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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消息

	 《老子》第六十四章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意
即合抱的大木，是從細小的萌芽生長起來的；九層的高臺，是從一堆泥土建築起來的；千里的遠行，是從腳
下舉步開始走出來的。

	 田中體育課程發展越趨多元，致力培養學生對體育的興趣。除了基本的籃球、足球、排球、田徑等訓
練外，還引入其他項目，如棒球、彈網、曲棍球、投球、划艇、網球、保齡球等。同學上體育課時表現投
入，時常聞得歡笑聲或尖叫聲，就知道培養同學體育興趣的目的是達到了。

	 而聯課活動的體育項目，除了繼續強化同學對個別體育項目的興趣外，亦希望能進一步培養出精英運
動員。在本校的體育科老師、多位校外專業導師和同學的積極參與和付出下，同學們在不同體育項目的成績
都有目共睹。在此衷心感謝各位體育老師和各位運動員的艱辛和努力。

阮邦耀校長
《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

	 若我們要仰望星空，仍須脚踏實地。田中今年的周年主題是：
「品學齊驅築我夢」，要築夢就必須有健康的體魄，要有健康的體
魄，就必須由運動開始。我希望每一位報名參與陸運會的同學，都
能全力以赴，認真作賽。對於精英運動員來說，你們可嘗試挑戰自
己的水平，突破自己。對於平常較少運動的同學來說，我希望你
們能抱著「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精神，在踏出這一步後，仍能
持之以恒，進行自己喜愛的運動，鍛鍊健康的體魄，從而去追尋自
己的夢。　　　　　　　　(節錄自2010至2011年度陸運會開幕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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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創辦之初便設立獎勵機制，定期對在不同方面有卓越成就或顯著進步
的同學，加以表揚。隨著學生在學業成績及品格素養方面的表現不斷提升，學校
亦與時並進，對獎勵機制作出多方面的改進，以配合時代的變化。因此，在過去
兩年，由我領導的一個工作小組，集合了教務及學生事務的主責老師，共同商
議、更新學校的獎勵機制，讓不同才能，不同稟賦的學生，也得到合宜的肯定。
具體而言，學校會在以下三方面，獎勵學生的卓越　／進步的表現：第一，品學有
傑出表現或持續有進；第二，才藝表現出眾；第三，樂於服務學校，貢獻社會。

　　是次修訂主要的特色在於擴闊獎勵的範圍，讓擁有不同潛能的學生的成就得
到肯定。其次是獎項的多元化，令不論是卓越的或表現持續有進的學生同樣得到
適當的獎勵。為了貫徹上述特色，學校除保留原有各個不同學習或成長領域的獎
項外，亦新增了一些獎項，例如：公開考試成績獎（獎勵於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的
學生）、才藝（音樂　／藝術　／體育　／科技創意）年獎、操行進步獎、每班學業
成績第一名等，期望鼓勵不同學能、不同成長階程的學生，讓他們的努力與成就
都得到認同。

　　除上述特色外，新的獎勵機制亦特別著重學生的服務精神。這是本校「塑造
明日公民領袖」的辦學理想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加上，學校創辦人田家炳博士
助學興教，心繫家國社會，常以「取諸社會，用於社會」，自勉勉人。因此，在
學校踏入英中新階段時，除秉承向社區提供「優質全人教育」的承諾之外，亦著
意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讓學問、品德及服務成為建構全人的三大支柱。因此，
學校恢復設立「學生年獎」（Student of the Year），以獎勵每級品學兼優，樂於
服務社群的優秀學生。另將「田家炳博士獎學金」的要求提升，除品學俱佳外，
亦須對社會作出實質貢獻，以體現「田家炳精神」。

　　最後，我想特別鳴謝家長教師會長期以來的支持與協作，事實上，
學校不少獎項均由家教會建議設立，並承擔有關獎勵的開支，樂育菁莪，
不遺餘力，精神實在令人敬佩。期望新的獎勵機制能激發學生的潛能，
指導他們的發展方向，培養持續進取的精神，以配合學校新一個階段
的發展。

