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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主題：愛誠勤毅顯共性

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
建構協作創高峰

《慎思明辨 尊重多元》

校園篇

阮邦耀校長

為了促使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個名為學民思潮的中學生組織在8月30日「佔領」了政府總部，其中三位成員絕
食，持續了50多小時。這引起了香港全城市民關注的社會運動，相信各位同學均能從電視新聞中得悉上述的情況。究竟香港推
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情況如何呢？田家炳中學會否推行該科呢？我想藉今天開學日早會的機會，借助兩個組織對同一事件的
態度和選擇，向大家介紹一下事情的發展、一些啟示和本校的立場。
遠近相瞻知世事，要了解香港在國民教育科的推展情況，首先要追溯到2010年底曾蔭權特首的施政報告，報告提出由2013
年9月開始，香港的小一至中六要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其後教育局在諮詢學界時雖遇到不少反對的聲音，但亦推出了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諮詢稿，並於2011年5月至8月進行了四個月的諮詢。學民思潮就是在2011年5月成立的，其主要立場就是反對
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諮詢期內，學民思潮和另一個組織香港中學校長會(下稱校長會)都向教育局提交了書面意見，而校
長會的主要立場是認為政府應讓學校以專業自主的方式，而不應「一刀切」在所有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隨後教育局在2012年4月推出經修訂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7月1日新政府上場，由於坊間出現了一本由教育局資
助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而教育局局長在被訪問時亦指出該手冊部份內容偏頗，瞬間便觸發了社會的風波
──反對政府推行洗腦式的國民教育。情況愈演愈烈，社會上出現了民間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組織，其內主要有三
個團體，分別是學民思潮、教協和家長關注組。大聯盟接力策動佔領政府總部和絕食行動。政府以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委員會作為應對。委員會主席為胡紅玉女士。當局邀請了上述的三個團體派員加入委員會，以期吸收不同意見。不過，三個團
體均表示不會加入。
由此可見，學民思潮的選擇，是以對抗的方式向政府表達意見。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政府必須撤回國民教育科，不達
目的誓不罷休。於是他們會提出罷課和罷教、佔領政府總部、進行絕食等較激烈的行動。這是學民思潮的選擇，這選擇不應以
對或錯作評論。
至於香港中學校長會，大家都知道我是校長會的主席，我們有感於社會對上述
課題討論得十分激烈，遂於8月1日開始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商討我們的立場和態
度。當時有兩個特別的難題：(一)是否贊成罷課或罷教；(二)是否要求政府撤回新
課程指引。開會時，我們綜觀了社會的意見，經詳細討論後，我們認為罷課和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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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迫切性；有關課程指引方面，我們並不要求撤回，而是認為應予以優化。我
校長感言
老師分享
們發信給教育局吳克儉局長，並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公眾交代我們的立場和態度。
建構式學習介紹
我們的公開信引起媒體和學界很大的關注和認同。部份報章的社評認為，我們的觀
English Campus
點有助解決社會上的爭議，反應可算是相當理想。
校園生活剪影
校長會的選擇跟學民思潮尚有一點不同的，就是校長會應政府邀請，派代表加
入委員會表達意見，期望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向政府反映教育界的意見，以求優化
親職園地
課程指引和推行方式。而學民思潮則一直都拒絕參與。
好書推介
學民思潮和校長會都是非常關心事件的組織，但它們作了不同的立場和行動
姜姑娘互動天地
上的選擇。同學面對此事，請細心思考，到底你的選擇是什麼？認同學民思潮較激
家長來稿
進的選擇？還是認同校長會以循序漸進，逐步改變的選擇呢?我希望同學能慎思明
家長教師會消息
辯，對事件的來龍去脈先多作了解，理性分析，然後才下判斷和作自己的選擇。
活動回顧
至於田家炳中學會否推行國民教育科呢？會否贊成罷課或罷教呢？在剛過去
財政報告
的校董會會議上，我們綜觀事態發展後，作了以下決定：第一，學校不會在這年度
未來動向
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第二，我們認為學校無須罷課和罷教；第三，我們尊重老
《橋》及《家長教師會通訊》徵稿 師和同學響應罷課和罷教的選擇。我們明白，個別老師、同學或家長會有不同的
