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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李定元先生
   執筆當日，剛是返回母校向全體同學呼籲填寫「敬師咭」
以作回饋各位老師的辛勞和教晦的日子。從上屆家教會主席
口中得悉，以往收回的「敬師咭」數目強差人意，反映學生
們以憑咭寄意的文化已逐漸被現代通訊如ICQ、電郵、SMS或
留言信箱取代，所以今次回校宣傳可謂「任重道遠」。除了希
望多些學生及家長作出回應之外，更祈盼可以加強學生與老師
間感性的交流，雖則與環保意識相違，但一張觸動心靈的敬意
咭，可以暖在心頭，歷久猶新。對收咭人來說可謂意義深遠，
尤其是現今為人師表所付出的比上一代更多，除了基本課程教
學外，還要兼顧學生、組織、校務、課外活動……等等，真是
心力交瘁。背後的原動力除了老師們心中的理念和校方的支援
外，學生和家長們的體諒和回饋亦是重要一環。本人謹此向家
長們呼籲，除了填寫「敬師咭」外，實質的支持、諒解和溝
通，亦是慰藉老師們和校方的靈丹妙葯。

第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王蕭佩貞女士
   3月18日星期六晚上，第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順利舉行了。典禮安排於聖芳
濟匯演節目演出之前，是晚全數應屆家校委員均有出席，在校長監誓、主席帶領下齊
聲宣誓，冀盼任內能竭力為家教會服務。校方同時頒發「感謝狀」給上屆家長委員，
答謝他們過往付出之努力。

家長教育工作坊
   社會環境的急速變化，令很多家長對於瞭解和管教這一代子女都感到束手無策；更甚者，一些
家長會弄巧反拙，導致嚴重的親子衝突。為了讓家長對所關注的管教問題增加理解，和嘗試運用一
些有效的處理方法，本會在今年舉辦一個4節（11/2、25/2、1/4、25/4）的『家長教育工作坊』，
並邀請香港青年協會的社會工作員負責主講和帶領。工作坊的題目包括：「處理親子衝突」、「誘
發及持續子女的學習動機」和「青少年的沉溺上網行為」。
   由於名額只有30名，為了讓未暇參加和其他有興趣的家長可以，以下摘錄各題目的重點內容

一、「處理親子衝突」
處理衝突的禁忌

處理衝突的要素

1. 說出火上加油的說話
2. 情緒激動／失控、意氣
用事
3. 忽視子女的情緒和需要
4. 有你講，無子女講
5. 濫用權威
6. 翻舊帳／秋後算賬

1.
2.
3.
4.
5.
6.
7.

心平氣和
對事不對人
共同參與討論
調平衡各人的不同需要
彼此尊重、信任
客觀、理性
顧及親子關係

家長表達意見時，要注意

親子雙贏法的處理步驟

1.		 責備前先讓子女申訴
2. 給意見（批評）時，語氣
要溫和，態度要肯定
3. 控制自己負面的情緒
4. 用我訊息表達
5. 勿打擊子女的自尊心及面子

1. 說出問題所在
2. 暸解雙方需要
3. 尋 找 各 種 可 行 的 方
法，羅列選擇
4. 分析利弊
5. 決定方法
6. 擬定細則
7. 檢討效果

二、誘發及持續子女的學習動機
正面方法

負面方法

• 鼓勵孩子遇到困難時勇於求助
• 辨別孩子的需要而給予適當的協助
• 提供實用的提示以解決學習所遇的困難

• 對孩子的求助無動於衷
• 不經辨別就給予多於所需的幫助
• 未提供有效的提示，反而一開始就責備

A. 引發學習動力

E. 父母的正確態度

借助子女有興趣的事物，鼓勵他們多思考和
他們一同尋找答案
● 利用鼓勵和獎勵加強學習動力

●
●
●
●

●

B. 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
●

透過遊戲中學習
透過日常生活引導子女學習

C. 提升學習的信心
●
●
●
●

多讚賞子女的努力和嘗試的勇氣
幫助子女發掘值得自豪的地方
如某學習工作較艱深，可將工作拆分成小項
訂立一些可達至目標

D. 塑造學習的環境
●
●
●

提供合適的學習環境和工具
留意子女的興趣，加以引導學習
陪伴子女一同學習

避免過早或過分幫助
留意自己的情緒和態度
對孩子要有合理的期望和要求
多參與學校活動，與學校及老師多溝通

三、青少年的沉溺上網行為
沉迷上網自我評估
▅
▅
▅
▅
▅
▅
▅
▅

你是否覺得自己被互聯網迷著，經常想著網上的活動？
你是否覺得需要大量增加上網時間才感到滿足？
你是否多次試圖控制、減少或停止上網，卻又最終失敗？
當你試圖減少或停止上網時，你是否感到不安、情緒化、憂鬱或急躁？
你的上網時間是否往往比預期的長？
你曾否因沉迷上網而影響與家人的關係或學業？
你曾否向家人、社工或其他人隱瞞本身對上網的投入程度？
你是否透過上網來逃避現實問題，和紓緩心中無助、內咎、焦慮或抑鬱
的情緒？

如你的答案，超過五條或以上屬「是」或「曾經」時，顯示你已經上網上出
癮來

驟

給予勸告時解低抗拒的方法及步驟
步驟

方

說法

意義

1.

