，和她的親身經歷，加上為人家長的體會及感受，寫成了
此書。當中的故事，有的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讓人深切反省，有的
卻叫人看得咬牙切齒，怎麼真的有如此不說理的「成年人」......
我是作者屈穎妍的「粉絲」，她在明報副刊寫的專欄同樣好
看，可能因她本身有三個小孩，與我一樣，讀起來時特別有親切感
吧！但我更愛她教養孩子的方法 —— 不隨波逐流，讓她的孩子們
作 者：屈穎妍
自行發掘和體驗生活的種種。有時，在香港教育這股「洪流」之
出版社：天行社
中，能堅持自己的看法，真的不容易。就以我自己為例，長子正就
讀小六，正正是參與「升中遊戲」的時候，說實在，這「遊戲」真的一點也不好玩，但現實
卻要為了長子升中，好好預備；今年次子也剛升讀小一，由幼稚園的「愉快學習」，轉化到
小學的「嚴謹學習」，也考起我這個合資格的老師。
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知道我的兒子學習網球，便詢問我兒子的教練是否有
空，因她也想給他兩個兒子學網球。大家討論時，才發現她的兒子正在學習繪畫、小提琴、
普通話，還要補習中、英、數。我笑說：「其實你們都很忙了，何來有家庭活動時間？」她
說：「他們參加的課程都比較靜態，學網球就當是給他們活動一下好了！而且你也知道吧，
現今社會，這是必須的啊！」可是，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時在朋友身邊的兒子，才剛上
完游泳課！我的心當時涼了一截！所以閱讀這本書時，更會有一種「如飲清泉」的感覺，也
有很多令自己深思的地方。
的確，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如果可以，父母多麼希望將整個世界都送給他！其
實一個小孩子的成長，家庭與學校都會產生很重要的影響，故此實在需要彼此信任，幸好田中
的家長，都十分明白和信任老師為他們子女所付出的一切，所以，田中的學生便能更加受教。
最後，引述商務網上書店1 對此書的介紹，作為大家的參考：
「當今最難教的，是家長，不是金鐘罩下的學生。對孩子，家長從來「捨不得」，捨不得
他們跌倒、捨不得他們失敗、捨不得他們受傷、捨不得他們「執輸」，事事為孩子強出頭。
這些年，孩子都走得比前人快，三歲已上網、五歲學會三種語言四種樂器、七歲懂得製
power-point......但待人處事的應有態度，卻被遺忘了、或者該說：被犧牲掉。
金鐘罩下，圈養出一個個沒痂沒疤的完璧孩子，也孕育了一群群張牙舞爪的怪獸家長。
教育生態抓狂，怪獸家長橫行，學校成了鬥獸場。
屈穎妍的新作，像一口清泉，文章風趣幽默之餘，也讓家長靜靜反思，時刻警醒，過分
催谷孩子也是罪。」
誠意向各位家長推介《怪獸家長》，只是，此書實在太暢銷了，很多時都會賣斷，若在
書店見到，可不要猶疑，定要立時買下啊！
1

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988186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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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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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設日

校園生活剪影

2011年4月

新加坡英語遊學團

2011年4月

上海藝術文化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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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2011年4月

肇慶文化交流團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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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明謙社畢業典禮

姜姑娘互動天地

為 甚 麼孩子不說話？

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很多家長與我傾談時，都表示孩子上了中學後性情大變，
不是十問九不應，就是在不大情願下才吐出一句：「是但
啦！」「不知道！」......真氣人！
   青少年不願意跟父母傾訴心事，原因多得很，其中可能是怕麻
煩。若然父母得悉子女的狀況後，天天過分憂慮，不停嘮叨，那子女
又怎會自找麻煩跟父母吐心聲呢？我和很多父母一樣，希望孩子對我們
無所不談，以下是一些讓孩子傾吐心聲的建議：