選擇，在尊重他們的選擇同時，我們希望從中取得平衡。假設老師響應教協呼籲罷
編輯小組
教，我們會予以尊重，但我們有一個要求，就是他們仍要回到課室照顧學生。若同
顧問： 葉深銘副校長
委員： 鍾燕萍老師
學選擇罷課，我們亦會予以尊重，絕對不會採取懲罰處分，因為這是個人選擇，不
列潤霞老師
是對與錯的問題，但同學仍要跟從學校規則，由家長打電話回校辦理請假手續。
鄭婉君老師
換句話說，學校明白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選擇。我們必須抱持
開放的態度，尊重選擇的多元性，並以理性方式討論，彼此包容。這是我們珍惜的
校
址：新界粉嶺維翰路一號
價值和氣氛。我在開學日和大家討論這個熱門的課題，期望大家都能遠近相瞻地深
電
話：26731778
入了解社會課題、能抱持理性和包容的態度共處、能作獨立思考、並作出自己的選
電
郵：tkpss@netvigator.com
圖文傳真：26737730
擇，活出更豐盛的人生。
(節錄自2012年9月3日早會演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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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之峰身上，我們明白了什麼？》
王偉儀老師
最近，在國民教育科爭議中，相信大家對當中一位年青人很熟悉，他就是黃之峰。起初，我以
為這位同學表達意見都較為激進，還想他會否是第二位「長毛」或是黃毓民呢？於是我就到網上搜尋
這位同學的資料，結果，我發現大概在一兩年前，他曾於香港電台製作的電視節目《我未成年》中亮
相，網上更流傳他親撰的一篇名為《踏上社運路》的文章，當中有他個人經歷和理念的分享，自此我
對他有了不同的看法。
從電視特輯和他的文章上，我得知他是一名於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孩子，自小他的父母就帶著他
去探望一些弱勢社群和貧困家庭，每年也會帶他參加六四集會，相信他對社會的認識也是受父母的影
響。在小學和初中階段，他和其他學生沒有分別，每天都是吃飯、玩電子遊戲和讀書，也喜歡上網和
閱報。直到有一天，他開始思索人生的意義。去年的反高鐵事件更引發了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因此
他不斷上網，留意各種不同反高鐵的資料和不同人士的立場。當他遇上不明白的地方，更會找相關書
籍去探究，從此他便對社會議題產生了濃厚興趣。
其實，黃之峰有三個特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在電視特輯中，他曾提及自己自小就對身邊的事
物有很多疑問。當探望貧困人士時，他會問：「生活看似豐足的香港，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生活在貧
窮線下？為甚麼香港有言論、信仰等自由，但在中國就不可以呢？探望、慰問就真的能解決貧困人的
生活嗎？還有其他方法可幫助他們嗎......」由此可見，他喜歡發問和思考。
其次，即使遇上不明白的地方，他不會因而放棄，反而會繼續尋根究柢。這種鍥而不捨的
精神，我們有嗎？當與別人聊天時，他會發現自己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於是他便自行透過各種途
徑去了解更多。當他發現自己的意見與別人不合時，他會嘗試去找出原因，例如他不明白何謂
「地產霸權」，因此他就會透過書籍去尋找答案，和別人討論。而我們呢？我們遇上不明白的地方
時，又會怎樣做呢？
第三，是他對理想的執著和堅持。中三時，他就發表了一篇三千字《踏上社運路——個人經歷和
理念分享》，當中提及他與一般人無異，但後來他開始在網上與別人討論時事、政治，到最後更走上
街頭，參與社會運動。文章清楚地論述了他參加每個社會運動時，都會先了解當中的目的和意義才會
參加，而不會盲目跟從別人，隨波逐流。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他也明白自己將來的目標。他認為
自己力量雖然微小，但仍希望用自己的一份力量，為香港社會爭取更美好的前景，這是他的理想。縱
然有不少同學對他存有誤解，他雖感孤單，但仍要堅持。
以上提及黃之峰的三個特點，都值得我們反思。我們是否擁有這些特點呢？我們喜歡思考、發
問、尋求真相嗎？我們會堅持自己的理想、夢想嗎？黃之峰對生命的那份認真，是每個年輕人、甚至
成年人值得反省的地方。當我們站出來為理想去發聲、或上街發表意見時，我們不能只懂叫口號、人
云亦云，我們應要明白每個行動背後的意義。
最近社會常提及「我們不能被洗腦」、「擔心被人洗腦」等，但我們應如何去避免？怎樣才可
以有自己的想法、立場？那就要視乎我們是否在生活中懂得多思考、對不明白的地方會否堅持尋根究
柢、是否有自己的理想和夢想。如果我們缺乏這些條件，那不需要任何教材、任何課程，我們的腦一樣
很容易被人「洗」！要避免，我們不能只說不做，我們應多閱讀、多思考。
最後，我以聖經的一句說話作結：「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
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現在於我眼前的都是年輕人，若要為我們的理想努力、為社會貢獻，其實
我們只需做好自己的本份就可以了。
（節錄自2012年9月11日早會演講辭）
*特此鳴謝5B曾麗娟同學協助整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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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合作學習

