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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的自我情緒管理非常重要，青少年人從小到大都以父母作為榜樣，從而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情
緒。以下是一些小貼士給父母學習如何處理親子衝突時刻：

情緒管理第一步
  父母首先認知你是有選擇的自由去如何處理你的情緒。
  特別在情緒高漲的時候，應以減溫為目標；避免情緒繼
續高漲說出傷害孩子的話。

情緒管理第二步
  作為成年人，學習為自己的情緒管理負責任；切忌將責
任推在孩子身上。改變自己的思維模式和回應孩子的方式。

  當情緒冷靜後，讓自己進行自我對話。我為什麼對孩子有嬲的情緒？我究竟為什麼生氣？

情緒管理第三步
  當情緒冷靜下來了解自己的情緒後，在安排另外一個時間以三文治溝通法與孩子再次對話。

  踏入「青春期」的子女，在生理及心理都有巨大的轉變，家長可以做甚麼？為了讓家長學懂如何與子女建立
良好的親子關係，本校家長教師會及家長團契邀請學校社工王潔雲姑娘、潘秀雯姑娘及學生輔導員丘惠雯姑娘於

2020年9月12日舉行網上『週六家長加油站「家長學堂」』，利用本校遠程教室作網上講座及分組討論，分享如
何加強家庭凝聚力及處理親子衝突的秘訣。當日家長反應熱烈，共有106位家長參加，以下是精華節錄：

丘惠雯姑娘（學生輔導員）

如何加強家庭凝聚力及處理親子衝突的秘訣

父母應如何處理衝突時刻  

網上家長學堂
家長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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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親子相處 潘秀雯姑娘（學校社工）

聆聽的要點：

• 有耐性

• 靜心聆聽孩子的感受

• 嘗試了解對方的觀點

• 讓對方講完才回應

討論的要點：

• 澄清不明白的地方

• 表達自己的好奇、同

意、關心和其他意見

表達方式：

• 多用開放式問句

• 針對事件作出糾正

• 多用「我的訊息」溝通

「我看見你（行為：徹夜打機）⋯⋯我的感

受是（擔心）⋯⋯我提議你（行為：例如早

點休息）⋯⋯。」

王潔雲姑娘（學校社工）
要加強家庭凝聚力，可以透過以下途徑：

常常表達對家人的欣賞及感恩，讓家庭充滿正能量。

願意與家人一起努力解決問題，讓家成為避風港。

認識愛的五種語言，了解家人接受愛的方式。

肯定的言詞 (Words of affirmation)
  包括稱讚、鼓勵或表達感謝。多讚賞及鼓勵，常
常提及他多重要（如常說我愛你），這樣做對方會覺

得很被愛，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的」。

精心的時刻 (Quality time)
  是兩人彼此陪伴，把專注力放在對方身上，一
起從事喜歡的活動，如：約會、聊天、看電影等。

許多人是透過相處，特別感受到被愛。

接受禮物(Receiving gifts)
  禮物的本身是思想的象徵，它是
否值錢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你想到了

他，看到對方的需要。花心思的小禮

物能讓彼此感情加溫。

服務的行動(Acts of service)

  真誠地為對方服務、做事
情，如煮一頓飯、替對方按

摩、做家務、修理東西及接送

小孩等。

身體的接觸(Physical touch)

  其實牽手、擁抱、摟肩和
摸摸頭都是一種身體的接觸，

而這些小舉動都可能讓對方覺

得被愛。

愛的五種語言

加強家庭凝聚力有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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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不論對學校、家長及同學來說，2019-2020學年也是困難的一年。幸好，在神的帶領及在校長、老師、
職員及工友的努力下，難題一一迎刃而解。我們家長教師會對學校在防疫及網上授課等安排表示衷心的支持。感

