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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因應不同的先天因素、成長背景及家長的教養模式，孩子在能力、性向或喜惡方
面都有分別，亦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個別差異，其行為發展自然迥然不同。有些小朋友雖明知自己有能力做到
一件事，但卻欠缺信心嘗試，表現退縮；相反地，有些卻樂於接受新挑戰，從容面對成敗，不斷求進，積極
自信。
    英國發展心理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指出童年時期的「親
子依附關係」對小朋友未來的性格、自我價值肯定及人際互動有很大的影響。鮑比及其後的研究人員歸納並
發展出四種「依附類型」(Attachment  Style) ，研究發現：安全型依附類型(Secure)孩童，與他的主要照顧者
（例如父母）相處期間，有陌生人介入時，仍然會安心地探索，與陌生人互動；當照顧者離開時，會出現傷
感、難過哭泣等現象；當照顧者回到孩童身邊時，他會主動靠近，被照顧者安撫。
    我們最期望孩子屬安全型依附類型，這類型孩童成長後能夠發展出正面的自我概念，勇於探索世界；對
自己及他人都持正面態度，很容易成功與別人建立關係；亦能與親人彼此支持和安慰。這類孩子的父母是怎
樣的父母？他們都善於正面回應孩子，對孩子有敏銳的觸覺。家長在親子相處上可以參考以下方法，以關愛
孕育出孩子的安全感：
1.  增加「正面溝通」的親子相處—用心認識了解他們，敏銳他們的需要和情緒，並與他們同行。
2.  支持與關懷—對孩子的好表現，多給予認同和欣賞的言語、笑容、身體接觸或獎勵。遇到他們情
緒低落時，多給點陪伴和安慰，讓他們可自小發展出正面的自我概念。

3.  探索與建立—鼓勵及協助孩子樂於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對新事物富好奇心，樂意接受新挑戰。
    父母對子女的教養和相處模式，對子女的將來有重大的影響。不論孩子屬於哪一類依附類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鼓勵家長和學校攜手
努力培養孩子的「安全感」，成為他們的支援，讓他們充滿自信，發展潛能，展翅高飛，開創未來。

張燕媚校長

    新學年終於開學了，小朋友繼續學習，繼續前進，我們家長也繼續追隨著小朋友的步伐，迎接新一代嶄
新的學習模式：電子教學、zoom、電子家課和電子圖書等等。我們這個年代的家長，或許會感到不知所措，
小朋友認識的電腦知識，實在不比我們少，有些功能上的使用，還比我們更清楚，但我們卻總是怕孩子不懂
自行完成功課，又怕他們過多電子操作活動或會過於沉迷。然而，這些擔心，可能反而會窒礙了孩子們探索
世界的能力。
    不管我們是否接受，人工智能科技的年代已經來臨，物聯網，5G通訊，大數據等等已經慢慢滲入我們
的生活。與其擔心新科技可能為孩子帶來負面的影響，不如把握時機和學校攜手，一起協助小朋友用積極
的心態去面對新的挑戰，讓他們可以善用資訊科技去探索更多的知識，掌握不同的學習機會以建立正確的
資訊素養。
    很高興學校今年的周年計劃是「讓孩子具備面對AI年代挑戰的素養和能力」，學校正在努力營造一個運
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的氛圍，把我們所擔心的事情，轉化成正面的能量。在開學的那天，我們已經能夠
看見兩位小小機械人在校門迎接小朋友及問好，這個以往在電視裡或者商場里看到的機械人，學校已經能夠
讓小朋友直接接觸上了，看到小朋友充滿好奇的眼神，家長及老師只要再加以推動和鼓勵，相信可以打開他
們探索知識的大門。
    今年課室除了電子白板外，還有新添置的電子顯示屏，禮堂舞台上亦增設大電子屏幕，新翼大樓加設了
電子氣象站等等。一系列創新科技的設施，令作為家長的我，也能感受到科技與小朋友並行了。原來小朋

