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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主教書院家長教師會通訊 http://www.valtorta.edu.hk                 2019 年 12 月 

                                     張配燕女士 

各位家長： 

 

恩主教書院家長教師會轉眼已是第十五屆，新一屆教師及家長執委將秉承過往的宗旨，齊

心合力為學校服務。期盼各位家長繼續支持及幫助，因為您們付出的一點一滴，代表著對恩記

孩子們的愛與關懷。 
 

我們恩記大家庭中的每個孩子，都有獨特氣質、優勝之處、可愛之處。在這特別的時刻，

我希望能夠擁抱他們每位，跟他們說聲：「孩子，我愛你！」。身為人母，我深信父母定會疼愛

孩子，善待、保護及尊重他們。 
 

人一出生，就需要一個家，這個家就是孩子的藏身之所，安心之地。在父母的蔭蔽下健康

成長，成為一位擁有思想、及懂得如何待人處事的大孩子。 
 

家中有父母，有兒女，家庭由不同成員組成。隨著兒女成長，意見或會不一、各有想法。

但唯一不變的是親情及愛。有了愛，這個家才是一個有靈魂的家，有忍耐能包容、有關懷能尊

重，這樣才能成為孩子的容身之地、安居之所。 
 

作為父母，養兒育女絶不是易事；為人父母，善導兒女，不妨退一步海闊天空。世事變化

無常、無人能掌控；身為父母、要珍惜那份血濃於水、不可分割的骨肉之情。 
 

藉此獻上真摯誠懇的祝願 ─ 恩記大家庭裏

的每個小家庭，父母及子女都以愛相待、互相關懷、

彼此包容扶持。 

 

          

                     

               



2 

                  賀妙珍校長 

各位家長： 

「明達人的心尋求智識。」（箴 15:14） 

學校為推廣閲讀，校園每層都設有漂書架，放上不同類型的英文圖書讓同學自由索取閲讀，

並為書籍評分，寫下感受。那些英文漂書，名副其實，是由澳洲或美國波士頓的有心人將英文

書收集好，再由恩人免費船運過來的，目的是讓更多學生藉著閲讀，提升語文能力，擴闊視野。 

一年一度的恩主教書院大型書展是學校的一大盛事。去年，為期三天半的書展總銷售額高

達 18 萬元，累計入場人次 1500 人。我們辦書展旨在學生能先「覓書」，然後「閱書」，最後能

「説書」，將書本所學化為其知識。學校於三

年前開始籌備週年書展，每一位老師都積極

參與介紹好書，三年下來已累積了 39位老師，

一共推介了 62本圖書，與同學分享閲讀心得。

除此之外，我們亦薪火相傳，逐步引入恩記人

一同分享好書，當中當然包括我們的家長。在

此特別感謝家長執委今年亦為我們推介了一

些好書，家校合作地培養同學閲讀興趣。 

本年度的週年大型書展於十二月十一至十四日舉行，主題為「推開探索之門，尋找真理之

光」，重點推介推理及科幻小説。書展正式開鑼之前，我們一如既往舉行了多場閲讀講座和作

家講座，邀請專家或作者到校向學生推介好書，分享閲讀之路及寫作技巧。本年度學校有幸邀

請到香港推理小説作家徐焯賢先生和陳浩基先生，暢談他們的創作歷程；及本港著名推廣閲讀

人士范建梅老師和鮑國鴻老師，與同學介紹各類好書，分享閲讀方法。 

開幕典禮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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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邀請了 12 位小學校長，撥冗

出席書展開幕典禮。他們分別為：林村公立黃

福鑾紀念學校陳喜泉校長、港九街坊婦女會孫

方中小學盧秀枝校長、保良局田家炳小學陳詠

賢校長、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葉億兆

校長、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陳寶玲校長、大

埔循道衛理小學李綺琼校長、三水同鄉會禤景    

榮學校李小寶校長、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韋伊凌校長、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陳愛英

校長、德萃小學朱子穎校長、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何彥輝校長及大埔官立小學鄭玉

清校長。此外，我們更邀請了校友鄧俊傑先生出席，特此感謝鄧先生在過去一年贊助學校校訊

及相關刊物印刷，身體力行回饋母校。 

「恩主賜福傳千里，書香飄溢滿校園」。我們希望藉著週年書展，打開同學閲讀心窗，擴

闊視野，與不同作者交流，增廣見聞。 

 

賀校長與各小學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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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社工-邱佩芬姑娘(Phoebe Miss) 

