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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

周年主題：廿載青莪承教澤 滿園桃李播芳馨

校園篇

《鹼性水與獨立思考》

阮邦耀校長

近來，市面有售一台將水電解的過濾器，可以將水內的酸性及鹼性區分開
來。坊間盛傳喝鹼性水對人的健康有莫大幫助，能夠「有癌治癌，無癌防癌」。
大概一年前，我有位親友寄了大量關於這台電解水機的資料給我，他亦準
備購買這台機器，順道問我有否興趣購買，因喝鹼性水對家人的身體有益。我亦
花了一些時間看畢所有資料。這些資料大多都是一些關於電解水機的醫學報告成
果，但當中提及的電解水機卻不是家用的，而是在醫務所用的。凡是醫學用的機
器，一定會有醫生建議攝取量、每天飲用的次數等。但家用的話，攝取量和飲用
次數都由自己決定，我們又怎知自己會否喝得過量了？最後，該親友以三萬七千
多元購入了一台電解水機，而我決定不買。
後來有一次，我與太太逛一田百貨，看到了另一台電解水機，標價是九千七百元。為何兩台電解
水機的價格相差甚大？原來，售價三萬多元的那台是日本製造，而九千多元那台則是韓國製造。
我又再翻查網上的資料，在社交網站上，我看到了一位朋友所發佈關於電解水機的貼文，他呼籲
人們堅持喝弱鹼性水，這樣就可大大減低患上癌症的機會。這位朋友的用意當然是助人，希望我們都
有健康的身體，可是我發現他的貼文當中，有一些資料是錯誤的。我又看到了一些營養師、醫生等講
						
述關於鹼性水的內容，標題是要破解鹼性離子水的迷思，又指鹼性
						
水會招致腎石、胃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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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為我帶來不少啟發：

首先，當有人向我們推介一些我們不熟悉的產品或事件時，
我們先要有適度的懷疑。我所指的「懷疑」，並非懷疑推介人的
善意，因為那位向我推介鹼性水機的親友，以及那位在社交網站
上呼籲我們喝鹼性水的朋友，他們的用意當然都是為了他人著
想，但我們要懷疑那件事物究竟是否真的如斯有效。

家長教師會消息

其次，我們要自行搜集資料，瞭解當中的迷思或利弊，探討
當中的正與反、利與弊，自行去求証事物的對與錯。

活動回顧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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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徵稿

最後，我們要就搜集所得的資料自行下判斷、決定。由於
我們並非掌握全部資料，因此可保持開放態度，接觸更多相關資
料，然後歸納和分析所得，更新自己的想法，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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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香港佔中、政制改革的事件越來越多，不過大家
對這些事情的認識究竟又有多少呢？大家可能未有明確的想法，
畢竟事情也不斷在變化。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夠依照我上述所說
的，先懷疑，然後搜集資料，最後再作判斷。我相信在日常生活
中，只要抱持上述三個思考的步驟，對將來的成長也有一定的幫
助。
(節錄自6月6日早會演講辭)
**特此鳴謝2A郭叙言同學協助整理文稿

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Ms. Wendy Lau

In an effort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in a fun-filled atmosphere, a
wide of range activities have been held outside classroom including Drama Competition,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and Voice-dubbing Competition for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F.2 TKPSS Got Talent

