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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文华人家长会联同列治文地区家长会﹐于三月五日晚上假 Ferries 小学举
行了一个「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家长工作坊﹐反应非常热烈﹐限额五十﹐
一早爆满﹐三十多位家长登记在轮候名单。 现正筹划在四月三十日晚上再举
办多一次。 这工作坊为家长提供很多资料﹐并透过游戏﹐让家长体会思想及
创作在孩子学习中的重要性。 在此﹐记下一些重点﹐与大家分享。
想象力为何重要﹖
世界转变飞快﹐科技日新月异﹐事物迂回复杂。我们需要拥有灵活创意并具的
思考能力﹐才能轻松轻松接受新挑战﹐化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想象力﹐就是灵活与创意并具的思考能力﹐它带给我们﹕
新发明﹑新发现﹑产品改良…….﹐让我们更能善用资源﹐更可随机应变﹐更
为独立自信﹐更懂得与人沟通分享…….
如何培育孩子的想象力﹖
所有孩子都需要﹕1) 玩具 2) 游戏时间 3)充满关爱的环境﹐去发展他们的想
象力。不同年龄的孩子﹐都需要有与他们的成长阶段配合的玩具和生活经验。
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
(一) 学习由思考而来
学习是基于思考﹐不是由知识传授而来
好奇心加上自信﹐推动学习
我们从每天的经验中学习
(二) 着眼文字流畅胜过要求绝对正确
错误是学习过程其中一个正面的部份
过早坚决要求正确只会局限了学习
(三) 鼓励比称赞收效更高
鼓励会建立孩子学习的信心和动力﹐增强其好奇心及求知欲
过度的称赞会令孩子偏向追求外在的推动力﹐失去学习真正意义
(四) 以身作则甚为重要
孩子学我们所做的﹐多于依循我们所说的

若要掌握细节﹐则不要错过四月三十日晚上家长工作坊﹗
有关报名详情﹐请参看本刊底页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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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委员会

SCHOOL PLANNING COUNCIL (SPC)

卑斯省教育厅早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已正式成立法例﹐赞同每一所公立学校都要有一个学校组织委员会
(SPC)。而 2002/2003 年度就是推广这委员会的过渡时期。
每一所公立学校在 2002/2003 学年初已经开始进行成立学校组织委员会(
(SPC)。其成员包括校长﹑一
位由教师们投票选出来的代表﹐和三位由家长选出来的代表(其中一位要是该校现任的家长会委员)。
SPC 的重点是提升及认定了家长在学校的参与﹐对学生在学习上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一直以来
﹐学校及校区各层次经已推广各样的家长活动﹐SPC 的成立更加正式肯定家长的重要性。
SPC 是一个咨询形式的组织﹐主要的工作是积极与学校社区的成员密切联络﹐透过咨询﹐集合家长﹑学
生﹑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辅助员工的意见﹐以设计一个可以监测帮助学生进步的计划。计划的范围可以
包括如何提升阅读﹑科学﹑数学的能力﹐亦可以专注于培养人格和增强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每一个计划
都是反映该所学校的特质﹑价值观和需要。
SPC 也会运用 FSA (Foundation Skills Assessment) 的结果﹑省试的成绩﹑校内的成绩报告﹐作出计划的目
标草案。在 2003 年四月三十一日前﹐经过家长会﹑教师们和校方的同意﹐这目标草案便会提交到学校局
审阅﹐经批准后﹐委员会便会实行这个目标。委员会和学校社区的成员合作﹐推广监测和记录每一期间的
成果﹐和学校局一起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教育制度。
请家长们紧密留意这个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更全面地正式参与我们子女的学校教育。家
长可以透过家长会去参与﹐或参加 SPC 的每一次会议﹐可以直接提出意见给委员会参考﹐为我们的子女
教育缔造一个更光明美好的前途。

Websites on Internet Safety
有关网上安全的网址

取消省试中文科
及其它第二语言科目的利与弊

很多家长都担心子女透过计算机上网接触到一
些危险陷阱﹐以下两个网址﹐为家长提供多些
资料﹐以预防问题发生。

本省教育厅提出减少设有省试的科目﹐由二
十一科减到八科。理由是集中在重点的科目上
﹐亦可减省资源。

http://www.livewwwires.com
有关网上诱骗孩子离家的资料﹐以及家长和教
师适用的指引
http://media-awareness.ca
包括如何与孩子谈论传媒的影响