註：	獎勵機制的正式文本，將於本年三月以家長通告形式發佈，明年度開始，
	 將刊印於手冊之上，以備查閱。

學校獎勵新機制簡介學校獎勵新機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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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兩個孩子的教養方法很不同，因此形成他們的性格也大相逕庭。因為我小
時候被父母管得比較嚴，所以對大兒子的生活習慣相對來說，監督得較嚴厲，打打鬧
鬧少不免，對他的行動或說話自由諸多限制，常常施以權威「統治」。久而久之，兒
子雖然聽教聽話，凡事都順從教導，但形成較為內向的性格，事事畏首畏尾，害怕犯
錯，這並非我所願意見到的。
　　
	 相反，由於小女兒較為懂得觀察父母及老師的眉頭眼額，亦懂得討人歡喜，因
此免了不少皮肉之苦，深得旁人喜愛。每當見到哥哥受到我嚴厲的責罵時，她便變得
溫馴懂事，善解人意，我自然不願意以對待哥哥一般兇神惡煞的態度來待她。然而當
年歲漸長，卻慢慢覺得她變得霸道、野蠻、甚至「一言九頂」，在言語上時常欺負哥
哥，儼如家中小霸王。我實在極不願意家中多了一個反叛的孩子！
　　
	 做父母要懂得收、懂得放，就好像放風箏一樣。究竟需要放長線讓他們振翅高
飛，還是該事事小心，緊緊握著手中的線，恐防他們墮崖沉淪，一去不返呢？這都是
做父母要知道的學問。很多時我們都由鐘擺的一邊擺盪到另一邊的極端，以致兒女們
無所適從，當中的平衡究竟該怎樣掌握呢？真是需要與過來人多多交流，請教有豐富
經驗的父母！
　　
	 在朋友介紹下偶爾讀到了這一本書：《追風箏的父母》，被書名吸引了，令我聯
想起另一本暢銷書《追風箏的孩子》，雖然二者沒有關係，但卻使我對孩子的管教有
不少的反省。
　　
	 與太太結婚時已訂下生育大計，要立志作對好父母，盡心盡力將他們養育成人，
與他們一起分享生命的豐盛及美麗。然而，當孩子慢慢長大，自己常感失望及愧疚。
很多時都是自己的軟弱和馬虎，使他們受到不必要的傷害。讀畢《追風箏的父母》，
發現當中有很多自己的「不良寫照」：對孩子要求過高、控制不了脾氣、將孩子互相
比較等。作者霍玉蓮分享她自己如何處理照顧孩子的困難，她在書中只提出一個秘
訣，就是放鬆自己，保持冷靜。不要被自己的情緒控制，做出一些傷害孩子的言行，
避免製造不能修補的傷痕。
　　
											《追風箏的父母》全書以散文形式編輯而成，最適合香港父母
在繁忙的生活節奏中，忙裡偷閒，隨意選擇閱讀感興趣的篇章。
　　
全書分為五個部分：	
	 1.	追風箏的父母	
	 2.	九型人格與子女培育	
	 3.	收和放的學問	
	 4.	親子五味架	
	 5.	活在城市的孩子
　　
誠意向有心追著風箏走的父母推薦《追風箏的父母》！

黎振賢老師

《追風箏的父母》—「收」與「放」的學問《追風箏的父母》—「收」與「放」的學問

作者：霍玉蓮        
出版：突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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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about 130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including solo-verse 
speaking, prose reading, dramatic duologue and public speaking. Students have shown enthusiasm 
in the events and we believe it is a good way to enhance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Winners’ List

Class
1A
1A
1B
1B
2D
3A
3D
4A

Name
Li Kin Bong
Lau Wing Ki
Chan Yuk Ting
Hung Wai Cheung
Whole class
Chau Cheuk Lam
Chan Ngai Sze
Chan Kwan Yui, Mathew
Drama Club (Junior)