修和與青少年子女的矛盾和衝突 

       父母與青少年的相處，或多或少會遇到一些困難。青春期的子女正邁向成人階段， 

他們變得更想獨立，家庭的互動也因而改變，甚至導致親子衝突增加及家庭和諧受損。有 

人將處於青春期的少年比喻為活火山，那麼父母就如住在火山外圍的居民，需要時時提高 

警覺，否則家庭氣氛可能隨時被爆發的岩漿弄得充满灰燼。對父母來說，2019 年相信是挑 

戰分外沉重的一年。 
 
    宣示立場的表達不利溝通 

   談到如何化解父母與青少年的矛盾與衝突，尤其在溝通中宣示不同立場的處境，我們 

就得首先理解﹕不同的經歷，會引申不同的個人立場。然而正因為每個人的經歷都值得尊

重，所以當任何人以宣示立場作為溝通時，在他的角度下都是不容質疑的。我分別聽過家長及

青少年人的分享，他們均形容不同立場的對方是「太偏激」或「唔顧人」，這種指向對方的評

價，往往令彼此的隔膜加深。 
 
認清自己的內在情緒 

面對子女堅定的立場，父母會容易感到擔心或憤怒，因而急於改變子女。這些憤怒和擔心，

指向的往往是子女的前途和他們的立場或行為可能引致的危險。在矛盾出現時指向他人的溝通

方式定會令對話停留在對罵或「我追你走」的模式中。若家長停下來用心感受一下，當子女向

自己宣示與你不同的立場，突顯出大家之間的矛盾時，其實家長在個人層面所感受的，更可能

是自己對社會現況或與子女相處上的無助感所產生的難過的感受。礙於一般人也難於接受個人

層面中比較脆弱的感受，這方面的感覺經常在親子相處的衝突中被忽略。然而，若家長越能真

誠接觸自己內心的無助感覺，覺察到內在的情緒，就越能鎮定地面對與子女的矛盾與衝突。 
 
信任與理解 

從衝突到啟動復和，必要的條件是相信對方也願意復和。父母若在激烈的衝突中指責子

女是「自私」或「不孝」等，都必成為親子關係中關鍵的傷害。父母要相信子女即使在行動

上不理會父母的反對，他們的內心也必有掙扎。他們即使身不在家，也肯定會記掛父母。父

母若能嘗試理解他們內心可能正處於無路可走的處境，就會明白子女同樣感到無助。 
 
平等的關係 

在平等的關係基礎上啟動復和。父母若願意放下身段，將情緒與尊嚴劃分得清晰，肯定

自己是問心無愧地愛子女，也信任子女會愛自己，甚至可以在復和時暫時不自辯，首先去承

認衝突中曾有說話傷害過子女，相信火山少年的心也會較為軟化。 
 
看顧慮為人生的際遇 

請選擇看今日的矛盾與衝突為人生際遇中的一個經歷，而不是終點。子女都在觀察父母

如何面對挑戰，作為他們怎樣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的借鑒。我盼望各位父母願意為愛子女多行

一步，走進他們的世界，以您面對現今處境的態度感染他們的生命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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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兒同學 

    我衷心感激家教會頒發 2019 年家教會卓越成績獎學金予我，並給予我一個寶貴的機會，

在此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和各方面發展的經驗。  

 

     學習最首要的就是調整自己的心態。讀書必不可失的就是求學精神。如果視讀書為負擔

或只是僅僅為了滿足其他人的期望，這樣很難可以在學習方面獲得成就，因為當你遇到難題

的時候，沒有動力驅使你去鑽研答案或了解更多相關的訊息，因而這些人往往遇到難題就會

放棄，導致學習的進度原地踏步。倘若我們把學習視為自己的興趣或由衷地追求學問，自然

有動力想去發掘更多相關的知識，不但能打好根基，又能增進自身的學問。因此，求學精神

在學習中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認真向學的心態後，我們就要好好計劃自己的學習方向。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天份和

興趣，切記不要因為大眾的選擇而埋沒自己的天份。因而，我們可以先設想有興趣的工種，

再考慮相關工作的要求，從而在中三或大學選科時，選擇合適的科目修讀。繼而，為自己的

學習定立目標，定立目標的用意是適時檢視自己的學習進度和鼓勵自己學習。而目標就要適

度，假如設立的目標過高，就會引起反效果，為自己不能達到目標而沮喪，更加無心向學。

假如設立的目標過低，很容易達到後就自滿而懈怠。因此，目標要適度而能夠提供動力予自

己學習，自然做事就能事半功倍。  

 

     最後學習的關鍵就是持之以恆。古語有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學問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充份掌握的，而是經過歲月累積下來的。因而，考試前臨急抱佛腳是徒勞無功的，