友除了zoom及電子遊戲以外，還會在學習生活上認識及使用多種科技產品，直接提升了小朋友對科技的興趣，學校為小朋友注入了科技認知的能
量、注入了對事物探究的能量、注入了正面學習態度的能量，與家長攜手合作，與小朋友結伴同行，迎接瞬息萬變的未來。
    下個十年，將有可能成為現實和虛擬並存的世界，小朋友將會如何在科技中自處，這個衝擊又會是怎樣的呢？相信老師會培養小朋友在資訊和
科技素養及能力，能夠讓他們有勇氣、有能力面對AI年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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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家長義工義工

5E 洪亦芯 家長
    大家好，小女為5E班洪亦芯。本人覺得家校合作對小朋友成長有
重大幫助，所以，由亦芯小一起，我已開始參與義工家長工作，亦芯
感覺媽媽與她處於同一校舍內，能減少小一時適應期的孤獨感。
    每次當值，亦芯都會比平時早
起，精神奕奕地回校，更會為我加
油，相信是我當上義工家長之最大收
穫。雖然只是微不足道之力量，但相
信每朝一句早晨，一個輕輕的點頭，
迎接每一位回校的同學們，就是給予
他們最大支持。

2B 劉心穎 家長
    莘莘學子重投校園，作為家長總想為他們打打氣！欣喜學校讓
我成為義工家長，既能走進校園認識學校，又可關顧學生們，真是
衷心感激！早上看到孩子們回到學
校，能注意防疫衛生，自律地用消
毒搓手液搓手，又會禮貌地向校長
和老師們點頭說早，完全感受到學
校培育孩子們良好品德的成果！希
望在往後的日子，能繼續擔任義工
家長，發放家校合作的正能量！

4E 楊采軒 家長
    開學至今已兩個月了，非常感恩孩子們
可以享受美好的校園生活。逢星期一早上的
時間，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和寶貴的，因為
我的孩子為了支持媽媽到學校做義工，會提
早起床，以免媽媽做義工遲到，就像她上學
不可以遲到一樣，孩子以行動來支持我，令
我感到非常期待。早上的義工時間，雖然只
有短短的30分鐘，但是，可以看到孩子們精
神奕奕，帶著笑容和期待學習的心情回到學
校，這樣的氛圍令我感到非常開心，孩子們
帶著開心的心情開始一天的校園生活，正如
我也帶著感恩的心開始我一天的行程。

1E 趙芷晴   2E 趙韻詩 家長
    大家好，我和太太今年才加入學校的義工服務團隊。我在學校側門
迎接學生，而太太則到圖書館整理圖書。同學們都很主動且有禮地跟義

工姨姨、叔叔打招呼，主動用消毒搓手
液搓手才進學校。原來做義工會令我在
生活中增添不少歡樂，因為每當我幫助
小朋友時，都會有小朋友向我打招呼，
當時，我心裏感到非常開心。每次當我
做完義工後，都感到很滿足，這一個月
的家長義工經驗令我獲益良多。我希望
有更多家長可以參加義工服務。



1A 王諾天 家長

升讀小一有感
    牙牙學語的小孩子已搖身一變，成為小學
生了。成為小學生這個身份，除了小朋友要努
力適應外, 家長也遇上接踵而至的挑戰。由購
買書本、買
校服到學科
的分類，拆
解仿如「摩
斯密碼」的
功課簡稱，
還有報讀課
餘興趣班和
參與校外比
賽等，作為
家長很想在旁支援小朋友，幫助他們及早投入
小學生涯。幸好家教會在九月舉辦了新生家長
小聚，以小班分組形式逐一解答了家長們的疑
惑， 讓我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

