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今屆家教會

主席和今屆家長校董。回想過 

去六年，家長教師會給了我很多

學習的機會，如人際溝通的技

巧、說話的應變等。透過小賣部

義工活動，與家長們共同分享 

管教子女的心得，實在獲益良多。

　　在過去一年，學校開始因疫情關係而需要

停課或上半日課，學生亦要留在家中，只可以

利用互聯網上課。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都因

疫情關係而被迫取消，實在可惜。這令我深深

體會到原來有很多事情並不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們要更加珍惜每次的活動、聚會及學習

機會。

  感謝學校於疫情期間在教學

上能作出適當的安排，使學生

在家中仍可以繼續學習；

亦感謝老師、社工、校護

在這疫情期間關心學生的

情緒和學習情況。願家長

教師會與學校繼續攜手努

力，創造美好校園。

　　升上小學，我認識了很多老師和同學，大家一起相處，互助互愛，

非常融洽，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每天上課的時間表都很充實，例如 :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普

通話、視藝、電腦、音樂、體育等，讓我學習到很多不同的知識，豐富

了我的體驗。

　　此外，校長、老師對我特別親切和愛護，增加了我對學校的歸屬

感！希望能夠在這校園裹，繼續和同學們一起愉快學習，健康成長！

各位家長：

　　「命運及人生」—我們從來都不能

掌權，但樂觀正向的態度卻是我校團隊

一向推崇的。這兩年來，我特別欣賞我

校家長 ( 你們 ) 的耐性及默默付出，不

論面對疫情或是教育新常態，每個變化

都總有你們的配合和信任，校政才能得

以順利推展，方能成就學生體現校歌：

「面對荊棘困難中勇往直前」的美景。

在此，更要請你們代為向你及你的家人

發出一句鼓勵的話：「校長衷心欣賞你

的樂觀及信任﹗感恩你們作了正確、正向的選擇，你的家必充滿色彩

及機遇 !」

　　當然，疫情的確令我們失去不少機會及經歷，亦正改變人類整體

的未來，但我要強調人類歷史中困難從沒有停止過。而創意及樂觀正

是解難的兩大元素，只要學懂「常樂觀，存盼望；動腦筋，顯創意。」—

大事自化小，小事便化無，問題就能逐步解決。比方說，疫情令我們

無法舉辦旅行，老師們便攀山涉水，去一些平日無法帶學生去的地方，

作線上生態旅行。雖不能與傳統旅行直接比較成效，但在這種新常

態 ‧ 新思維下，大家已在不經不覺間開拓了人生對「旅行」的另一

個詮釋，沒有疫情，學生甚至老師可能根本不會考慮去諸如：索古灣

等地。所以，樂觀積極擁抱新鮮事這個態度，才是我們最值得練習的

功課，也是未來學生邁向自立生活的重要元素，相信比郊遊散心重要

得多。

　　另外，也要藉此感謝一些家長在疫情中對學生的掛念及關顧。當

中有為學生在疫情初期張羅口罩的，有為學生尋找不同的禮物捐贈

的，最重要仍是有肯為孩子在疫情中的需要，改變了家庭運作的每一

個你們。因為走出安舒的改變從來並不容易，但能做到的，肯定是勝

利組，你的家必充滿色彩及機遇﹗

　　最後送上廣東流行曲「紅日」的一段給大家作互勉：「命運就算

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著你做人沒趣味；別流

淚心酸，更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

我我在在小小學校園學校園的的生生活活
陳韻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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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部小 學 部

親親 樂樂子子
　　愉景灣沙灘的確是親子好去處，

由沙田出發坐火車到中環 3 號碼頭

坐船便可到達。沙灘環境舒適優美，

有好多免費的遊樂設施，適合有

感統需要的小朋友！

材料：

大冬瓜 $8（2 寸厚）

金菇一包 $9

醃料（醃冬瓜）：

雞粉 / 鹽 1/2 茶匙、

生粉 1 茶匙

調味：

蠔油 1 湯匙、糖 1 茶匙、

雞粉 / 鹽 1 茶匙、

胡椒粉少許、水半碗、

麻油數滴、生粉 2 茶匙

做法：

1.