鍾偉德老師

本學年本校於中一級的四個主要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科）
全面推展合作學習法。究竟什麼是合作學習法呢？
根據 Johnson, Johnson & Holubec (1998)（註 1），合作學習是「利用小組進行
教學，讓學生透過共同合作，令自己及他人學習有最大的得益」。這種學習方法
雖然以小組進行，但與一般的小組教學不同。在小組教學中，較緊張成績（或較
主動）的學生往往會肩擔大部分的小組工作，較被動的學生則會坐享其成，學習
亦無太大進益；而合作學習則強調個人學習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每個
人在教師的指導下，均須完成自己的工作，讓小組組員可以彼此分享。另外，合
作學習亦強調同學之間的互相學習(positive interdependence)，因著不同學生有不同
的背景、性格、學習能力等，每個人均可以從其他人身上學習自己仍未掌握的
概念、或是學習與自己不同的觀點，也可以透過另一個自己從未想過的角度，
來思考老師所教的內容。這樣，每個學生因著其他組員的學習而互有增益，對
學習的興趣和對所學概念的掌握均會有所提升。
外國大量文獻顯示，合作學習法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我們期望這套
學習法的推行，能幫助學生的學習更上一層樓。
註1. Johnson, D., Johnson, R.& Holubec, E. (1998).
Cooperation in the Classroo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中一課室的座位編排，有助學生有效地進行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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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Ms Lau Wai Man

2012 Hong Kong Parliamentary Debating Workshop
Hong Kong Parliamentary Debating Workshop was held
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rom 23 July to
29 July. Every day during the debating camp, students
had to attend a mass lecture and work in small groups
to apply what they had just learnt and had chances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It was
a great exposure to understand how English can be
used in debate and to get to know different formats
of debating.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they can even know more about
the English standard among the elite students in Hong
Kong, which can encourage them to set a higher
standard for themselves when learning English.

The tutor is sharing his ideas with our student
Pearl Lok Kin Yuet.

The tutor is teaching acting skills.

The tutors are sharing ideas with students
from various schools.

English Drama Camp
The camp was co-organized by the school and Hong Kong Theatre Works. 25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Drama Camp and produced a play called Little Prince on 27 July.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F.1 and F.2 students. The teacher was very experienced and students
could learn a lot.

Guess who is Little Pr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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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ready for the drama rehearsal !

English Debating Workshop
The Debating Workshop was held from 23 July to 27 July with 20 high achievers participating in it.

Students are sharing ideas
in a debate workshop.
Participants in the debate workshop and the tutor.

F.1 Bridging Programme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foundation in using English, a five-day pre S1 summer
English bridging programme with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utors from Canada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was held from 30/7 to 3/8 teaching them some essential skills for learning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

Pre S1 students are performing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Pre S1 students are having an English
lesson with their foreign tutor.

