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三期 2014 年 10 月 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

周年主題：築我夢誠毅精一   正我思兼明允中

校園篇 阮邦耀校長

校園篇
校長感言 
副校長早會分享
English Campus
好書推介
校園生活剪影

親職園地
姜姑娘互動天地
校友來稿

家長教師會消息
活動回顧
財政報告
未來動向

編輯小組
顧問： 葉深銘副校長
委員： 鍾燕萍老師
  鄭婉君老師
  列潤霞老師

校　	 址：新界粉嶺維翰路一號
電　	 話：26731778
電	 郵：tkpss@web.tkpss.edu.hk
圖文傳真：26737730

目 錄

	 我想藉着學年剛開始時以兩個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學
校周年主題：「築我夢誠毅精一，正我思兼明允中」。
	 我不大愛看無線電視製作的節目，但我最近卻看了一套由無
綫製作、一時間掀起全城熱話的二十集真人秀節目──《沒女大
翻身》。節目名中的「沒女」，是指沒樣貌、沒身材、沒青春、
沒家底、沒成就的女士，在國語讀音中雖與「美女」發音一樣，
但意思卻完全相反。其中有位女士令我印象頗為深刻。她叫阿
銀，六年前才從內地的鄉村來到香港，是位新移民，丈夫是位的
士司機，一家居住在環境狹窄的劏房內。阿銀初到香港時，對香港的環境深感震撼：四處都是高樓
大廈，百物騰貴，居住環境惡劣。儘管如此，阿銀盡力接受，努力嘗試適應。隨後她為幫補家計，
便邊照顧天生有兔唇和嚴重斜視的女兒，邊到粥店做侍應，之後又到布行努力學習，不怕辛苦和吃
虧，最終在六年後的今天擁有自己的布行，更用賺到的錢買了一個較大的居住單位。阿銀曾經說過
自己有兩個夢想：第一，她希望有自己的家，改善居住環境；第二，她不想新移民的身分再被歧
視，這亦是她參加節目的主因。

《橋》 《家長教師會通訊》徵稿及

築我夢誠毅精一    正我思兼明允中

	 夢想對我們是很重要的，因為人有夢就有生命力，有生命力
就能克服身邊所有的逆境，達到自己的目標，今年學校周年主題
的首句：「築我夢誠毅精一」，就是期望各位同學能像阿銀一
樣，有自己真誠、正面的夢想、追求和生命力，克服所有逆境，
並堅持到底，有毅力、專精地實踐自己的夢想。
					 相信大家都知道人大常委會已頒佈行政長官選舉的框架，而
香港的政治氣氛亦不斷升溫。例如學聯、學民思潮準備發起罷
課，但「罷課不罷學」。田中的立場是尊重任何人的取態、權利
與自由，但同時，每個人都應盡自己的責任，並為自己的行為承
擔後果。此外，佔中是一場政治運動，無論你是支持或反對，都
切忌盲從。我們尊重同學佔中或反佔中，但同學作為子女，對父
母就有責任，因此在參與政治運動前應先得家長同意。同時，同
學對學習都有責任，不應因為參與這些運動而中斷學習。而同學
在作出選擇前需三思，思考清楚「佔中」和「反佔中」背後的意
義，然後才作出選擇，不要只是盲從別人──只是聽取單方面的意
見便跟從別人，而是應該聽取雙方的意見後思考清楚才作出選擇。
					 今年學校周年主題的第二句：「正我思兼明允中」，就是要
同學有一個正確的思維模式，在作出任何決定前都思考清楚、了
解清楚正反雙方秉持的想法，並撇開自己的情緒，多聽取和採納
別人的意見，公允地明辨所有意見。
					 最後，我期望同學有獨立思考，不盲從，亦祝願同學應早日
找到屬於自己的夢想。				