謝你們！

  對於家教會來說，年初訂下的計劃，只有親子旅行能順利舉辦，其餘的
重頭戲，如：開放日、敬師聚餐等也欠奉，實在有點可惜。

  今年我是最後一年以家教會主席的身份為大家服務，參與了中小學家教
會十七個寒暑，實在有點難捨，因為家教會的事務已融入我的生活當中。從

過去學懂了感恩，所以想藉此感謝校長一直以來的支持；感謝老師及其他委

員的協助及信任；最重要的是感謝各位家長的參與。

  祝願劉永生中學校譽興隆，培育更多棟樑，貢獻社會。

  謝謝！

家教會主席

李卓民

各位家長：

  感謝各位家長積極配合學校在停課期間的措施，支援子女網上學習和照料
他們生活所需，辛苦大家！事實上，我們的教職員團隊在新年假期前已居安思

危，計劃及實施量度體溫與其他防疫措施。還記得在假期前，我和環境及健康

教育組、校務處同事在放學後四處張羅物資，務求在假期後有足夠的口罩和清

潔消毒用品給同學和員工。又早早了解同學的健康及外遊情況，持續發放學校

通告給各位家長與同學，讓各位在危機中仍能安心，早作準備。

  在此我特別感謝家教會、校友會及不同機構向學校捐助口罩、消毒用品及
通訊物資，讓有需要的同學和家庭得到支援和感受到被關懷。

  我校亦是在最早階段推行「停課不停學」，讓貴子女的學習進度不會延後。有家長可能認為網上實時教學比不
上實體教學，我們何嘗不知道呢？然而，在疫症期間，我和老師、員工和學生學習到「在有限中創造可能」(Make it 
possible)。我們盡力與學生溝通，盡力教學，盡力創造持續學習的環境給同學。我十分感恩學生和老師共同克服困
難和挑戰，讓逆境成為我們學生成長的祝福！

  及後到了中學文憑試和中學復課，我們實在感到難能可貴！我們終於可以見到學生了！今天落筆的時候，正是
中三至中五復課的第一天，能夠在早上與學生久別重逢，我們感到歡欣快樂！感謝主！讓我們可以在校園裡過正常

的群體生活。

  願主繼續保守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學校及我們的健康。阿們。
主內

林達豪校長

校長的話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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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陳浚霆家長
  2019年10月1日是家長教師會

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今次是小兒剛

升上中一第一次的親子遊，我們一家

當然總動員出席呢！當天第一個景點

是有「天空之鏡」美譽的鶴藪水塘家

樂徑，沿途風光如畫，水塘的水面如

鏡，能清晰看到山林的倒影。之後便

到鳥結糖工作坊，親手製作美味的

鳥結糖。最後到嘉湖海逸酒店享用

豐富的自助午餐。今次行程真

是輕鬆愉快。

  2020年6月8日是中一中二同學的復課日，家長教師會特別於
這天早上向同學們派發志願團體所贈送的口罩。派發完畢後，各

家教會委員與校長一起巡視各樓層的課室，復課情況一切順利。

派發口罩

親子一日遊
「天空之鏡」鶴藪水塘家樂徑、鳥結糖／茶菓工作坊、
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自助午餐、
腐竹廠任飲任食豆漿豆腐花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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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禮物

  為了讓家長學懂如何協助子女擬定學習時間表及上網相關時限，並鼓勵
子女善用手機或互聯網執行學習計劃，本校家長教師會、家長團契及中華傳

道會柴灣堂於2020年5月30日合辦『第二期家長學堂—保持專注．不再迷

「網」』家長學堂。

  參加家長學堂的家長子女，在自願的情況下，擬定溫習計劃，並參加「保
持專注．不再迷「網」 勵計劃，以記錄遠離手機時數。以下為學生分享：

許文晉
  我覺得今次的計劃好好，可

以令我減少使用手機時間，用更

多時間在學業上，成績更好。希

望下年可以繼續參加。

蔡名郗
  今次的計劃令我學會

時間管理方法，使用手機

的時間少了。

陳冠岐
  參與了這個計劃之後，為了

不被電話記錄我的螢幕使用時

間，我少花了時間玩電話，然後

利用這些時間去溫習考試。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的敬師聚餐未能如期舉
行。家長教師會為表達對老師們的敬意，特別在疫