Pre S1 students are awarded with certificate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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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年 7 月 。。。水 運 會

2 0 1 2 年 7 月 。。。中 一 英 語 提 升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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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年 8 月 。。。中 一 新 生 及 家 長

輔導日

2 0 1 2 年 8 月 。。。中 一 適 應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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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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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學文憑試優異生頒獎

2 0 1 2 年 9 月 。。。領 袖

生訓練日

2 0 1 2 年 9 月 。。。升 旗

禮

典禮

好書推介

不存在的女兒

4E 柯俊霓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秘密，只是在於他或她是否會說出來。而這秘密之間，還包含了家庭和
整個人生的種種問題。這本書告知了我們全部：在一個雪花飄揚的夜晚，醫生大衛親自為妻子諾拉
接生，一雙龍鳳胎平安出生。可惜，妹妹天生患有唐氏綜合症，大衛為了不想一家人一直活於悲痛之
中，就把女兒送給了一位愛上他的護士──卡羅琳，並編了個謊言說女兒早夭了。從此，他絕不敢提
起女兒的事，因為內疚在他心中正如荊棘一般刺痛著他。相反，諾拉沒有一天是不惦記著女兒，由於
丈夫在她最脆弱時還只是忙事業，而最後導致了諾拉在外頭找尋依靠，有了外遇。兒子保羅在長大
後，有著自己的夢想和值得驕傲的天賦，但卻被爸爸的封建思想緊困住，對前途一片迷茫。我覺得
每個人心內有著一堵「牆」，令大家都成了同住一屋的陌路人。二十五年過後，大衛心臟病突發身
亡，卡羅琳終究還是把秘密說出，但女兒菲比卻始終不認得親生父母。諾拉和保羅也因此恨著大衛，
儘管他已去世。因為一個秘密，大衛失去了許多東西。
「不存在的女兒」，我覺得這個書名只是串連起整個故事的線索，由一個秘密引伸成彼此間的隔膜，令大衛及卡
羅琳這兩個家有著難以彌補的變化。我也從不敢和人談起我揭開秘密，我怕一直藏在最暗處的東西，突然曝光；在秘
密的萌生中，又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就像大衛一樣，怕將秘密揭開後，會失去他所擁有的一切。紙是包不住火的，
我認為秘密就是包在紙裏的火種，只要人們將它點燃，它便會永無止境地燒下去。這本書也把秘密詮釋得很好，讓我
們看到「火」是如何把一個家燒毀。
最後，卡羅琳雖然最終把秘密說出了，但是結局仍不圓滿。因為大衛永遠長眠於黑暗中，再也不能見到自己的女
兒；而在他臨終前，這個家仍是破碎的。我非常喜歡這本書，因為它的內容不只是說一位父親拋棄了女兒，而是包括
了這個家庭和青少年成長中的問題。一開始在看這本書時，覺得作為醫生的大衛很殘忍，竟然連親生的女兒也不要。
但看到後來，才知道他以前有一個妹妹叫瓊，全家人也同樣為了一個患有心臟病的女孩操勞。但在這一番苦苦的照顧
下，瓊還是離世了。所以，他並不想重蹈覆轍。到了最後，我也體諒他的做法，因為如果他把一個患有唐氏綜合症的
女兒留在家，兩夫妻也一定會為她吵得不可開交。他的決定就像《餘震》內的母親，地震時她選了救弟弟而捨棄了姐
姐。人，總要選擇，這個故事也訴說了秘密的「公開」與「不可公開」。
書內最令我動容和震撼的部份便是兒子保羅的成長。因為這像是演繹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之路。例如，保羅他
的天份是音樂，但他爸爸卻要他以籃球作為最後的職業；就好像我的成長一樣，我想向「藝術」或是「教育工作」方
面發展，但我的長輩卻希望我能有穩定且收入高的工作。這正正令我體會到了時下的年輕人都會受到他人的支配，而
失去了自身的風格。我相信這本書也在暗地裏告訴我們要如何去追尋自己的夢想以及如何獨立起來。
這本書的內容很精彩，是我心愛的書之一。但若要評論起來卻難以下筆，因為它牽涉到不同方面的話題，每個人
都有不同觀點，而我只說出了自身的觀點。可是，我知道，這些話題都會像藤蔓一般，緊緊圍繞著「秘密」。雖然，
這是一個發人深省但不圓滿的結局，我仍認為一家人要互相信任，儘管心內充滿了不可告知的秘密，但也不要把心裏
的一堵堵牆蓋高了，讓對方不知所措。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6B Yip Kai Man