（節錄自2014年9月1日早會演講辭）
    **特此鳴謝3D郭敘言、4B林溢輝同學協助整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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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對窮父子打算到市集出賣家中的小驢以換取生活開支。當
兩人拖着小驢前去市集時，遇到一個年青人，年青人對父子兩人說：「有驢都不騎，不是很
笨嗎？」父親聽後便叫兒子坐在驢上，自己繼續拖住小驢走。走了不久，有一個老人家對著
坐在驢上的兒子說：「這樣不孝的兒子，竟然自己坐在驢上，讓父親走路。」兒子聽見後，
便立即慌忙下驢，讓父親坐在驢上，自己走路。兩父子又走了一段路，遇到一位中年婦女，
她指住驢上的父親說：「怎可以如此的，做父親的只顧自己舒服，不理兒子，真的不知所
謂！」父親聽了，於是便叫兒子一齊坐在驢上，父子二人以為這樣便可以不受人誹議了。當
他們又走了一段路，有一群愛護動物的人看見父子二人騎在驢上，於是對著二人大喊：「豈
有此理，虐畜！虐畜！那隻驢對你們無恩都有勞，應該好好待牠的，你們竟然虐待牠。」父
子兩人聽見後，甚覺有理，便立即下驢。後來二人思前想後，便想了一個好方法，去報答小
驢，於是就合力用擔挑把驢抬起，不用牠走路，以為這是對待驢的最好方法。怎知，當二人
走到橋上，那驢被抬起後便不斷掙扎，終於跌在河中淹死了。

	 在故事中，父子二人落得如此下場，你認為誰人應負上最大的責任？

						 在今年一月，有這樣一則的報章新聞：有一班文革時期做過紅衛兵的人，四十多年後，
一齊回到母校向當年遭他們批鬥的老師認錯，他們數度落淚說：「為了四十多年前沒有保護
好你們而道歉，為了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和傷害道歉。」	

						 在1966年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當時的大學生及中學生響應當權者的號召打倒專制社
會，破四舊，他們四處抄家，批鬥。結果，四十多年後，有當時的紅衛兵出來向當日被他們
迫害死的人道歉，對自己以往的行為深感悔意。當年參與行動的學生，相信他們只是抱住單
純愛國心，一腔熱誠，卻未有清楚了解運動的性質和背後的目的。

						 但在歷史中，也有很多學生參與社會行動的正面例子，如：五四運動，六四事件、反國
教行動等，這些運動都能讓更多人關注一些社會問題，對社會對國家發揮一定的正面影響。	

						 上述的學生運動，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結果，關鍵是：參與者是否清楚明白和了解行動的
性質、目的、意義和影響。

						 近日，香港社會對政改討論紛紛揚揚，聲音頗多，有不同的人站出來，為香港的政制發
展作出不同的呼籲：有來自泛民主派、有建制派、有專業人士、有學生領袖、有國家元首、
有來自內地的、有來自國外。甚至久違了的「董特首」、「彭港督」也出來湊熱鬧，說上幾
句，他們都說為香港好，期望香港可以有普選，香港能夠早日走上民主道路。作為一個小市
民，一個中學生，每日都聽到這麼多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和了解說
話者的動機？如何去辨別當中的對錯是非？

						 近日，有人呼籲香港人以行動「捍衛」香港的民主前途，例如：佔中、反佔中；罷課、
舉報罷課等，你知道他們呼籲背後，根據甚麼理念？根據甚麼準則？代表着甚麼的價值取
向？你支持或反對是否有經過清楚了解、深思熟慮呢？

						 盲從源於無知，形容人的無知的成語有很多，如：井底之蛙、夜郎自大、管中窺豹、
以管窺天等，對事情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對全局未有清楚的掌握，便妄下判斷，魯莽行
事，造成的禍害可大可小。

						 今年學校周年主題其中一句：「正我思兼明允中」，期望我們每一個都有一對兼聽而善
聽的耳朵，多聆聽不同的意見，有冷靜的頭腦，辨別是非對錯，懂得在紛擾不休的爭論中，
作出恰當的判斷和行動，而不會好像那對賣驢的可憐父子一樣，只是盲從附和，落得悲慘的
下場。

早會分享早會分享
王偉儀副校長



Summer Fun in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Bridging Programme for F.1-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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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rama participants are engaged 
in the drama games.

Drama Course

Steven is going to award 
our active participants.

Two lawyers are here to represent 
the Lee family, 

reading of Mr. Yip’s will.