Class
Solo-verse
Solo-verse
Solo-verse
Solo-verse
Choral Speaking
Solo-verse
Solo-verse
Solo-verse
Dramatic Scene

Prizes
Second 
Third
Second
Third
Second
Second
First
First
Third

2D won 2nd prize in Choral Speaking

62nd (2010) HK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English Speech

Drama Club (Junior) won 3rd prize in Dramatic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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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new NETs: Mr Billy Ko and Mr Jason Fung
Mr Billy Ko

1. A picture taken with F.1 students while competing in the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The eleven students competed in the dramatic scenes with other top-rated schools 
 with the help of Ms. Tammy Lo and F.5 student Nathalie Leung. They came in 3rd place.

2, 3.  Prior to the official start of each school year, TKPSS has a Summer Bridging program to help 
 new students make a smooth transition into secondary school. There are many games and
 activities that help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the school and other new students. Pictured here
 are F.1 students completing a Scavenger Hunt. Mr. Jason Fung (NET) and I helped them locate 
 the English Corner and the school library.

4. I joined the F.4 students when they went to Butterfly Beach in Tuen Mun for the 2010 School 
 Picnic Day. The day started off with a barbecue where students cooked and mingled with teachers  
 and other F.4 students. This was followed by a fun-filled day of games and acticities. 

5. This is a picture taken in the English Corner, during one of the English Corner lunch activities.
  Students from all forms were invited to sing Love Song by Taylor Swift. By doing so, they earned
 stamps for their English Passport, which would later be counted towards their report cards.

Mr Jason Fung

  My work with the students has been made much easier through the student’s hard work and 
commitment to their studies.  The debate team has displayed tremendous initiative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upcoming NESTA Debate Competition.  I’m especially proud of the M.C 
team’s performance in the athletics meet.  A live-commentary is difficult in any language; however 
these students (after a shaky start) soared.  They gave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o I’m told).  They we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athletes an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ir team 
houses was very admirable.  Over the past year, I have also worked with students in developing their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a variety of multi-media.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number 
of things from the students this coming year; debate, drama, and overall communication.  2011, here 
we come!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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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  〔中二、三家長晚會〕

2010年11月 〔北區中學聯展〕

2010年11月  〔中一級至耀社成立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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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  〔周 年 旅 行 〕

2010年11月  〔校友重聚日〕

2010年11月及12月  〔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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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　〔小學參觀日〕

2010年12月　〔聖誕班際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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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　〔聖誕班際歌唱比賽〕
校
園
生
活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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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　〔鄧萃雯與你真情對話〕