說出他的抗拒

「你是說你現在不想停止遊戲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說出他的感受

「如果我想你現在停止遊戲／熄電腦，
我了解你的感受
你心裡會感不高興，對嗎？」

3.

建 立 一 致 意 見 「之前你都試過因為明天測驗而提早熄
的基礎
電腦溫習。」
（ 讓 對 方 必 須 「我覺得你是可以有分寸的。」
我們有一致的地方
回答「是」的
說話）
「你和我都希望可以平心靜氣解決玩電
腦的問題，對嗎？」

4.

找 出 潛 在 理 由 「你是否有些特別困難之處，可以告訴
或需要
我嗎？」
我關心你的需要
「你一向都願意遵守協議，今次有什麼
例外的原因呢？」

5.

共 同 我 出 解 決 「讓我們一起想想解決方法，看怎樣令
至少想三個解方法
方法
你又讀得書，又玩得。」

親子溝通之中『先跟後帶式』說話 (也可以應用在其他話題上)
「先跟後帶」是先附和對方的觀點，然後才帶領他去你想他去的方向。
例一：

例二：

   媽媽：「已經晚上十一時啦，快些熄電腦睡
覺啦，明天要返學。」
   兒子：「仲差些少升「Lev」，過多15分鐘
就Offline。」

   爸爸：「你每日不可花多於兩個小時打機，
否則我不准你用電腦。」
   兒子：「我又不是純打機，我有時要上網做
功課。」

   回應一：「原來你打算升完這Level才熄機，
但你肯定15分鐘內可完成嗎？」
   回應二：「似乎你都同意依家應睡覺，不如
這樣，你需要於15分鐘之Offline熄機，無論你能
否升「Lev」，好嗎？」
   回應三：「我以前都以為熄機Offline很容
易，後來聽講座才知道Offline離線前要花時間儲
存檔案，既然你都知道現在夜了，我希望你可以
於15 分鐘之內熄掉電腦，然後預備睡覺。」

   回應一：「不錯，如果你善用電腦，的確是
一種方便的學習工具，但一定要懂得分配學習和
遊戲時間。」
   回應二：「既然你都同意電腦並非純粹用作
打機、娛樂，那麼你便更先完成功課和溫習。」
   回應三：「我明白你需要上網可能是要做功
課或者打機，這亦是大部份青少年會的事情，我
只是覺得你可以有自制能力，分辨何時要溫習，
何時玩，我相信你同意我這樣說。

親子旅行
   報名反應熱烈共193人參加，旅行社預備四部
旅遊車。行程包括參觀綠田園、蠔田生態區、迪欣
湖、迪士尼碼頭及在流浮山享用海鮮宴。旅行過程
順利，參加者大都表示滿意。

健康生活週
李李燕琴女士
   健康週為期2日，經我們與學生們精
心策劃下，決定以健康食品為主。我們計
算食品的營養價值後，每日推出五款食
品，分別為焗薯仔、飛碟、腐竹雞蛋糖
水、芒果奶凍、生菜水餃、椰汁香芋西
米……等等其中。以廖太精心炮製的芒果
奶凍最受歡迎，不出20分鐘全部售罄。
這之活動因為得到主席李定元先生在百忙
之中抽出寶貴時間到場主持，又得到廖
太、李太、黃太、各義工家長全情投入協
助，而令到這次活動得以成功及順利完
成，本人對各位致以萬分感謝！

家長日
李定元先生
   當日原定在1R班房前的行人通道設置接待處，方便
與家長近距離接觸。可惜，當日早上的天氣不穩定，決定
取消，委員改為流動式與家長傾談。各委員收集的意見如
下：老師因應成績較遜學生施教，影響整體學生水平；
中一學生較頑皮，老師常用超過1/3教學時間控制學生秩
序，影響教學進度；校方可考慮推行大哥哥補習班計劃，
由高年級或已升讀大學的學兄協助學弟解決功課上遇到
的困難；今年中一學生測驗及默書次數往年多，中二則較
少；有部份家長不知道第一次考試佔整體成績的40%，第
二次佔60%，如主科不合格，需補考至合格才可升級；有
部份家長對學校認識不深，例如不知道學校會考及高考成
績。校方回應：由於科技日益進步，學校資訊均可在網上
查閱；至於大哥哥補習班計劃，由於校方都不能保証大哥
哥質素，所以暫不考慮推行。另外，下次家長日，本會可
在入口附近設接待處，加強與家長的溝通。

活動預告
2006年6月10日（星期六） 家長電腦班
2006年7月17日（星期一） 中一迎新日
2006年8月 5日（星期六） 會考生家長懇談會

家教會通訊站
學校網址：hhttp://www.sfxc.edu.hk
學校電郵：sfsfx-pta@hkedcity.net
裝設在學校正門口大堂之本會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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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老師、杜立信先生、廖黃美華女士、李定元先生、司徒謝淑珍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