1. 慎用批評
不管是不是孩子的錯，如果你想要孩子把發生的事告訴你，攻擊和批評可不是辦法。此外，
不要過早地下結論，要等待他把事情全部說完。聽完了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誘使他們自己發
現問題的答案或者解決辦法。隨著孩子不斷成熟，家長應走到幕後，給孩子自行思考解決問題
的機會。
2. 創造機會
「孩子，讓我們來談談！」如果你們的談話是這樣開始的，結果往往說話的只有你一個人。
然而，在你們一起打完籃球，開車回家的路上，或週末一起洗衣服時，往往是孩子滔滔不絕、
喋喋不休的時候。想多瞭解孩子的生活，就要多創造這些對他們沒有壓力、和你一起活動的機
會。當你真的需要問問題的時候，也要少用「為什麼」，這個詞往往會激發他們的逆反心理。
家長可考慮轉換另一方式提問：「甚麼原因令你......」或「你最擔心的是......」。
3. 控制情緒
比如，儘管當兒子告訴你他沒有被學校足球隊選中時，你和他一樣很失望，也不能讓這種情
緒表現出來，因為這可能會造成以後他只報喜不報憂的後果。
4. 選擇時間
晚飯後正是孩子想告訴你很多事的時候，你也許有一大堆的碗要洗，但你最好留在餐桌前，
耐心地傾聽。大人們總計劃著下一步，而孩子們只注重現在，要遵守他們的時間表。此外，孩
子疲倦或情緒激動時，都不是適當的溝通時間，你可以透過吃小食或參與活動的時間與孩子溝
通，因為邊吃邊談，較嚴肅地討論來得自然和輕鬆。
5. 獎勵誠實
當孩子做錯了事時，你必須首先對他向你承認錯誤的誠實表示肯定。孩子們最擔心是他們的
錯誤行為令自己失去父母的愛，所以你要積極鼓勵他們養成主動承認錯誤的好習慣。
6. 尊重隱私
即使對於最開放、最友好的父母，孩子還是有他們自己的秘密，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他們
開始學習和父母分離，獨立自主。我們應該做的只是讓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有需要，你永遠在
他們身邊。
7. 替他保密
想像一下，你最好的朋友把你告訴她的最隱秘的事告知其他人，你的感受會怎樣？
孩子們也是一樣，要是父母不為他保守秘密，這可能是你失去信任的關鍵所在。
8. 及時彌補
不管我們怎樣注意，總有犯錯的時候，及時彌補就顯得極為重要。父母要肯放下
架子，向孩子承認錯誤，為他們樹立良好的榜樣。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統籌局、中國健康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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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來稿

教養子女心得

Alex Wong

某日與一位朋友午飯閒聊，談到一些與子女溝通的問題，朋友說很羨慕我，但我
卻不明所以。原來他指的是我跟兩個女兒的關係令他羨慕，因為長女現在是個中一的
學生，次女亦唸小五了，但每天當我步入家門，她們都會急不及待，報告在學校所發
生的事情。而當我跟她們一起逛街，她們都會牽著我的手，這些行為動作看似普通不
過，其實這已表示她對你的信賴。朋友問：「你是怎樣可以做得到的？」因為朋友的
孩子也是一個中學生，而打從五年級開始已經很少這些親密舉動了，到現階段更開始
做出一些所謂反叛的行為。
就管教而言，每一個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格，當然不可能用同一種方式去管教，而
我管教的方式，就是從孩子小時到現在都注重身教。雖然我們是成年人，但做的事不
一定是全對的，有些時候我做了些小孩認為是錯的事，我都會跟她們解釋為甚麼我可
以做，而你們就不能做。同時亦讓她們明白，身教不等同「有樣學樣」，我會跟她們
討論一些較為現實的事情，例如很多人都會幫助朋友，不過幫忙過後，有的人可能不
一定會跟你道謝，如果有這種情況發生的話，我會教導女兒，別因想得到回報而幫助
別人，這就是「施恩莫望報」的道理，我會建議她們倘若能力許可，就應盡力助人，但
不應渴望得到回報，使她們日後遇到同類事件的時候，亦不會因此而覺得不開心。至於
溝通方面，我覺得應該多跟子女傾談，讓子女感到父母的關心，那他們自然會信賴父
母，無所不談。父母亦可從傾談之間知道他們日常的行為，從而促進彼此的了解。
作為家長，我覺得子女的學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個人品德。即使養一頭
狗，你也不可以只教牠們做轉圈、提手及跳圈等動作，而不教牠們不可隨便奔跑吠
叫，影響他人吧！飼養寵物已如此不簡單，更何況是教養子女！培養孩子良好的品
德，正正是我們家長的重要責任，亦算是為社會的未來盡一分力吧！

參與排排舞班後感

林月眉女士

早前收到學校通告，知道家教會舉辦家長健體舞班，本人因喜愛運動，毫不猶疑
便參加了。
看看照片，家長們漂亮及整齊的舞姿，在學習的過程中，各人都認真和投入，有
些家長更是首次接觸這項運動，但他們都能記熟舞步及動作，真了不起！我相信這種
學習精神能顯出家長們在教育子女方面同樣積極及用心！家長們，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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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來稿