情期間仍辛勞地為學生進行網上教學，因此在2020
年6月3日早上，家長委員專誠來到學校為老師們送
上敬師禮物，表達小小心意。

保持專注．不再迷「網」

第二期家長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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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黃靖瑤，在2019年中秋節追
月後平安出生了。媽媽希望我在亂世中

平安，並且經雕琢後能成為一塊

美玉，做一個善良的人。

  感恩在神的保守下，我和先生於上年11月結束了7年的愛
情長跑，在眾人見證下，承諾終生彼此照顧。婚後的生

活雖然忙碌，需要處理家頭細務，但每天都過得充

實和甜蜜。感謝主讓我找到一位溫柔和正面

積極的好丈夫，願神繼續帶領我們走

過高山低谷，經歷祂豐富的

恩典！

  大家好，我叫張子樂，除了因為爸爸媽媽有我這個
兒子而快樂，也因為他們想我跟隨人子耶穌而得著

喜樂。而我英文名叫“Enoch”（以諾），是
想我以他為榜樣，與神同行，也要

在這時代中成為一個擇善固

執的人。

  我家的小兒子2019年12月出世了。感恩他在疫情
前已出世，而今年好像過了一個很長的侍產假，

陪伴他成長。大兒子及小兒子的名字分別

叫「在心」及「在仁」。希望他能

在這世代中，也能存留仁愛

的心。

黃秀琪老師

周思慧老師

曾紫恩老師

劉健豪老師

家有
  事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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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黃靖瑤，在2019年中秋節追
月後平安出生了。媽媽希望我在亂世中

平安，並且經雕琢後能成為一塊

美玉，做一個善良的人。

  本校為增加家長對學校表達意見的渠道，

特設家長教師會家長意見箱。

  意見箱擺放在地下接待處旁，歡迎家長們

將意見寫下，投進家長意見箱內，本
校家長教

師會成員會定時跟進及回覆。

家長教師會
意見箱

  2019年12月6日是本校的二十週年校慶感恩崇拜。當
天，除了證道，還頒發教職員長期服務獎、校友分享及獻

感恩祭。家長教師會委員不但參與感恩崇拜，家長代表

更與老師、同學和校友同心築起獻祭的祭壇，代表學校

獻上廿年來的感恩。

二十週年校慶感恩崇拜

  2020年8月22日週六，學校為新一
屆中一的家長和學生舉辦迎新日，目的

是希望新生和家長更多認識學校。由於

疫情緣故，今年的迎新日，改為網上舉

行。祝願新同學能在這充滿愛的環境下

茁壯成長。

中一新生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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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第十九屆週年財政報告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19年11月至20年10月

承上結餘 $61,359.02 
收入

會費  12,000.00 
教育局恆常津貼  5,740.00 

利息  20.86 
17,760.86 

總收入 79,119.88 
支出

敬師禮物 (1250.00)
捐贈口罩給有需要家庭 (600.00)

家長圖書 (300.00)
旅行橫額 (600.00)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費 (300.00)
家長教師會成績優異獎獎學金 (18300.00)
家長教師會傑出品德獎 (600.00)

家長教師會中學文憑試中文科成績優異獎學金 (8000.00)
總支出 (29,950.00)
盈餘 49,169.88 

緊急慈惠基金財政報告19年11月至20年11月
承上結餘 26,346.50 
支出 學生緊急慈惠家庭開支 -4,000.00 
盈餘 22,346.50 

崗位 姓名
顧問 林達豪校長

主席 李卓民先生

副主席 葉佳玉女士、盧維中助理校長

秘書 黃曉玲女士、霍韋莉老師

司庫 周思慧老師

核數 張 秀女士
活動推廣 朝長由美女士、孫淑媚女士、郭燕玲女士

聯絡 陳毅君女士、鄺美燕女士、陳麗嫻老師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電話︰(852) 27156333  傳真︰(852) 25569126  電郵︰lws@lws.edu.hk  地址︰香港柴灣新廈街323號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