一定要定時複習自己所學過的知識，一來培養學習的習慣，二來鞏固已有知識，更甚的是能

夠達到「溫故知新」的境界，確保自己對課題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以上就是我對學習的分享，而學習不只讀書一種形式，任何知識也能夠學習，最重要的

是同學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標，一一向前邁進。因而讀書以外，我們大家都有太多方面

要繼續學習，所以以下將會分享本人其他學習的經驗。  

  

     踏足社會，學歷是其中之一的條

件，有比學歷更重要的就是待人處事的

態度。而這種態度是不能在書本知識中

找到，而是需要大家累積和其他人相處

的經驗。  
 
     這方面，學校提供了不少的機會讓

同學學習。而我有幸在中四和中五的暑

假獲得了社工和會計的實習機會，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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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益不少。在此，容我向各位分享我的經驗，在現實的公司裡和學校裡有著很大的分別。在

學校裡，校長、老師們都會呵護著同學，令同學在一個被動角色下學習，但是在現實中，工

作環境裡所遇到的人就不一定會手比手去教導同學，反而同學要擔當一個主動積極的角色去

學習，遇到難題也要自己去尋求解決方法。除此之外還有種種的體悟，我才能在兩次的實習

中獲益良多。明白到個人是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因為你的言行是會影響到其他人，在現實

中是沒有人處處體諒和呵護你，因而做事要小心謹慎。再者，課本所學的知識就是專業的技

巧，而這種技巧只是佔工作的少部份，更多的是溝通技巧、解難能力、構思能力......因而，除

了課本的知識以外，我們還要透過不同的活動去學習不同的能力和完善自己。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此言不假，希望各位都能明白學習不只於讀書，還有很多知

識需要各位學習。祝願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標和方向，並為此努力學習。最後，我想再一

次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家長教師會的成員不辭勞苦地為恩主教書院和同學付出，關愛同

學，作育英才。  

 

                                                                       

                                                                     李承澔同學 

 

    大約中三的時候，我自己定義了「三項中學生生涯必做之事」─ 讀書、籌備學生會、交

到知心好友。讀書一項當然無容置疑，其次如果有一班志同道合並有責任心的伙伴，我亦非

常推薦組織學生會。至於最後一項，我總覺得中學普遍是結交知己的好機會了，到了大學，

我總是覺得與旁邊的人有些距離。大概是因爲中學時期認識的朋友，做甚麼都會在一起，我

們一起笑，一起哭，並且一起奮鬥。而過了這時期，我們所結交的朋友，往往是這邊跟你聊

聊，那邊跟別人談心，再那邊跟別人去玩，實難以交心。 

  

 師弟妹們對「訂立目標」早已耳熟能詳，但學校老師很多時說的訂立目標，是學業上和成

績上的。學生最常做的是努力讀書，但它的意義不一定拿高分、拿好名次。努力讀書，對你的

意義可以是為了未來生活無憂；可以是追求至高的智慧；也可以是為了報答父母恩師。找到意

義，從而決定目標，便算是訂立了真正的目標。而學校除了授業解惑，還可以教你訂立正確的

目標，不作反道德法律、損人利己、不擇手段之事。而目標可以有對錯，但意義無分黑白，只

要找到便「得道成仙」。學校教得了你訂立正確的目標，卻教不會你訂立真正的目標，因為你

的意義只能由你來領悟。 

  

 我當了六年中學生，意義是甚麼呢？請容我細細想想： 

 

 中一、二的時候，初來乍到，我沒有目標，所以我這兩年空空如也，也可能是年代太久遠，

忘了。由中三開始，自從我拿到了全級第一，就開始無法放手。得不到多麼好，當得到，人總

是害怕失去擁有的事物，我亦害怕。當時受到大量武俠、玄幻小說的薰陶，其中「天下第一」，

「凌天之志」之類對我影響至深，可能有人會想，第一永遠只有一名，立於巔峰的永遠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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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撮人，太難了；我當時會想，站在巔峰的人雖少但仍存在，那為何不能是我？考試全班只有

一個人合格，那我就要做那一人。這是絕對的自信，這是我當時的信念。平日放學後完成所有

可完成功課，有默書測驗的話提早幾天溫習，逢假期溫習八小時，早睡早起(朝六晚十)，不打

機不IG不FB，日日如是。不及很多真正的讀書人瘋癲，但也足夠支撐我的成績。我自認非天才

之類，唯有將勤補拙，而我從不補習，花錢補習倒不如花錢買更多更多的作業練習。 

  