2.

3.

4.

5.

6.

7.

冬瓜去皮去囊，洗淨備用。

金菇洗淨，切小備用。

冬瓜用醃料略醃。（重點要醃冬瓜）

煲滾水，水滾下冬瓜，隔水蒸 18 分鐘。

燒熱油鑊，下金菇略炒。加入煮好冬瓜水

炒至軟身，再加入調味料（生粉除外）。

所有調味料煮滾，加入生粉水，開大火，

並煮至收汁。

將金菇汁料舖在煮好冬瓜上，完成。

 偽魚翅 

 喬喬送咗兩碗飯   

 打埋個芡汁真係好似食緊魚翅 

 切碎煮淋左啲（金菇），有婆婆話好似食緊乾瑤柱 

 真係好鍾意呢個餸，重點係　$18   

 小朋友老人家都食得     

　　大家好，我是 2B 班張浩麟媽媽。在 2021

年暑假期間，我在坊間很多支援 SEN 小朋友的

中心，報了滿滿的節目給兩個孩子，有親子籃

球班、親子彩繪班、親子行山、看兒童舞台劇、

看電影活動，還有到合味道紀念館，親手做一

個自己喜愛的杯麵。

　　有一次，某中心安排了義工，一對一地去

照顧小朋友，帶他們到菠蘿園玩足大半天，讓

家長有半天的自由時間，真的感謝義工既照

顧。而我自己都會相約知己好友，帶同小孩一

同見面，為浩麟增加社交機會，也可教導其他

小孩如何共融一起玩耍。每個星期六，我都會

帶他們到教會，聆聽神的話語。星期日的時間

就多留給家人，製造親子時間，與爺爺嫲嫲見

面。在學時間，一星期有三兩天，晚餐後會到

公園散步和玩耍，因為浩麟都比較「肥美」，

要多動一點。祝福大家！

　　假日的時候，我帶詠霖去了大澳遊

玩。我們先去坐船看海豚，好精彩！下

船後去看了大澳的各種歷史，認識大澳

這個小漁村。走進一家手工店，他們做

的小魚很好看，也有海豚造型的。

　　走著走著想吃點小食，大澳三寶有

大魚蛋、滷水大墨魚和豆腐花，我們吃

了大墨魚，好好吃，吃得好開心！還吃

了炭烤雞蛋仔，阿姨的手藝很好，做得

很香很好吃！今天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吃得很滿足！

小一甲班

胡致晟家長

小二乙班
羅立喬家長

小五班

陸詠霖家長

小二乙班
張浩麟家長

“

”
親子食譜

大冬瓜大冬瓜　　偽魚翅偽魚翅



中 學 部中 學 部

親親 樂樂子子
　　又到周末啦！今天俊穎建議到黃大仙廟逛一下，於是我們吃完早餐，就興高采烈地在恆安站上車！我們一路上有講有笑，好快就來到黃大仙地鐵站。

　　我們來到莊嚴的黃大仙廟，在門口買了參拜物品。我們打算每人點九支香，但是好大風！點不到香，俊穎卻很有耐心地繼續點，最後終於點好了！我們走到廟的中央插了三支香，請求神靈保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然後，在其他地方各點了三支香，也化了寶。最後，添了香油錢，我們一直都很認真地參拜。
　　我們還去了廟後的池塘邊，發現裡面有好多五顏六色的魚！我和俊穎都看得好開心！看完之後在涼亭坐一下，喝點水，欣賞一下風景，心情好輕鬆。休息 15 分鐘後，我們便離開，整個過程我們都非常開心和享受！