3D 袁靖翕   1C 陳敬翊 家長
    小學是孩子們學習生涯中一個重要的開始，一年級更是開始的重要時
刻，因此緊張的不只是學生，更是家長。每天擔心著孩子能否適應新的小學
生活，焦慮著從幼稚園切換到小學對孩子帶來的影響等等。而家教會每年開
學後舉辦的「新生家長小聚」能很好地緩解家長們的這種焦慮和擔憂。
    今年，小兒有幸也進入北官就讀小一。我是第二次參加新生家長小聚，
比起兩年前哥哥剛入學時，對北官
的了解更深，信心更足。通過這次
「新生家長小聚」活動，我們能更
好地了解到孩子在學校的情況，特
別是張校長從「新生生活點滴」各
方面耐心、細膩的講解，學校細心
製作的短片，一張張孩子們的笑
臉，瞬間消除了家長們很多顧慮。
    最貼心的安排是讓家長們回到
學生課室，與家教會的家長義工們
面對面交流，他們非常有耐心地解
答家長們每一個問題，分享她們在小朋友學業和身心發展上的心得，讓家長
們知道自己和孩子眼前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首要問題是什麼，怎樣引導孩子盡
快適應小學生活，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等。
    這次「新生家長小聚」活動給予我很大收穫，就像是一扇窗戶，開啟了
家庭與學校聯繫的重要通道。
    感謝老師們、家教會及義工家長們無私的分享及付出，也衷心希望每位
小朋友在北官健康快樂地成長！

1B 陳梓樂 家長
    學校與家教會於 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上午舉行了新生家長小聚，目的是讓小一家長知道學校架構、政策及運作。另一方面，也介紹北
官家教會的組織、功能與特色。更想藉此機會讓學校及家長互相交流，彼此認識。是次活動對象是小一新生家長及小二至小五插班生家長。難得
在一個星期六早上大家能付出寶貴的時間相聚，確是體現家校合作的好開始。當天有校長、副校長、各科主任、老師及家教會委員分享，並安排
家長與班主任見面。學校更預備了「新生家長小聚家長溫馨提示」電腦簡報給家長以作備忘。
    聚會開始，由張燕媚校長介紹學校歷史、架構、教職員及學生過往成就。張校長強調家長扮演的角色對學
校及學生們的重要性，我注意到校長十分留意台下家長的反應，令我感受到她非常重視家長們的參與度，正如
她對家教會的熱誠和盡心盡力。郭女士隨後講述家教會的組織、功能、活動，並分享多年在家教會服務的心得
及得着，更呼籲各位家長要珍惜與子女六年小學的相處時間。最後家教會委員到各班別作分享。
    這次小一新生家長小聚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家校合作機會，藉此活動，令我加深認識北官歷史、各位教職員
及各位家長。感謝學校與家教會合辦這個活動，令我有機會參觀校園，知道孩子們的上學環境。並感謝校長及
家教會委員的熱心服務及分享，令我感受到學校及家教會對學生和家長的付出與關懷。作為家長的我，應積極
回應學校事務，參與校內活動，以致各方一起建立一個充滿愛心的愉快校園。祝願北官繼續成為一所校風優
良、學生追求卓越、成就得到社會肯定的優秀學校。

新生新生家長家長小聚小聚



電影電影分享會分享會

6C 陳亞雯  5E 陳駿蔚 家長
    8月15日，北官家教會組織同學和家長一起去看勵志
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這是根據香港殘奧冠軍蘇樺偉
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
    蘇樺偉天生患有痙攣和
弱聽，本來連學會走路都是
奇蹟，但最終卻獲得6塊跑
步金牌！雖說有志者事竟
成，但是卻萬萬離不開媽媽
的鼓勵和栽培，即使家庭條
件惡劣，依然不放棄不抱
怨，力爭上游！
    我幾乎全程淚目，尤其
記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
所有人都不把你當普通人，
那你就做個不普通的人！
    金牌會帶來榮光，但是
殘疾運動員走下領獎台，走出賽場後的生活呢？電影聚焦
於冠軍榮光背後的困境，也聚焦於一個底層母親，帶著殘
疾兒子拼命掙扎的半生。
    這種「博到盡」的精神深深觸動了我，也讓我開始深
思對孩子的教育。感謝家教會組織了這麼好的活動，非常
感恩！

5A 杜耀清 家長
    《媽媽的神奇小子》今年暑
假上映。了解到電影背後的故事
和教育意義，與學校一直倡導的
正向人生觀不謀而合，北官家教
會迅速反應，組織了大型親子觀
影活動……
    影片中蘇樺偉身殘志堅的人
生經歷，「蘇媽」平凡又真摯的
母愛，讓在場的大大小小都為之
動容。蘇樺偉戰勝困難、永不服
輸的信念給了同學們巨大鼓勵；
「蘇媽」一路堅強的陪伴也讓孩
子更加理解和感激父母平日的養
育之恩。在2008北京殘奧會賽場上，蘇樺偉戰勝自己，再奪金
牌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兒子眼中閃現的那束光—有朝一日，
我也想為香港，為祖國爭光！在那一刻，我相信，這份幼小的
火種已經在孩子的心中種下，未來可期！