2011年1月　〔參觀國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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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青少年面對社會上五花八門的潮流文化，會否因為不懂得選擇，因而浪費大量時間及金錢在追逐吃喝玩樂的事情上，甚至會
荒廢學業或影響親子關係？要幫助子女抗衡物質及享樂主義，避免他們盲目追逐潮流，我們便要學做潮爸媽。
	 潮爸媽秘笈三大招式：	（第一式）學習理解、接受及應用新事物，做個與時代接軌的爸媽
	 	 	 	 	 （第二式）明白潮流文化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
	 	 	 	 	 （第三式）運用合乎潮流、靈活變通的管教方法
	 （第一式）學習理解、接受及應用新事物，做個與時代接軌的爸媽
	 社會學家把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人，稱為Generation	X（X	世代），而把1980-2000年出生的人，稱為Generation	Y	（Y	世
代）。由於出生時的政治環境、經濟發展及社會文化有所不同，所以X世代的爸媽，與Y世代的子女在想法及行為模式的表達上，
自然是大有不同。要當X世代成功的爸媽，定要走進Y世代的子女的思想文化，盡量開放自己，用好奇的眼光盡量認識及理解，才
能與子女有效溝通。
	 舉例說，X世代的爸媽是由電視陪伴成長的，但Y世代的子女卻是互聯網下的依存者。如果X世代的爸媽不學習掌握使用電腦
或互聯網的基本技術，以及認識互聯網對Y世代的影響，要與子女開發共同話題，甚至作出指導便難了。青少年的玩意層出不窮，
做父母若是能凡事抱持開放、好奇的態度，樂於認識新事物的心態，便能做到恰到好處，與時並進了。
	 （第二式）明白潮流文化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
	 每種潮流背後都帶著一種信息，一種價值觀，例如Net（上網）文化正表示『我希望我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我需要在生
活上取得成功感』、『希望被需要、被接受、被尊重』的一種深層的內心渴求。而享樂文化的核心表述是『預支快樂』、『一大
班人才好玩』、『朋友大過天』、『最緊要開心』、『青春就梗係要試多ｄ啦......將來太遙遠，不如只係諗現在啦！』等等。
	 家長如果發現子女只是偶然跟風，實是無傷大雅，只要提點他們適可而止便行了。若發現子女「追潮」心態嚴重，家長不要
只看問題的表面，要更深層透徹地了解子女追潮背後的目的，是為滿足內心哪一種渴求。例如子女不斷追慕名牌，會是渴望得到
朋輩認同的虛榮感嗎？又如子女經常上網，會否意味著他的興趣狹窄，在其他生活的範疇中缺乏樂趣呢？家長需了解子女追潮背
後的其他問題，然後對症下藥；增加與子女的相處時間，培養他們擁有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與他們分享培養興趣的方法等等
都是極重要的。
	 （第三式）運用合乎潮流、靈活變通的管教方法
	 新派管教方法可借用現代管理學的元素，包括傾向平權、重視互動，高舉溝通，提倡要彼此了解，共創雙贏等。

│在│溝│通│技│巧│上│
	 管教的方式也許各異，但管教的出發點一樣：一切源於愛。可能昨天是權威式的愛；今天是包容、耐性、尊重、循循善誘的
愛。良好的親子溝通是有效管教的基礎。
	 比較以下對話，哪句是舊派，哪句是新派的管教方法？
母1：『叫你放學回家時要打電話回家的，你學下做人有交帶好嗎？』
母2：『你放學後要打電話回家，好讓我了解你何時回家，免得我掛心。』
父1：『次次專登放假諗住同你去飲茶，你又唔肯去，越來越唔願跟我地出街！下次你想去邊唔好叫我同你去！唔好要我俾錢你！』
父2：『聽日爸爸放假，我地去玩下，食下嘢啦。亞女，你想去邊度食野？去啲新奇啲大家都未試過的地方好唔好？』

潮爸媽秘笈

│在│時│間│管│理│上│
	 建議子女把每日的時間分為上午、下午及晚上三段，每天作息要定時，而時間的運用也需包括學習與休息。在放假時安排親
子時間，外出活動走走，也是增進親子關係的途徑。

│在│財│政│管│理│上│
	 提昇子女反思的能力及教育他們理財的智慧，例如培養子女建立儲蓄的習慣，教導子女把部份零用錢儲起來，作為日後儲
備。如果子女愛慕名牌，父母可鼓勵他們量力而為，採用一件起兩件止的策略，鼓勵子女多角度思考，引導他們選擇合宜、美觀
而耐用的產品，從而找尋真正屬於自己的風格。更重要的，要引導子女明白，人的價值決不能由擁有多少件名牌貨品來反映，個
人涵養才是最重要的。
	 面對青少年子女受潮流文化衝擊及影響，最重要是培育他們對物質主義及享樂文化具批判性思考；心平氣和、循循善誘地與
他們分享父母的觀點及看法，鼓勵子女發展才幹及建立成就感，陪伴子女走過這段成長期。

