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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工業學校 

 

家長教師會 

第 38 期會訊 

學 校 的

圖 書

館暑假後

已全面恢

復開放，

請家長多

鼓勵子女

於小息、

午飯和放學後多到圖書館走走，並向圖

書館主任戴老師借閱圖書。九工的圖書

館藏量豐富，有很多也是新近購入的，

書種可說是追上時代步伐及配合學生

需要。學校也逐步推展閱讀獎勵計劃，

希望透過閱讀能提升同學素質、語文能

力及學科成績。提升什麼素質呢？我認

為透過廣泛閱讀，除了能長知識外，也

能提升同學的專注力、自學能力、表達

能力、溝通能力、想像力、理解力、欣

賞力等。  

 提到閱讀，當然也有很多經驗可分

享。記得自己小學三年級時第一次自購

圖書，那是一本講述恐龍的英文書，內

附透明蠟質恐龍手刮貼紙（當時是要用

手刮貼紙移印的，好玩！），這對當時

還是小朋友的我絕對吸引。印象最深刻

要算是一幀恐龍和雙層巴士的比例插

圖，雖然是黑色線條手繪，也令我對恐

龍的巨大身軀感到震撼，並且引起了我

很多對恐龍世界的想像，於是自掏積蓄

三元五角買下，當時一瓶汽水才港幣兩

角呢！小學三升四的暑假沒有什麼暑

期活動，心中納悶，惟有向表兄借閱了

文字相對淺白易明的原著章回小說《西

遊記》一讀。 悟空的一對金晴火眼變成

寺廟前的一對燈籠，咀巴變作寺廟的門

口，尾巴變作什麼呢？就變作寺廟後邊

的一根旗桿吧，精彩！唸中二上學期

時，當同學一放學就往球場「踢波」，

我自己就逕自回家挨在床上啃從圖書

館借來的《水滸傳》，文筆近似白話，

人物描寫生動，從簡單的鋤強扶弱故事

中也能窺探到一些宋朝文化，不俗！ 

有人說《三國演義》更好讀，少時畧嫌

該「奇書」文筆用字較艱澀，也太多國

與國之間的政治考量的內容，自覺中史

常識不多，翻了數頁已輕輕放下，也許

退休後再閱讀吧。中三中文老師硬性規

定必須申請公共圖書館借閱證，自此每

兩星期放學後必到當時最大的中環大

會堂圖書館一趟，這習慣一直到中七畢

業方止。中四時中文科老師又規定全班

必須購買中

英兼擅的梁

實秋先生的

《雅舍小品》

作課外閱讀，

大師的著作

果然不同凡

響，愛不釋手

之餘方知何

謂文筆幽默

雋永。記得中

四時中文老師以「考試」二字為題，指

導學生作文一篇，我寫作時不自覺地模

仿了《雅舍小品》的風格，取得七十二

分成績，老師讚賞之外，更在班中朗讀

我的文章，心中當然有戚戚焉之感，也

喜見閱讀確實對寫文章有莫大裨益。 

 「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

斗」。 現今世上閱讀材料豈只一石，簡

直是大海之量，大師又豈止一兩人。 因

此對學生來說，選擇合適的課外讀物或

作者會是一個困難。若想提升語文能

力，我建議同學多看大師級的作品，梁

實秋先生是其中之一。 英文閱讀方面，

我自中五開始便閱讀「偵探小說之后」

──英國著名女作家 Agatha Christie 

的一系列小說 ，英文不算深，佈局引人

入勝。圖書館也有多本她的作品，家長

不妨鼓勵子女一借試讀，挑戰自己的英

文能力。 

 至於家長如何引起子女對閱讀的

興趣，我建議家長可帶子女往一些大型

書局逛逛，讓子女自行選擇喜歡看的書

籍：實用書、烹飪書、電影小說、科普

書等等，甚或漫畫版名著也無妨，由家

長代掏腰包。同時鼓勵子女買一些自己

認為較弱的科目的參考書（如英文或數

學），親子得溝通之樂，亦鼓勵閱讀和

促進學習。         

  

校長的話  

馮群施主席 

第二十七屆 

九龍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職位 家長委員 學校委員 

主席 馮群施女士 

黃國輝校長 

楊麗萍副校長 

鄧慧敏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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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子傑老師 

梁志偉老師 

余健峰老師 

副主席 黃海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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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基先生 