Do you believe in God? Do you think you will go to the heaven after you die? In the book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Eddie, a maintenance man working at Ruby Pier, really went to the
heaven after trying to save a girl from a falling cart on a broken ride.
Ruby Pier was also known as ‘the second home’ of Eddie because his father also worked there
while he was a child. Therefore, Ruby Pier was a common place for him in his whole life. After trying to
save a girl at Ruby Pier, he died and was carried to the heaven. He met five people there including ‘The
Blue Man’, ‘The Captain’, Ruby, Marguerite (his wife) and Tala. Although not all the five people he
met in the heaven were his friends and families, he learnt a lot by listening to their heartfelt wishes.
Finally, he reunited with his wife, Marguerite stop a Ferris wheel at Ruby Pier.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is a touching and inspiring story. This story not only
tells us how Eddie felt in the heaven, but also tells us what we should do before going to the heaven.
Firstly, we should be careful for every word and motion we said and made. In the story, when Eddie was young,
‘The Blue Man’ had a car crash because he did not want to hurt Eddie in a car accident. Eddie went across the road
without following the traffic rules, indirectly causing the car accident. ‘The Blue Man’ therefore had a heart attack
due to this car accident. In daily life, we always make jokes and play tricks on someone without considering people’s
feeling. It may be relaxing to make jokes but this may hurt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f we do not want to be a villain
who always hurt people, we had better be careful for every word and motion we said and made.
Furthermore, we should know how to forgive. In the story, Eddie had argued with his wife while he was alive.
Although Eddie and his wife still loved each other, they kept silent and did not talk to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After
Eddie had listened to his wife in the heaven, he started knowing he had wasted a lot of time. He started regretting and
wanted to get back the time he missed with his wife. However, it was too late. He was dead already. We should know
how to forgive and treasure what we have, otherwise we will deeply regret one day.
Before going to the heaven, we mee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We should also learn from them
while we are alive. Let’s live our life to the ful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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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姑娘互動天地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新學年又開始了，同學們面對學習及校園生活時，總會出現不同的
挑戰，很多家長都有一個疑問：我們如何可以提升孩子面對逆境的能力
呢？
AQ（逆境商數）就是我們在面對逆境時的處理能力。一個AQ高的
人會樂觀、勇敢地面對逆境，積極地尋找解決方法；相反，AQ低的人，
在逆境時只會愁眉苦臉，容易萌生放棄的念頭。如果孩子耐性和毅力不
足，例如參加鋼琴班，學了不一會就放棄；未敢接受新挑戰，凡事依
賴，遇事希望別人代勞等，都是「逆境商數」較低的表現。
要提升孩子的逆境商數，就要讓孩子面對失敗。有些家長不想孩子
經歷失敗的挫折，於是事事呵護，保護有加。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
八九，不可能只有成功，因此，我們應該讓孩子學習如何從挫敗中爬起
來，只要不讓孩子跌得太慘，嚐嚐失敗的痛楚，然後從旁教導孩子如何
面對困難，對他們的成長定有正面的影響，以下是一些幫助孩子面對逆
境的建議方法：
1. 凡事不抱怨，只解決問題：
碰到不如意的情況，抱怨太多，令心情更加沮喪，無助解決問題。
我們應該鼓勵孩子專注解決問題。因為少一分時間抱怨，孩子就會多
一分時間進步。
2. 先看優點，再看缺點：
碰上逆境，如果孩子第一個念頭是：「完了！這下沒救了！」那就很
難逃脫悲觀的詛咒。這時候可問孩子：「現在有什麼是可珍惜的？」換
句話說，在挫折中找優勢，並把它轉化成進步的助力。例如孩子未能
擔任心儀的學生組織崗位，當然感到失望，但想一想，現在多出來的
時間，可以讓孩子投身從未參與的活動，也許就此開創另一片天地。
我們需要教導孩子懂得在逆境中找機會，畢竟，自怨自艾解決不了問
題。
我們要孩子成功，就要容許他們面對失敗，只要有你們從旁鼓勵和引
導，這樣孩子長大之後，便有更大的勇氣和信心，獨立面對逆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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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來稿