F.1 Drama Competition

F.3 TKPSS Got Talent

2 English Campus

F.5 English Interclass Debate

Our Alumni shared in an English Assembly

F.3 Voice-dubbling Competition

《劉墉精品書坊 ── 勵志卷》

2D 王慧琛

《劉墉精品書坊──勵志卷》這本書的主要內容為認識自己、肯定自己、創造自
己、超越自己，鼓勵人們以積極的態度看待人生，努力創造光明的未來。
這本書以簡短的小故事，道出人生的大道理，例如：《庸醫與華佗》這個故事說
的是一位醫生誤把病人子宮裏的胎兒當作是腫瘤，直至動手術時他才發現自己診斷錯
了。就在那一刻，他猶豫了：如果下刀，把胎兒拿掉，然後告訴病人腫瘤已摘除，病
人一定會感激流涕，說不定還會獲得「再世華佗」的美名；相反地，他也可以把肚子
縫上，告訴病人，他看錯病了，但一定會被病人家屬罵得狗血淋頭。
     最後，醫生選擇了後者。結果，被病人的家屬控告差點破產。最大的傷害是名譽
的損失，但他從未後悔。從這個故事中，我學懂了不顧自己的身家名譽而去維護真理
的人，才是值得令人敬佩的勇者。
看完這本書之後，我知道感恩、知道敬老、知道寫作、知道說話、知道怎麼選擇
方向、怎麼結交異性朋友、怎麼執着自己的理想，以及怎麼忠於時間、忠於工作、忠
於良知。

Zombie Butts From Uranus!

作 者：劉墉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3A Wu Tsz Chin, Ida

This story is about the Great White Butt invasion. Zach Freeman has trouble in
becoming a first rate butt-fighter. He didn’t win any simulator challenges. He gives
up eventually and meanwhile the Great White Butt invades the Earth, gasses Zach’s
parents and leaves them unconscious at Uranus. Despite having lots of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and some world-saving experience, handling the Great White
Butt is definitely not as easy as a walk to the park or to the toilet.
Zach Freeman, his butt, the Kicker, Eleanor, James and Judi Freeman are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is story. Zach is the protagonist of this story and a junior
league butt-fighter. He didn’t win any butt-fighting simulator challenges, so he ran
away from the Academy. Zach’s butt is well, his butt. It can talk! The Kicker is
Zach’s coach, always pushing Zach to his limits. James and Judi Freeman are Zach’s
parents and Gran is Zach’s grandma and these trios are all butt-fighters. Eleanor is Author: Andy Griffiths
the daughter of Silas Sterne, the Founder of the Academy.
Zach, Judi, James, Eleanor, the Kicker and Zach’s loyal butt are good guys. Along his frustrating way
home, he meets a blind butt-feeler who can predict the future and she tells him that he is the savior of man
and protects the Earth from but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Zach’s butt and Eleanor are always on his side
supporting him. The rotten antagonists of the story are the Great White Butt and its accomplices. It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in “buttification” and destroy all humans.
Zach Freeman is my favourite character because he is funny and courageous. He always argues with
his butt. Also, he is witty. He can change the whole situation just by doing something unexpected and
hilarious. Besides, he’s actually a considerate and righteous boy. He stands up for his friends. When his butt
is offended, he will defend his loyal company.
This book is a heart-warming comedy. It is all about laughs but I can learn valuable lessons from the
story. It teaches me not to give up easily, unlike Zach who gave up butt-fighting at the very beginning.
I should just follow my dreams and destiny. Nothing is impossible if you are strong-willed or if you are
destined to be. Also, I’ve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friendship and I will cherish my time with my friends
starting from the point like the way Zach loves his butt (friend).
I’d be totally grossed if I were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story. I would feel thrilled at the same time.
I can’t stand fighting against smelly stench invaders. Butts’ odour is unstoppable and unbearable.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a junior league butt-fighter is awesome because I can save the world with some
butt-fighting techniques. My dream is to save the world in an awesome way and be a butt-fighter, no 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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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日

2014年2月

Intercultural Day

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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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

田榮先校監致辭

2014年4月

大合奏暨武術表演

校友音樂演奏

花式跳繩隊演出

中英文朗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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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

2014年4月
英語音樂劇 The King an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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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

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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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典禮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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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

2014年5月

小學參觀中文科公開課

各科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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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

2014年5月
周年學術講座

第十七屆至睿社畢業典禮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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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衝突五部曲

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近年來，親子衝突的問題愈來愈嚴重，令家人大打出手、情緒備受困擾及孩
子出現行為問題的情況愈來愈普遍，根據香港青年協會轄下的親子衝突調解中心
2011-12年的「親子衝突調查」中，發現僅兩成受訪港童懂得恰當地向父母表達
意見，採取有商有量的方式處理衝突；其餘八成則選用不當或惡劣的態度面對父
母，致讓親子關係出現危機或加深積怨。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轄下的親子衝突調解中心2011-12年的「親子衝突調查」，
中學生跟父母發生衝突時的四種不當態度*：
第一位（25%）