新舊兩派管教理念的分別：

如果你為人子女，你喜歡那一種管教呢？

　　舊派管教傾向	
先入為主、妄下判斷
窮追猛打
使用脾氣
秋後算賬
各持己見
權力鬥爭
靠嚇

　　　　新派管教傾向
清楚解釋父母要求的原因
不止於表面，要抓住問題的核心
情緒穩定	／理智討論
一事還一事
有商有量，重視子女的意見
處事平權
鼓勵	／欣賞

資料來源：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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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來
稿

跟孩子一起認識田中，投入田中的生活
——　從當家長義工談起

	 記得學期初，孩子遞來了家長義工的意向調查信。她定睛看著我煞有介事地填寫，很感奇怪，也大為
緊張地問道：「你不是一向對學校的家長活動不感興趣的嗎？」填過後，將信件交還給她。她仔細地端詳
著，顯得有點不安地道：「哦！你要到我校當家長義工？」我只是輕描淡寫地回答：「是，那怎樣？」她帶
點無奈地應道：「不......」
　　	 每次跟孩子說，我要到學校參加活動，她都顯得略為緊張，並問：「是甚麼活動？做甚麼的？有哪些
老師參加？」......
　　	 每次當過義工回來後，孩子都會緊張地問：「活動辦得怎樣？跟哪些老師合作？」......
　　	 孩子忽然對我父親關心起來，當然另有別情。她關心的，不過是我有否跟她的老師見過面，談過話。
然而，這卻增添了我們之間的不少話題。
　　	 常聽到一些父母說子女升中後，很難跟他們溝通，很難管教他們。有時候，不是孩子不想跟父母談，
而是沒時間，沒話題。時間久了，孩子便習以為常。試想想，升中後，孩子四時許才下課；參加活動的，還
得六時多才回家；加上做功課，溫習默書、測考等等，跟子女相處的時間或許只剩下同檯吃飯的時間，真的
少得很。溝通少了，對子女的校園生活了解也少了，可溝通的話題便更少。更要命的是，剩下的溝通介面，
可能便只有家長簽署的測考卷，關係那能不疏離？
　　	 要促進父母與子女的溝通，必須尋著讓雙方溝通的更寬闊介面。田中便是了！要知道子女的校園生
活，最直截了當的，就是當家長義工，親身走進田中，嘗試跟子女一同投入田中的生活，多接觸田中的人和
事，那溝通的話題便自然多了。
　　	 當初決定當家長義工，也不是要幹甚麼驚天動地的事，原先不過是有空時想為學校、同學多作一點
事，從而認識田中。不過，卻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當上家長義工後，認識了許多家長，他們各有所長，管教
子女也各有心得、秘訣。更重要的是，這些家長義工的子女就讀不同的年級，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修讀不
同的學科，從他們口中，可真能讓我比孩子更全面認識田中。
　　	 最近一次，孩子跟我提到某天放學後要留校參加活動。我問她：「是否看某位藝人到校分享見證？」
她瞪著眼睛看著我，說：「是啊。」我只是淡淡的道：「別只顧看明星，聆聽她跟你們分享的人生歷程。我
也很想知道，只是我沒空來，回來後告訴我吧。可能很多同學也想參加，得留意須否報名留位啊！」......
　　	 從何以得知這個活動？便是從家長義工的網絡得知。家長義工的網絡，不單讓我認識田中，也能跟孩
子一同參加、投入田中的活動，更可比孩子更早、更多地知道田中的事，話題自然多了。
　　	 當田中的家長義工有甚麼條件？很簡單，不必具備特異功能，只要有一顆關懷子女、支持學校的心，
便足夠了。