　　疫情尚未結束，學子們居家時間有所增多，做父母家長的，應該也增加了不少煩惱。自閉症的患兒不善言

辭，半天說不出幾句話，大多悶在屈室裏，看電視、打手機去消磨時間的為多。經濟寬鬆一點的家庭，尚有條

件外出購物、遊玩、享受美食之中渡過，相信對大多數一般的家庭而言，只得嘆句奈何罷了！問題如今日復一

日，甚至年復一年，患兒們本是自閉，倘若這麼長的年月裏再加多自禁的不幸，我們這些作為父母的家長，是

多麼的揪心啊！

　　實在悶得夠嗆了，我們一家三口，近期發現附近體育館有乒乓球室可供租借。香港眾多區域都可有此租借

供群眾打球，而且收費統一，長者和殘疾人士半價，07：00 至 18：00 是每小時七元；18：00 至 23：00

是每小時十四元，任何一所體育館的票都可以透過聯網預售。不過，有很多人參與預約，最好提前六天預訂。

僅借此篇幅向各位同路人分享一下打乒乓球的好處。

1. 它是一項全身感覺系統訓練最全面的運動，包括：五官、大腦、肢體動作、神經反應， 

 能力和速度上統一協調的操練，其運動的結果是互相激進發育的。

2. 參與者沒有身體碰撞，不用特別負重、強制拉筋或其他特定條件，所以最適合 

 患兒能夠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參與這項活動。

3. 入門規則簡單明瞭，無非出界或不過網，培養孩子守規矩的潛在意識。

4. 學打乒乓球需要重複又重複的基本動作，這種訓練的好處在於可提高孩子的專注力和耐性。

5. 乒乓球是一項對打運動，通過比賽對練，能提高孩子的情商，讓他們知道取勝後， 

 打得出色的球技才有滿足感和榮耀感。 

 相反，輸球後，或技不如人，要啟發他們的後來居上的信心。

6. 有了情感的誘因，家長可以因勢利導，教他們如何取勝之道，除了動腦筋之外，還 

 提高自身球技、速度、體能等的“殺手鐧”。當然，這就把我們一家人都齊齊參與 

 這項目中去了。

7. 我們曾走訪全港多家體育館的乒乓球場地，所有在其中的參與者，無不在一個話語 

 聲、歡笑聲、擊球聲、掌聲、喝彩聲交融不斷的場面中，渡過美好的時光。

8. 並非要技高才可入門，正所謂打得好唔好都得啖笑！

　　本校職業治療部於 10月 11日的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當日同時進行了「執行功能 -簡介

與訓練」的視象家長講座，簡單向家長介紹何謂執行功能及分享家居訓練的心得及活動。

　　講座中介紹了「執行功能」底下細分的各個技巧，為了令家長可從中清晰理解各個技巧

的內容及訓練目標，同時希望家長們能親自體會己身及其子女的執行功能表現，講座中因而

設計了數個小挑戰予家長即時體驗。

　　而講座中亦分享了不同執行功能技巧的訓練重點，介紹了不同的家居訓練小遊戲及 

方法。講座尾段也分享了一些坊間的訓練教材及資源予家長參考，希望家長可以從不同途徑

獲得實用的資訊，可用於日常和子女進行訓練。

中二班
曾俊穎家長

中三班羅子楨 

父親 羅銘均     

母親 巫惠媚 共勉

「執「執行行功功能能 -- 簡簡介介與與訓訓練」練」家長講座家長講座職業治療

執行功能小挑戰 1

執行功能小挑戰 2

於下一期《家教會通

訊》，分享與子女一起

渡過的輕鬆下午和悠閒

假日，增進親子感情的

親子樂！

誠誠邀邀各各位位家家長長

執行功能 - 考考你 1

請讀出以下字的顏色：

請運用以下所有咭代表的數字拼出答案是
24 的算式，可隨意運用﹢－ ×÷ 的方法

執行功能 - 考考你 3

紅紅黃綠藍黑白黃橙黃藍

黃綠青藍紫白紫黑金銀紅

白黃綠青金黃黃綠青藍黃

紫紅橙黃綠青藍紅紫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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