1B 聶樂梵 聶樂菲   6A 聶樂琳 家長
    面對命運的不公，蘇樺偉的媽媽並沒有放棄。她用嚴勵的愛，狠心地逼兒子學走路，練跑
步，用母愛和陪伴為這殘障少年撐起了一片天。「望著媽媽」，「你不是普通人」，「你是神奇
小子」這是身邊最親的人的鼓勵和強大的心理暗示，讓不是普通人的兒子激發出了無限的潛能和
必勝的信念。母愛是世間最偉大的力量。
    但是成功絕對不僅僅單是身邊人的鼓勵才行，更多還是看自己，還記得電影裏蘇樺偉說的？ 
「因為起步比別人慢，所以才會更努力、更拼命地趕上別人。」要想成功，往往不是去補短板，
而是無限地去發揮自己的優勢，將優勢不斷放大，速度遠遠勝於完美。
    在學習和生活中要戒掉情緒。電影中有一段台詞：「用力哭，不如用力跑。」所以，別讓情
緒吞噬了你奮鬥的熱情。所有委屈，所有不公，所有不甘，這些負面的情緒只會阻擋你前進的步伐。
    遇到困難不要害怕，鼓起勇氣。電影裡有句台詞：「害怕，你已經輸掉了一半。」害怕失敗，害怕嘲諷，都會阻礙我們前進的步伐。當蘇樺
偉取下助聽器的那一刻，心無旁騖的只有終點時，他已經戰勝了自己，取得了勝利。
    幸福是奮鬥出來的，希望我們在人生路上不負韶華。

《媽媽的神奇小子》《媽媽的神奇小子》



    世界不斷在轉變，轉變正是唯一不變的現實。學生們面對的世界和
我們年少時面對的世界都大為不同，例如二十年前並未有社交媒體，也
未有串流影片平台，衍生的相關職業也並不存在，但今天已經成為了新
興的行業，傳統的工作不少已經轉型，甚至消失。從此可以預期，學生
們他日面對的又會是個迥然不同的世界，今天新興的職業他朝也會變成
「傳統行業」，甚或屆時已經夕陽西下，當然，到時自然又會有新的行
業應運而生。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我們難免會為孩子甚至自身感到困惑和擔
憂，然而現代管理學之父德拉克(Peter  Drucker)其中一句名言：「預測未
來的最佳方法就是創建未來。」似乎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建議—與其為
未來的不確定性徬徨，不如主動參與建設我們的未來。
    由此觀之，今天需要具備的是接納及學習各種新事物的能力，並且
逐漸學懂如何明辨是非，如何進行批判性思考，慎思推論過程，避免墮
入邏輯謬誤，小心考證所得資訊等等，並持之以恆使之成為習慣。然而
以上各種能力和技巧都十分抽象，是無法直接以講解理論的方式教導給
小孩的，我們只能透過讓學生們透過學習各科目不同的知識，從而練習
如何學習，以及虛心反思，從經驗中獲取教訓，並自我修正，避免重複
同樣的錯誤。
    作為父母，我們很應該作小孩子們的模範，同樣地持續學習新事

物，今天很多著名大學都會把各種嶄新而專業的課程無私地放上網上學習平台或影片串流平台，上至雲端技術應用，下至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
而且許多都是免費的，我們實在沒有停止學習的理由。讓我們和孩子們一起自強不息，砥礪互勉，一起迎接這個大時代。

宣傳委員 郭驊 

編者編者的話的話

賣旗賣旗活動活動花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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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賣旗籌款活動「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賣旗籌款活動

爸爸媽媽齊出動 爸爸媽媽齊出動 
看看同學們正在街頭努力賣旗
看看同學們正在街頭努力賣旗

參與義工的家教會委員參與義工的家教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