「Laughing哥」 陽奉陰違、表面妥協

第二位（20%）

「屈完」

埋怨地勉強接受父母的意見

第三位（17%）

「憤怒鳥」

堅持、死撐、駁嘴

第四位（16%）

「聾的傳人」

扮聽唔到、聽headphone、入房

*另20%受訪中學生選擇以「傾sir」方式向父母表達意見，即雙方有商有量
地處理衝突。
     作為父母，如何令孩子敢於向自己表達意見呢？其實，親子衝突處理是需要
學習和經驗的，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建議大家可嘗試學習以下的「處理衝突五部
曲」，並透過不斷嘗試、累積經驗及反思，最後逐步鼓勵孩子們與你一起善用以
下的方法，有商有量地處理衝突。

第一步︰ 識別情緒
盡快察覺自己的情緒變化，例如憤怒時會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
第二步︰ 停止對話
及早停止對話，以免衝口而出，說出傷害對方的說話。
第三步︰ 離開現場
盡快離開衝突現場，找方法平復自己的情緒，例如深呼吸、洗面、
喝水、洗澡、聽音樂、做家務等。
第四步︰ 客觀分析問題
冷靜下來後，嘗試從另一角度分析衝突背後的原因、動機、情緒的
源頭等。
第五步︰ 對症下藥
針對問題，以正面的手法處理，例如在大家冷靜後，坐下來傾談，
共同商討解決方法。
資料來源 : 香港青年協會親子衝突調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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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語

房銀慧女士

自從3月14日常務會議至今已兩個月了，到底時間是怎樣從我們的指縫之間溜走呢？
     總會有人問，你們做那麼多，到底是為了什麼？嗯……我想是因為不想後悔吧！有些事情，不是今天不
做，明天不做，就可以留待後天或以後再做，機會也不會等你來。既然決定了要做的事情，何不做好一些？
這是對別人的一份責任，也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萬物皆有定時，我們能共事的時間也不過是十指能數的幾
年，有今天的努力，日子總算有點意義吧！即使只是留個簡單的回憶，我們的辛勞也就不枉了。
     感謝家教會眾委員盡心盡力服務，這兩個月來的工作量可真是歷年少見的多，也因此而見證了大家的熱
誠和超乎要求的工作態度。有這麼好的一群家教會委員和義工，我真的感動得不知還可以說什麼了......
     俊華老師，多謝你在3月15日安排了「Teen性迷網」家長講座。相信很多出席家長也是和我一樣，第一
次聽講座聽得膽戰心驚，然後不斷在腦海中想：「我有個女啊......點算？」也不是誇張的，因為素香正正就
是和我一樣有相同的想法呢！感謝阮校長當天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及分享，亦感謝俊華老師親自打電話給每一
位已報名家長，提醒他們出席，家長必然感受到老師的熱誠和認真的態度。
     多謝陳莉、梁銀珠、李淑儀、吳惠珊，參與了29/4及30/4兩天的田中二十周年音樂劇義工工作。他們
都是為了這個任務，拋下了手中的工作或是專程請假而來的。事實上，哪個家庭沒有一大堆永遠做不完的家
務？大家各自有不為別人所理解的困難和問題，這樣連續兩天工作，別說個人是否疲累、是否辛苦、是否叫
家人也在家吃飯盒，單是回家後，仍然要完成原本應該做的家務，就知道他們的付出一點都不簡單。但她
們仍然是笑容滿臉的跑來了，仍然是開開心心的專心工作，沒有半句怨言、沒有半點不服從指示，只知默默
地、專注地去完成任務，她們甚至根本沒有機會嘉賓座上欣賞表演，連吃飯也只在走廊一角隨便填飽肚子就
算。有這麼好的委員，我們還想要求什麼嗎？
     多謝謝sir、Miss Lo 對家教會委以重任。觀眾並不知道後台是怎麼一回事！第一天綵排時，我們便要清
楚知道音樂劇的演出程序，因為人手緊張，時間趕急，某些場口我們更要東奔西跑，方可順利協助演員更衣
轉妝。可能觀眾根本看不出上一場那個水手，下一場已經變了公主！雖然每個部份也有不同的挑戰在等待我
們，但我們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做到」。
幾十個演員、化妝師、工作人員迫在一個小小的地下化妝間，又不能外出，確是苦差。然而舞台劇演出
成功，同學、老師、導演、同學義工、家長義工的努力和付出，大家有目共睹。精彩演出真是拍案叫絕，連
我家中那位沒有藝術細胞的潘先生都讚不絕口，一再讚嘆那班演員真是十分了不起！我們有幸參與其中，感
謝大家在背後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們，給我們力量。
     二十周年校慶開放日，辛苦的一定是每一位老師和職員。一方面沒有停下繁重的教學工作，另一方面
又負上一個開放日的重擔，壓力真是不足為外人道。而家教會負責的只是一個小小的部份，相比之下，我們
都是將曾經做過的奶茶、麥果條、曲奇餅、摺紙和砌圖，從新包裝一下便推出來。在此多謝英淑敏、惠珊早
早已精心挑選了相片，將展板佈置得美輪美奐。多謝銀珠和淑儀負責砌圖攤位，多謝德嫣、紫英負責摺紙攤
位。多謝KK、陳莉、李太、素香負責奶茶、麥果條和曲奇餅攤位。多謝KY協助圖書攤位，提供了不少書籍
作展覽。還有很多家長義工回來了，非常熱鬧，真是十分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女兒畢業了