孩子選科有感

楊紅玉女士

作為父母，有時只想把自己認為最好的給予自己的子女，但子女是否願意接受父
母的好意呢？還是，任由他們自行選擇他們認為最好的呢？
記得，女兒升上中二時，她曾經跟我們說：「我已經决定了，高中我將會選修自
己喜歡的科目，Physics（物理）、Chemistry（化學）及VA（視覺藝術）。」 還記得
當時爸爸還問：「為何不修讀Bio.（生物）呀？」她答道：「我只是看見書上那幅老
鼠的肢解圖，就已經嚇得把那本書掉到地上了！你認為這樣的我，還有可能選修那科
嗎？」聽到她這麼說，我答道：「你的決定應該可行的。有兩科學術科和富興趣的美
術科，這樣的選擇配搭絕對沒問題，非常適合你呀！別擔心，按照自己的目標，努力
堅持走下去便可以了。」
後來，看見她為自己的選擇不斷努力，成績還算可以。不是懶惰得過份，我們都
鮮有在她的學習上多加意見，算是安然地度過了中二級。
直至中三下學期，模擬選科的表格派發了。記得，那天我相約女兒在學校碰面，
只見她一直都與她的好朋友傾談關於選科的問題，完全忘記了我的存在。當我們離開
學校沒多久，女兒突然跟我說：「今年的選科模式和科目配搭改變了，所以我會放棄
在2X（第二選修科）修讀化學，改為選修VA。」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那......你可能
會降低自己升讀大學的門檻和科目選擇啊！」她竟然反駁我：「讀書是我的問題，我
會安排！」我頓了一下，一言不發，就與她一起等車回家，她亦完全沒意識到她的語
氣是傷人的。
晚餐後，女兒把這個最新選科打算告訴爸爸，爸爸只問她：「你將來喜歡做什麼
工作呢？」女兒說：「我想如舅母一樣，向建築設計那方面發展。」爸爸二話不說回
答道：「好！就按照你自己的決定選科吧！」
由於科目配搭有新轉變，最初女兒都未能完全可以掌握當中優劣。遞交模擬表
格前，她都不斷收集及了解各方意見，再思考和分析自己的能力、前途及興趣，思考
怎樣才是最好的選擇。我們都是在她交表前要簽名，才知道她那2X及3X（第三選修
科）到底選擇了哪些科目呢！
我們理解，科目配搭的轉變對她有一定的影響，而且要在短短幾天內作出選擇也
是個困難的决定。我跟她解釋：「世界上有很多人、事、物，每天都不斷轉變，人要
學習接受突如其來的轉變，從而學習怎樣面對和調適自己去接受那不同的變化，從中
選擇對自己最好的便可以了。而且距離正式選科還有一段時間，可以在此期間再詳細
考慮清楚再作决定也可以。」
期終考試完結了，來到正式選科的階段，女兒再一次改變了她的决定，由選修三
科改為只選擇兩科選修科，我們問她為何有此決定，她解釋3X那科絕對不是她的興趣
科目，所以不想浪費兩年時間，讀得辛苦，到最終落得要退修收場。故此，她只想集
中精神，全力讀好其餘兩科。萬物在變，孩子的想法亦經常有變，我們又何必傷神傷
腦筋？給予他們多些思考空間，可能會有更出乎意料的收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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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生之接待家庭的生活點滴
鍾云霞女士
相信田中的同學都知道，田中首位國際交流生是來自奧地利的學生 ——  4B班的ALEX，中
文名字叫李煒傑。他熱愛中華文化：曾學習普通話、會打簡單的中文字、曾到北京五次，希望
大學階段可到北京或上海做一年的交流生。ALEX的志願是成為外交官。不過，我先生笑著建
議他：別到利比亞當外交官。
我們很高興，可以成為田中首位國際交流生的接待家庭！
我們一家五口，事前認真地召開了家庭會議，商量是否擔任接待家庭。家人的共識很重
要，因為新成員的加入，需要其他家人作出犧牲，例如：鞋子數量最少的爸爸，要暫讓出他的
一層鞋櫃；考畢中學文憑試的長女，要讓出書桌及椅子；其餘兩個兒女，要讓出有雙層床的房
間、衣櫃、書架等等。對了，我們還要為ALEX起中文名字，我和子女四人花了一整天時間商
量，ALEX以後都會用這個中文名字，我們緊張不已，深怕影響將來的外交官......我們一家，
十分期待ALEX到來。
8月24日，全家懷著興奮的心情到機場接ALEX。然後，我們去了吃火鍋，點了ALEX喜歡
吃的海蝦和龍蝦。
8月25日，我們陪同ALEX買校服。我們知道交流生沒有穿校服的習慣，故耐心地解釋。
不過，我至今仍記得ALEX試穿校服的情景：他試了老半天，仍是一千萬個不情願的模樣。尤
其是對著白色打底衫，簡直像是要了他的命似的。哈哈，幸好校服公司的職員非常機靈，不停
地對他說：“Handsome!”
8月26日，我們帶ALEX逛超市和街市。ALEX見到游水鮮魚，興奮不已，忙不迭拍照；見
到螃蟹，膽大的他用手指不停觸碰牠；見到原隻的雞，他不禁「哇」一聲叫了出來。原來，他
過往的日常生活中，只見過雞的身軀，沒看過雞的頭頭尾尾、手手腳腳......
8月27至31日，ALEX要到太子上廣東話課。第一天，我們擔心ALEX迷路，耽誤了時
間，便安排長女負責接送。當天下午，還要到田中辦理入學註冊手續，要商談的事多著了：班
級安排、選科、校規、髮式儀容、活動安排、學生八達通、午膳、交通......
8月28日晚上，我們到酒店吃自助餐。出發前，我家小孩努力「教導」ALEX，自助餐費
用不菲，該如何「精明地」大吃一頓才值回票價！好傢伙，十分鐘不到，ALEX就取了四塊硬
方包，我瞪著方包呆住了！我先生眼明手快地接管了方包，解釋道：「一會兒再給你吃......」