Our alumnus William Ngo as a tutor

Pre-S1 Bridging Programme

Balloon game English course held by British 
university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hall

Speaking Classes

Boost your confidence in speaking!Oral Practice for DSE students
Speaking training for 
English Ambassadors

Writing Enhancement Class 
for HKDS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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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年，除了為了慶祝學
校廿周年而多了很多工作和壓力之外，更是兒子應考文憑
試，面臨人生第一個考驗的一年。整年都疲於奔命，一直都
未有空間及時間與太太好好相處和溝通，雖然心中緊記這年
也是我們結婚廿周年紀念，但實在未有餘力籌備慶祝節目，
對太太心懷歉疚。
				
	 到了暑假的時候，當一切塵埃落定，兒子慶幸地考上
了大學，本應可以歇息一下的時候，兒子卻突然提出要搬
離老家，入住大學宿舍，而且就在短短一星期內從住了十八
年的家中搬走，只剩下空空的房間，我心中真不是味兒。
				
	 對我來說，家中少了一個關心的對象，一個每天同在一個屋簷下的少年人，
真的很不習慣。坐在兒子的房間，有一股說不出的失落與空虛，這使我意識到我可
能已經提早踏進了「空巢期」。
				
					 我接受兒女長大後需要獨立和離開家庭的事實，並且知道對他的管教或約束
須調整到近乎零，又要接受和尊重他的個人生活方式和態度(例如我倆就「佔中」
的意見雖然不盡相同，但仍要學習尊重並接受對方的想法)。然而，作為一個父
親，又怎可能完全放心，並不憂慮呢？
				
	 正在我失落了一段時間之後，卻慢慢發現了與太太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
化。以往，生活的焦點都放在教養孩子身上，與太太的話題總是離不開他們。但自
從兒子入住宿舍之後，與太太的關係卻越來越親近，好像重新將生活的焦點調教回
我倆的關係上。原來太太比我更早預期到空巢的情況會出現，一早就做好了心理調
適，也一直在我身邊守候及支持，令我很快便適應了這個心理變化。
				
	 在這裡介紹一本她看過的書籍，《婚姻下半場──面對空巢期的八個挑戰》。
雖然我還未曾讀完整本書，但其中一些章節卻是很有意思的。例如「面對中年婚姻
的八個挑戰」，當中教我如何營造一個以伴侶為中心，而非以孩子為中心的婚姻。
另外，書中更提及如何更新浪漫情懷，並且恢復愉悅的性關係。
				
	 總而言之，這是一本極有創意的書籍，所給的建議也非常實用，值得推介！

《婚姻下半場──面對空巢期的八個挑戰》
 閱讀推廣組 		黎振賢老師

The Second Half of Marriage 
作    者：安大衛 . 安可蘭 
出版社：美國麥種傳道會

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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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至9月   校外比賽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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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2014年6月至9月   校外比賽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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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明日領航者計劃優異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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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   試後活動
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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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  
 迪士尼物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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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2014年7月   聯課活動匯演



2014年8月   中一新生及家長輔導日
校園生活剪影 

9

2014年8月   中一校園適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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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2014年9月   管樂團樂團介紹

2014年9月   
中二級英語戶外活動



2014年9月   英語日早會
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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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   
學生會候選內閣

2014年9月    國慶升旗禮



12

	 新學期又開始了，除學生可能出現適應問題外，家長的壓力亦不容忽視。香港青年協會
的調查顯示，面對子女開學，近三成的中小學生家長的壓力指數出現偏高情況，以1分至10分
計，屬7分或以上，更有2%人壓力達10分的「爆燈」水平，他們主要擔心新學年課程太深及功
課太多，或甚至因學習問題與孩子衝突。

	 各位家長，你又擔心你的子女開學後能否應付不同的挑戰嗎?作為家長，我們應該如何是
好？以下是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徐小曼女士給予大家的建議：
	 1.	適應時段：開學後，應給予子女和自己一段時間，逐漸習慣新的學習生活
	 2.	避免比較：避免與他人比較，應根據子女的實際能力和需要，訂立合理的期望和要求
	 3.	訂定目標：嘗試與子女一起訂立新學年的學習目標，鼓勵徹實執行，培養其自發性
	 4.	照顧情緒：關顧子女的情緒及感受，勿過分專注於學業表現
	 5.	適度減壓：家長留意個人的狀態，學習適當地紓緩壓力，勿因個人情緒影響親子關係
	 6.	保持溝通：每天至少預留20分鐘與子女傾談，促進親子溝通；
	 7.	主動關愛：主動關心子女上學情況，並提供適切的安慰和支持；
	 8.	訓練獨立：培養子女的獨立能力，協助子女建立良好習慣如：自己做功課及收拾書包等