陳莉女士

時間過得真快，六年轉眼過去了，我還記得當年帶著你第一次到田中來遞表，然後考試、面
試、註冊，然後你順利成了田中學生。為了瞭解你在學校的情況，我加入了田中的家教會。一路
走來，看著你從一名小學生慢慢轉變成中學生，想著我們一同渡過的屬於你的反叛期，我能陪伴
你共同渡過，真的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感謝阮校長，感謝每一位老師在你的成長過程中給予的耐心教導和幫助，感謝田中不僅給予
了你良好的學習環境，也給家長提供了交流經驗的平臺。在這裡，我可以結識一幫熱心的家長，
通過他們的經驗分享，我也學到了很多，包括如何面對你的反叛期等，讓我這個做家長的不至於
感到迷惘。
轉眼間你畢業了，還投身社會做暑期工。你告訴我，你要趁放榜前體驗一下打工的滋味，以
便為自己累積經驗。我很開心，你這麼懂事，這麼會為將來打算，這與學校老師的教導是分不開
的，我很慶幸自己當初為你選擇了田中，讓你知道怎樣才能去制定並實現自己的目標，我為你驕
傲，也祝願你在不久的將來，能順利進入屬於你的大學校門，朝著你的目標繼續努力，祝福你前
程錦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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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2014年3月

家長講座

黃昏燒烤

2014年3月 「Teen性迷網」家長講座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4年2月
2014年5月
2014年5月
2014年5月

中華文化日
開放日
二十周年校慶盆菜晚宴
敬師日

親子活動
黃昏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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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

黃昏燒烤

2014年3月

家長講座
「Teen性迷網」家長講座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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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中華文化日

開放日

14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2014年2月

2014年5月

二十周年校慶盆菜晚宴

敬師日

2014年5月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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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2014年5月

財政報告 （截至2014年5月15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62,939.0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 $60,872.40）		

				

•本年度總收入（2013至2014年度會員費收入 $18,120.00）：$35,739.70			
•本年度總支出 ：$33,673.10
•本年度結餘

：$2,066.6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2,801.90（截至2014年5月15日）

未來動向

義工感謝日

2014年9月13日（星期六）

《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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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期將於2014年日10月出版。
現誠邀各執委會成員及家長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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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31778，與鍾燕萍老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