岑鳳明女士 

福利 
林漢輝先生 

劉菲女士 

午膳 
賴偉珍女士 

陳惠平女士 

康樂 
曾靈鳳女士 

鍾細良女士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 

梁煥英女士 (2017 - 2019) 

馮群施女士 (2017 - 2019) 

要 享受閱讀的樂趣和獲得閱讀成果，閱讀習慣是重要

的。 閱讀習慣需要從小開始培養。子女養成良好

的閱讀習慣，由閱讀繪本開始，色彩繽紛的圖畫吸引小孩

子的眼球；精彩的內容吸引他們拿起圖書來看；而家長的

角色就是陪伴者。我們只要每天抽一點時間陪伴在孩子身

邊，一起陪他們看繪本，讀圖書，閱文章，已經是好的陪

伴者。閱讀的時間不需要很長，15 至 20 分鐘已足夠了，

因為孩子的耐性有限，但持之以恆，孩子便會慢慢地愛上

閱讀。在閱讀的過

程中，孩子會得

到書中的知識和

增強語文能力。說

清楚些，這些也和

閱讀樂有關，孩子變得積極和自信。

所以，閱讀樂趣多，這是有道理的！ 

主席的話 

黃國輝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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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的話 閱 讀樂是指通過閱讀獲得

樂趣。人是需要樂趣的

生物，這樣才會有正面情緒，

感到心靈滿足。當然，可以獲

得樂趣的事情有很多，但養成閱讀習慣是一項很值得投資的事。我們

閱讀，不需要通過電子媒介，最簡單的閱讀方式，是把印在紙上的閱

讀材料閱看。現今的香港有多份流通量大的免費報紙，內裏有大量的

新聞稿和很多不同作者所寫的文章等。不同的作者閱歷不同，風格不

同，能力不同，觀點不同，如果我們善加利用，加以選擇，並且每天

都花十餘分鐘閱讀，已能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並且獲益良多。本期

會訊就是要傳達閱讀樂的訊息，並且通過具體的例子，把老師、家

長、學生的閱讀樂介紹給大家。 

編者的話 

 

學生的話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2017 / 18 得獎學生名單 

 

2017/ 18 Names in English 學生姓名 2018/ 19 

1E WANG SHUMIN 王淑敏 2E 

1D LI YINGHUI 李映惠 2E 

2E HONG RUOYAN 洪若嫣 3E 

2E LIANG RUICONG 梁銳聰 3E 

3E CHEN GUIYUN 陳桂鋆 4D 

3E ZENG XIANJIN 曾献晋 4D 

人 生本是一個饒有趣味的

學習過程，在九龍工業學

校學習的過程我獲得人生一段校

園生活的美好時光，良師對我的

悉心教導一直讓我心存感激！我

亦十分感謝家長教師會給予我這

個獎學金，讓我購買一些和學習

有關的書籍，使我能夠在學習的

道路中走得更遠！感謝！ 

4D   曾献晋 

         十分感謝家長教師會發給

我這個獎學金，這不單肯定我

的能力，也激勵我繼續努力，奮

鬥前進。 

4D   陳桂鋆  

         我很高興能夠獲得這筆獎

學金，正所謂「書籍是人類進步

的階梯」。因此，我會用這筆獎

學金買不同種類的書，開闊視

野，增長知識。 

2E  李映惠 

各 位好， 我女兒今年讀 2

年級 E 班，她是鍾傲芝。

我是本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黃

海燕﹝Kitty 媽﹞。上學年我參

加了家教會成為家長委員，當編

輯一職，我渡過了多姿多彩、獲

益良多的一年。當中，養成閱讀

習慣之事值得一寫。 

     我從小不常閱讀，但擔任

家委，負責會訊編輯工作，令

我花更多時間在閱讀上。但最

奇妙的是，我被孩子影響了。

我有了閱讀的習慣，是被家中

排行第二的孩子感染，這真的

很感恩。今年七、八月暑假的

時候傲芝每晚都會和遨晴﹝家

中排行第三的孩子﹞進行閱讀

活動，一起讀故事和認字。 

我知道這事後，立即回想起 2011

年，大概六、七年前的情景。傲

芝小一的時侯，功課交不齊，做

不好，默書、測驗、考試都做不

好。當時她被評估為「讀寫障

礙」、「專注力不足」及「過度

活躍症」的學童。她日後會健康

成長嗎？現在當我聽見傲芝運用

生動有趣的聲音，去演說故事，

用心閱讀書籍，我知道她在享受

閱讀，還會和弟妹一起享受閱讀

的樂趣。 

     有朋友問我傲芝升中是否適

應。我回話：「我二女兒現在很

好，她會認真做功課，又會自己

溫書，多閱讀，還參加學校的話

劇組、羽毛球組、獅子會先鋒隊

等等多樣的活動，她進步多

了！」 

    我看見傲芝很自覺地學習和

閱讀，感到十分安慰，自己也多

閱讀。這就是中國人說的「自得

其樂」——親子享受「閱讀

樂」。 

 