K.Y.Lo

	 今年是我第二年參加三千米跑。去年沒有準備，是因為輕視了三千米距離，以為可以輕易完成，最終
未能如願。
　　　　很高興今年多了家長一同參加，開始便認定校監為目標，自知不能追趕得上校監及副校長的步速，但也
希望能認著目標，順利完成。但跑到第六圈時已很疲倦，肚子亦有少許疼痛，暗罵自己掉以輕心，未作充分
熱身。當時只好硬著頭皮，叫自己一定要完成賽事。當跑到觀眾席時，遠處傳來「家長加油呀！」的打氣
聲，猶如一支溫暖且充滿力量的強心針。不知這是老師還是同學的鼓勵，但它的確令我充滿力量，步伐也加
快了，最終可完成整個賽程。
　　　　這次經歷令我明白到教養子女的一點心得，無論面對學業或運動，只要在適當時候作出鼓勵或讚賞，更
能發揮子女的潛能。很多時候，我們只懂將他們與一些表現優異的同學作比較，而忽略了他們曾付出的努
力。或許，子女的成績未見明顯進步，但如察覺他們確曾用功溫習，請不要吝嗇一句簡單的鼓勵或讚賞：
「加油！繼續努力，你一定會有進步的！」

田中學生向我發了強心針 戴桂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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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       和「孩」共處家長講座
2010年11月　至　2011年1月  家長排排舞初級班
2011年1月       「 解構新高中」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　／活動

親子活動
2010年11月

家教會過濾軟件講座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0年9月 中七級周六測驗監考義工
 至 帶領學生外出參加朗誦比賽
2010年11月 
2010年11月 北區中學聯展攤位義工

2010年11月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2010年12月 小學參觀日
2010年12月 陸運會
2010年12月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攤位義工

2010年11月	 家教會過濾軟件講座
2010年12月	 寶蓮寺大澳考察之旅

親子活動
2011年1月	 新春二重奏之炸煎堆、笑口棗及利是封吊飾製作	
2011年1月	 新春二重奏之親子義工服務

2010年12月
寶蓮寺大澳考察之旅

家
長
教
師
會
活
動
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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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
新春二重奏之炸煎堆、笑口棗及利是封吊飾製作

2011年1月
新春二重奏之親子義工服務

家
長
教
師
會
活
動
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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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　／活動

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
家長排排舞初級班

2010年10月
和「孩」共處家長講座

家
長
教
師
會
活
動
回
顧

2011年1月
「解構新高中」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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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0年11月
北區中學聯展攤位義工

2010年11月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會　	 長	：　　－　　　	 阮邦耀校長
主　	 席	：	房銀慧女士　　　　－
副　主	 席	：	陳雪雯女士							鍾燕萍老師
司　	 庫	：	陳柳媚女士							陳惠珍老師
秘　	 書	：	羅國潤先生	 列潤霞老師
聯絡及總務	：	楊紅玉女士　　羅嘉倫老師
	 	 	 鄒雙雙女士
康　	 樂	：	張　琴女士　　陳韋丞老師
	 	 	 劉偉蘭女士	
編			 輯	：	戴桂愛女士　　鄭婉君老師
	 	 	 劉傅國先生
委　	 員	：	吳清英女士
	 	 	 林月眉女士
	 	 	 朱秀球女士

2010-2011年度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家
長
教
師
會
活
動
回
顧

2010年12月
小學參觀日



財政報告（截至2011年1月15日）

未來動向

	 家教會刊物《橋》每年出版三期，藉此加強家校的溝通和聯繫。第二十四期將於2011年7月
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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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教會黃昏燒烤之《暢談新學制的最新進展》		 2011年3月18日
•	家長排排舞初班二		 2011年3月9日至6月1日（逢星期三）
•	親子美食班		 2011年4月30日
•	敬師日	 2011年5月13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54,114.5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39,068.30）
  * 本年度總收入 ： $21,360.00 （包括2010至2011年度會員費收入$20,360.00）
  * 本年度總支出 ： $6,313.80
  * 本年度結餘 ： $15,046.2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7,568.40（截至2011年1月15日）

《橋》徵稿

2010年12月
陸運會

2010年12月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攤位義工

家
長
教
師
會
活
動
回
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