《親子義工服務分享》
家長心聲

（陳盧換裳女士）

農曆新年前，誰都希望能一邊打掃家居，貼上數
張充滿節日祝願的揮春作裝飾，一邊跟親人說說笑笑，
如果能夠這樣去迎接農曆新年的來臨，真是一椿值得
歡喜快樂的事。
年二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我和女兒思華
參加了田中與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李莊月明護院合辦的
左：4D陳思華；中：陳盧換裳女士
「親子義工服務——新春社區顯關懷——愛心大掃除」
活動。這項活動安排以田中家長和子女為核心，聯同其他中、小學的學生小組，分別
前往清河邨和彩園邨探訪獨居或兩老長者家庭。
我和女兒，與來自屯門區中學的三名男生，一起前往清河邨探訪一位獨居老婆
婆，她的兒子和孫兒恰好正在探訪留宿。本來並不寬敞的房子，多了兩個人，再加上
我們清潔小組的五位成員，我想對老婆婆來說，真是難得的熱鬧場面。看到老人滿臉
的笑容，聽着她與我們閒話家常，不難體會她是多麼歡喜快樂。
四個年青人向婆婆拜個早年，送上從學校帶來的小禮物，大家就分了工，把廁
所、廚房、廳房打掃得乾乾淨淨。我看着女兒和三位男同學，嘗試體會老人家的心
意，去發問、去聆聽、去順從，又認真地將房子清潔妥當，我的心情就倍感快慰。我
相信我們所作的雖然微小，但老人家能夠經歷到被別人關心那份欣慰，才是難能可
貴。

家長心聲

（曾素香女士）

1 月 23 日下午，我和兒子隨羅嘉倫老師一起往彩園邨探訪黃
婆婆，協助她清潔家居。當天我們閒話家常，還一起拍照留念以
及送贈禮物，聊表我們對她的關懷及祝福。在這次活動中，我和
兒子都領略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而且又能增進我倆的感
情。在此感謝學校及羅老師的安排，讓我們有機會關心有需要的
獨居長者。

孩子心聲

（1A 王子維）

這次是我第一次自發參加義工活動。在活動前一星期，我和媽媽出席講座，了解
是次活動的重要資料。
那天，我幫助黃婆婆清潔家居。工作的時候，我看見有些地方佈滿塵埃，不禁讓
我想到婆婆平常獨自打掃，定感困難。在談天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她身體有病，行
動不便，所以很難清潔高處。經過這次活動後，我決定多做義工，幫助有需要的人，
關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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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親子活動
2011年4月

黃昏燒烤之暢談新學制的最新進展

2011年4月

親子美食製作班（曲奇餅）暨 管教子女心得分享

家長講座 / 活動
2011年2月

家長教育講座之不再迷「網」

2011年4月

小五、小六家長簡介會 / 適應田中生活

2011年３月至6月

家長排排舞初級班二

家長積極協助推動田中活動
2011年2月

學術周攤位

2011年5月

敬師日

2011年5月

「認識各行各業」之財務管理及投資講座     
主講嘉賓：吳翠如女士（家教會特邀委員）

親子活動

黃昏燒烤之暢談新學制的最新進展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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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親子美食製作班（曲奇餅）暨 管教子女心得分享
2011年

4月

家長講座 / 活動

家長教育講座之不再迷「網」
2011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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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小五、小六家長簡介會 / 適應田中生活
2011年

４月

家長排排舞初級班二
2011年 ３月至 6月

家長積極協助推動田中活動

學術周攤位
2011年

14

2月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敬師日早會
2011年

5月

敬師日午宴
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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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認識各行各業」之財務管理及投資講座
2011年

5月

主講嘉賓

吳翠如女士

（家教會特邀委員）

財政報告（截至2011年5月31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48,137.8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39,068.30及
本年度結餘 $9,049.50）
本年度總收入（包括2010至2011年度
		
會員費收入$20,360.00）
			
			
：$29,961.50
本年度總支出： $20,892.00
		
本年度結餘 ： $9,049.50
		
未來動向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
：$22,255.60（截至2011年5月31日）
				

未來動向
買賣舊書活動
新中一家長分享會

《橋》及《家長教師會通訊》徵稿
      家教會刊物《橋》每年出版三期，藉此加強家校的溝通和聯繫。
    第二十五期將於2011年10月出版。此外，第十三期《家長教師會通訊》
       將於2011年11月出版，內容以報導本會活動及會務為主。現誠邀各
         執委會會員及家長投稿，分享參與活動的感受或教育子女的經驗
           和心得。如有查詢，歡迎致電2673 1778，與鍾燕萍老師聯絡。

2011年7月12日
2011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