黃海燕副主席 

 

閱讀樂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是

老生常談的話。您享受到閱

讀的樂趣,嗎？ 

 網上世界，學海變得無邊無際，知識垂手可得。可是，不懂善用，

被荼毒思想；懂得善用，豐富了知識寶庫。 

 我們閱讀，獲得作者的智慧及經驗，分享他們的成果，這確是小小

的投資，得極大的回報。 

 看書如廣交朋友，因為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又像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 

 愛旅遊嗎？既然你不能探訪地球每一角落，不如跟作者雲遊四海，

潤澤心靈，增廣見聞。 

 愛烹飪嗎？跟作者品嘗及學習各地美食，感受不同飲食文化，留住

家人的胃。這會是「一家之煮」這般簡單嗎？ 

 甚麼書也可以看，能集各家之大成，你的內涵、 

品味、智慧等等，不知不覺間，一點一滴累積起來 

……你，還等甚麼？                                                            

 

    家委 梁煥英 

家委的話 

閱讀樂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

海無涯苦作舟」，提到

閱讀，離不開書、報、

雜誌等。自從有了文字，人類的進步與社會興衰的歷史皆可記錄及

流傳。書是我們學習的工具，也是我們增長見識，擴寬視野，學會

各項技能，學會為人處世和個人道德修養必不可少的途徑。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此句話於我深有體會。我

學醫亦學會了美容，美容可讓人保持青春延緩衰老，是自古人們所追

求的。美容方法亦層出不窮，更離不開許多醫學歷史和古人所流傳下

來的秘方。當一個新的美容方法面世，有好的效果，立即帶來一個潮

流，亦會讓使用新方法的人獲得很好的收益，成就了許多百萬、千萬

富翁。有一次，我偶讀一本醫書，發現一些所謂的創新美容方法，竟

在書中早有記載，只是誰先讀書看到，能靈活變通運用，並採用了有

關方法或技術，他便成功！這和「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意思類似──

有保持青春的妙方，這和「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意

思類似──可讓人找到致富之道。由此而見，我們

真應該多讀書，讀有益的好書。青少年在學習階

段，更應大量閱讀各科書籍，增長學識和提升技

能，為以後的人生路打下紮實的基礎！                                                                                                                             

家委 劉菲 

家委的話 

九龍工業學校  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六屆 (2017/18)執行委員會 

會務工作簡報 

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嘉玲 

  家教會全年會務工作如下： 

1. 去年 11 月，本會參與了深水埗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的「深水埗區中學博覽」，家委以「用家」的身份向區内的小學家長介紹本校。此外，

家委林宏基先生及林漢輝先生分別獲得聯會頒發「傑出家長義工」殊榮。 

2. 今年 3 月，本會籌辦了年度親子旅行，反應非常熱烈。當日上午參觀了「流浮山永霖水耕菜場」，認識了最新的水耕及有機耕種資訊，下午

進行了環保 DIY 種植活動。 

3. 今年 4 月，本會與龍翔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合辦「親子生態瓶製作工作坊」，這工作坊是學校推廣家長教育的活動之一，讓家長和學生共同

製作一個生態瓶。 

4. 今年 7 月，家委黃海燕女士聯同馮群英女士帶領學生組隊參加英文科舉辦的 “Healthy Cooking Contest”，家委和學生精心合煮一道健康又美

味的菜式── 「泰式肉碎生菜包」作賽，奪得「最具團隊精神大獎」。  

5. 本會安排多次黃昏家長茶聚及講座，包括「中一家長茶聚」、「初中家長茶聚」、「高中家長茶聚」、「健康校園講座」，關顧孩子的成長。 

6. 馮群施女士和梁煥英女士成為 2017/18 學年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委員代表，全年出席了三次校管會會議，在會上代表家長向學校反映意見及

表達心聲 

7. 本會一直支持同學走出課室，放眼世界。本會資助及協辦了一系列的境外交流活動，包括內地、臺灣及新加坡等，參與人數共 11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