8月29日下午，在班主任李仁俊老師的安排下，4B班同學為ALEX舉辦了一個歡迎
會。ALEX好不感謝李老師的真誠關心！他一碰到大大小小的事情，便會找李老師。
8月30日下午，AFS（香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有義工來家訪。以後每月均有一次家訪，
以支援交流生及接待家庭。
8月31日下午，按預約要辦兩件事：到AFS指定的滙豐銀行旺角支行辦開戶手續，和長沙
灣政府合署辦理香港身份證。到了銀行，才發覺忘了帶護照，只好兵分兩路，長女陪ALEX返
上水取護照，我到長沙灣等候。終於順利辦好身份證，連忙折返旺角，豈料又欠了一份信件，
我的老天！
9月1日，由長女陪同ALEX再到銀行，順道往九龍城偉發書店購買新書。由於ALEX確定
選修科目需時，9月9日、15日，還得多走兩趟。原來臨近開學，上水的書店幾乎買不了多少
本所需教科書，幸而學校的指定書商，負責任地保證供書，方解決了我們的擔憂......
我們應當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學習、增益、成長！希望藉此生活點滴的分享，可以開啟
你的心扉，放開懷抱，一起歡迎田中第一位國際交流生。亦希望藉此可以點燃同學心中之念，
將來有機會走出香港，到其他國家做交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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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2年7月
2012年7月
2012年7月
2012年9月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周年聚餐
舊書買賣活動
新中一家長分享會
義工感謝日暨新義工茶聚

2012年7月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周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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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2012年7月

舊書買賣活動

2012年7月

新中一家長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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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2012年9月

義工感謝日暨新義工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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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回顧
第十四屆家教會優秀家長義工獎
（總服務時數超過30小時）

劉偉蘭女士
楊紅玉女士
程 麗女士
賈俊平女士

庾翠蘭女士
鄭燕華女士
楊寶珠女士
胡寶如女士

周淑娟女士
陳柳媚女士
房銀慧女士

鄭美娟女士
楊 梅女士
陳 莉女士

黃雪卿女士
鍾雲霞女士
劉傅國先生

財政報告 （截至2012年8月31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63,233.6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 $44,635.00）
     
•本年度總收入（包括2011至2012年度會員費收入 $21,460.00）
：$38,827.70
•本年度總支出 ：$20,229.10
•本年度結餘
：$18,598.6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0,646.10（截至2012年8月31日）

未來動向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2012年10月29日
201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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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期將於2013年2月出版。此外，第十四期《家長教師會通訊》
將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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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 1778，與鍾燕萍老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