開學了，家長也受壓 ? !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

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作為一名剛升上大學的學生，要面對環境、人際關係、
上課方式等各種的變化，實在不容易應付。即使大學的生活
十分自由，不受任何人和事所束縛，但對我來說，有時候過
分的自由也讓我感到不知所措。有時候我更會想像，如果身邊
可以有一位老師來提提自己甚麼時候該做甚麼事，那就好了﹗

	 剛踏入大學，第一件事就是要安排自己的上課時間表。
在中學時代中，時間表都是由學校給我們安排好的，我們只
要準時回到課室就可以了。但大學卻不是這樣一回事。雖然
表面上你只是需要選擇你想讀的課程就可以了，但背後卻十分複雜：既要選合適自己的課程，
又要避免所選課程上課時間相撞。作為大學新生，我第一次編排時間表，難免感到麻煩。

	 在大學，沒有人會提醒你什麼時候到哪裡上堂，你要把自己要上的課的時間紀錄下來，並
準時到達課室。雖然基本上大部分的課堂都不點名，因此遲到早退甚至不上堂也不會有人理
會；但是，有某些課堂是需要點名的，缺席、或是遲到一分鐘，都會影響你課堂分數。幸好，
在中學的「學自管計劃」中學習了不少技巧，讓我在失去別人的提醒下仍然參與課堂。

	 踏上大學，意味自己踏入另一個階段，有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提醒自己，教授們不會每天提
你什麼時候上堂、交功課等。這時，在中學時所學到的一些習慣和技巧（時間分配等）都在大
學派上用場了。有了這些習慣，才不會因為粗心大意而忘記各項事務。

	 如果現在的你，仍然覺得中學的學習是艱辛、痛苦、無意義的話，那麼你可以繼續頹廢
地學習，但將來你可能會後悔為什麼當時不好好學習呢？Now	 drips	 the	 saliva,	 will	 become	
tomorrow	the	tear.	如果你不想將來有任何後悔的話，何不現在好好努力，將來變得輕鬆呢？	

初上大學 校友謝文浩

校友來稿 

姜姑娘互動天地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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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4年7月	 	舊書買賣
	 2014年7月	 	中一新生家長日
	 2014年7月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周年聚餐
	 2014年9月	 	家長義工感謝日

2014年7月		舊書買賣2014年7月		舊書買賣

2014年7月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周年聚餐2014年7月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周年聚餐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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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		中一新生家長日2014年7月		中一新生家長日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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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		家長義工感謝日2014年9月		家長義工感謝日



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60,614.0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 $60,872.40）          
  •本年度總收入：$36,039.70 （包括2013至2014年度會員費收入 $18,120.00）
  •本年度總支出 ：$36,298.10
  •本年度結餘    ：$-258.4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2,561.90（截至2014年8月31日）

財政報告 （截至2014年8月31日）

未來動向

家長排排舞班
目    的  ：

日　期  ：

時　間  ：
地　點  ：
導　師  ：

伍艷霞女士     英淑敏女士     張   琴女士     吳惠珊女士
徐亞女女士     陳柳媚女士     梁銀珠女士     鍾云霞女士
  
吳慧琳女士     李淑儀女士     羅國潤先生     周淑美女士
陳   莉女士     曾素香女士     張之女士     房銀慧女士
楊德嫣女士     梁秀玲女士     廖紫英女士     劉傅國先生

第十六屆（2013-2014）家教會優秀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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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期將於2015年3月出版。此外，第十六期《家長教師會通訊》
將於2014年11月出版，內容以報道本會活動及會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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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校董選舉    2014年10月6日 (星期二)
親子美食班 (一)      20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家教會會員大會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家長教育講座之「不再迷網」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4年12月14日 (星期日)
親子美食班 (二)      2015年1月17日 (星期六)

提倡健康生活及增加家長間的聯繫，讓家長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舞蹈之餘，分享教導子女的心得。
27/9, 4/10, 11/10, 18/10,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20/12   
(逢星期六，25/10、1/11及8/11除外，共十節)
上午九時三十分 至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兩小時)
本校玉瑚樓N504室 或 七樓校史室
陳美蘭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