 不得不說，這些年的努力幫助了我，但追求卓越的同時，伴隨著是無盡的壓力。極端的害

怕出錯、極端的害怕失敗、極端的害怕讓人失望。只是一介凡人怎可能一直是第一，事實證明，

這些年中我也時常有失敗，有出錯。每次失敗令我自責、沮喪，並轉化為更大的壓力。這是個

無休止的夢魘。後來，我有了新的信念，我稱它為「輪盤理論」。有人說：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從來只是童話。亦有人說：努力多少，最後成敗卻取決於運氣。我認同這些說法，也確信運

氣一說，所以在經歷失敗後，我在想：我這樣努力到底為了甚麼？我找到了答案。試想像一個

俄羅斯輪盤，上面可以有無數小格，雖然不是每一格也有機會中獎，但努力可以增加中獎的機

會。假設起始中獎機會只有百分之一，不努力的話，以百分之一的機率當然難成功，但隨著努

力，中獎機會可以變成百分之十、二十、三十。即使最後成功與否仍由運氣左右，但努力增加

了成功的機會。而且，若我的努力足以把所有格數都變成中獎格呢？於是，我找到新的動力去

奮鬥。 

 

 所以，六年裏我的心態得以轉變，我認為是得到昇華了，這是中學生涯對我而言最大的意

義，不過這只是我總結過去才得出的意義，已經來不及訂立甚麼目標了。希望你們不是從這方

法找到意義的，你們需要的是展望而不是回看，你們需要的是找到未來奮鬥下去的意義，愈早

找到意義，便能愈早確立真正的目標，向目標邁進的路才愈有樂趣。 

 

 當然，沒人說意義只能有一個。我也有我的意義驅使我繼續努力奮鬥，但我不會跟你說，

我只能說一開始是沒有的，也是之後漸漸才有的。意義是獨屬於自己的，不需要參考且不能複

製，每個人的意義都由際遇、環境、性格構成，獨一無二，全憑自我，前提是你找得到。 

 

 祝你們早日找到你們的奮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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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望  

(1) 結業禮暨頒獎典禮 (12/7/2019  星期五) 

為表達家教會對學校的支持，家教會代表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結業禮，並頒發 

獎狀予得獎同學。一個學年的終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藉此嘉許獲獎的 

同學們，於過去一年在不同範疇所付出的努力和堅持，希望各位同學繼續為 

理想和目標而努力。 

 

(2) 舊書轉售和校服轉贈 (15/7/2019  星期一) 

家教會每年都會舉辦校服轉贈及舊書轉售活動。這兩項活動既環保又能幫助

有需要的家庭，多謝家長及同學們踴躍支持。 

 

(3) 中一迎新日家長講座 (24/8/2019  星期六) 

        我們藉着中一迎新日，向中一新生及家長介紹家教會，並歡迎新生家長及同

學加入恩記大家庭，期盼各家長支持學校及家教會，增加新生對學校的親切

感和歸屬感。 

 

(4)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教師交流會 (18/10/2019 星期五) 

在周年會員大會當晚，家教會進行新一屆家長執委選舉及新任執委會就職典 

禮，並通過 2018-2019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頒發 

家教會獎學金予兩位文憑試成績優異生；同時頒發感謝狀予義務法律顧問、 

義務核數師、教師及家長執委及家長義工，感謝他們給予本會一直的支持。 

大會設有班主任會晤家長時段，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及表現。期 

望家教會繼續成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5) 陸運會家長老師接力賽（24/10/2019 星期四） 

     在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我們親歷及感受恩記大家庭全體成員的活力和拼勁。 

 校長、老師和家長齊參予接力賽，比賽過程激烈，彼此盡力爭勝，氣氛緊張 

 又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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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1） 敬師日  (12/2/2020 星期三) 

（2） 中六畢業祈禱會 (21/2/2020 星期五) 

（3） 家長日 - 家長加油站 (22/2/2020 星期六)  

（4） 家教會旅行 (4/2020) 

（5） 2019-2020 年度畢業典禮 (23/5/2020 星期六)  

（6） 結業禮暨頒獎禮 (13/7/2020 星期一) 

 

 

 
借還方法： 

(1) 登上本校網頁選取： 

https://bit.ly/36qPlF2 

(或www.valtorta.edu.hk(學校網頁) →PTA → 資源 

→家教會圖書角書目) 

(2) 每位會員每次可借 3 本書，期限為一個月。 

(3) 請先填寫下表，然後著 貴子弟交圖書館職員辦理手續。 

(4) 如有遺失，請自行購回該項目，以作賠償。 

 

 

家長教師會圖書角借書表 

書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書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書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書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