对一般学生而言﹐影响不大﹐因通常都是考
四至五科主要科目。问题是取消的科目包括好
几科第二语言如中文﹑日文﹑西班牙文等。若
然取消省试﹐失去了一个有一致评分方法的公
开试﹐学生的水平会因学校各施各法而变得更
形参差。
我们都知道﹐学习第二语言﹐甚至第三第四
语言的重要性。取消这些科目的省试﹐实为倒
退的措施。你若有这方面的意见﹐可寄往﹕
Minister of Education, Parliament Buildings,
Victoria, B.C .V8V1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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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看﹗养儿育女值得吗﹖
孩子煞有介事地问﹕「养大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
﹖」 想助养小朋友吗﹖「不是﹗你就算算养大我
要花多少。」见他蛮认真的﹐唯有拿出纸笔﹐坐下
来跟他慢慢计算。
衣食住行﹐教育﹐文娱康乐﹐医疗保健 ……﹐
每月港币五千块左右﹐一年六万﹐十八年就超过
一百万﹐还没算大学学费呢﹗孩子伸伸舌头说﹕
「不便宜啊﹗」当然嘛﹗还没加上时间和精神。
单算时间﹐星期一到五﹐每天两小时﹐周六和周
日共十小时﹐一个星期合共二十小时﹐十八年则
接近二万小时。
正因如此﹐朋友中有夫妇一早决定不作这项投资
﹐宁愿把钱用于旅行﹐提高生活享受﹐把时间用
于自我升值﹐乐得无牵无挂﹐自由自在。亦有朋
友因「不想把生命带来这世界受苦」﹐决定不要
孩子。无奈﹐前些时不约而同地听到他们的心声
﹐似乎人到中年﹐经过事业上不少的挑战﹐看尽
人生百态﹐当生活安定下来﹐顿觉平淡乏味﹐暮
然回首﹐总觉得欠缺了意义﹐少了目标和盼望。

邻居三代同堂﹐并不是大富之家﹐但一家人生活得挺
开心﹐互相扶持﹐互相关怀。问老人家维系家人关系
之道﹐答案是﹕「可能是我们从来都不分你我﹐有福
同享﹐有难同当。大孩子遇到困难时﹐全家一同想办
法﹔当小的一个有事﹐我们合力解决﹔若我有问题﹐
他们会尽快帮忙。」他还说﹐做人不要计算得太清楚﹐
不然的话﹐亲人朋友都会离你而去﹐枉有金钱﹐落得
生活空虚。
孩子﹐养儿莫望报﹐我们付出多少﹐实难计算﹐亦无
需计算。你可能问﹕「值得吗﹖」答案是肯定的。你
成长的每个片断﹐也让我们成长﹐更带给我们无限喜
悦。你的一句﹕Mom, I love you! 长绕我心间﹐带给我
无限暖意。孩子﹐盼望你不用计算太多成败与得失﹐
付出与收获﹐也懂得享受及延续人与人之间的温馨与
关爱。

曾在报章上看过一项研究结果﹐最感孤寂的老年
人是没有子女的﹐其次是单有儿子的﹐有女儿的
则明显地较少感到寂寞。

「脉 搏」

﹝读者提问﹞

申请转校好吗﹖
问﹕收到学校的通告﹐知道校区有新的转校措施﹐ 弹性大了很多。有些朋友﹐最近因此忙着为子女
申请转学校﹐好不头疼﹗我觉得我女儿的小学不过不失﹐她似乎也蛮喜欢这学校﹐所以我并没
有申请。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一间学校比较好。请问升中学时是否应该考虑﹖
答﹕新的措施真的提高了家长及学生选择学校的自由度﹐尤其对于区内将关闭的几所小学的学生及
家长而言﹐实是需要。其实﹐本区的公立学校﹐尤其是小学(除了法语课程和 Montessori 外) ﹐
无甚么大分别﹐若非因托儿或特别课程等问题﹐将送孩子到较远的学校﹐实无必要。 就读附近
学校﹐好处是往返省时﹐参加 学校活动方便﹐孩子与邻居小孩一同成长﹐家长们亦容易互通
消息﹐互相帮助。曾有家长替孩子转到新移民偏少的学校﹐英语能力显著进步﹔但亦有孩子适应
不来﹐弄巧成拙。究其原 因﹐孩子的性格﹑友朋关系﹑学习方法﹑对新环境的接受能力等等﹐
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若然孩子心理准备不足﹐转校后的问题可多着呢﹗父母硬要孩子转到区外
著名中学﹐孩子失去好友﹐情绪低落﹐成绩一落千丈的例子也不少哩﹗所以﹐升中学前﹐应与
子女一起商量﹐按其情况﹐考虑学校提供的课程﹑学年制或学期制的利弊等﹐最好也征求教师
或辅导员的意见﹐才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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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活动剪影：

1 参 观 UBC 卑 斯 大 学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 (星期四) 早上 乘车前
往 UBC﹐由学生会义工带领参观。请于四月七
或致电
日前往列治文中侨办事处
(604-279-7182)何小姐查询及报名 (可留言)。名
额有限﹐报名从速。

2.「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想象力远比知识来得重要」家长工作坊
本会与列治文地区家长会 合办。
二零零三年 四月三十日(星期三 ) 晚上七时
于 Ferris 小学 7520 Sunnymede Cres. 举行。
以英语进行﹐辅以国粤语翻译。
报名请电 Jean﹝604-277-113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十二 月七日「圣诞联欢晚会」中侨总监陶黄彦彬女士﹐
区泽光博士和本会正副会长齐切蛋糕﹐庆祝本会成立十周年

3.「 学 校 安 全 与 毒 品 问 题 」 讲 座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晚上七时半
于加爱中心举行。 邀请有关人士讲解。
请电中侨 何小姐查询报名 (604-279-7182)。
4. 「 如 何 帮 助 孩 子 发 挥 潜 能 」 讲 座
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 (星期五) 晚上七时半于
加爱中心举行。请电中侨何小姐查询报名
(604-279-7182)。

鸣谢
袁湛华医生
Irene Li

加币 300 元
加币 200 元

一月十七日学校局副总监

Mr.Beairsto 讲解学校推行的

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