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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陳綺雯校長　孫嘉燕主席　謝裕富副校長
委員：馮可安老師　鍾志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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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能在此以家教
會主席的身份，跟大家作
分享。我是一位全職媽
媽，在最初為小兒報讀幼
稚園時，幼稚園老師非常
熱心地介紹家教會的工作
及活動。當時，我覺得這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
我在工餘時間也能了解學
校情況及孩子的校園生
活。我堅信只要家校通力
合作，小朋友就能在一個
美好的學習環境中成長。

所以，自小兒幼稚園開始，我就一直擔任家教會委
員。

　　在家教會內，面對不同的人和事，經歷著教
育制度的改變，過程充滿挑戰，這些都是工作
場所以外很好的學習機會，於此我獲益良多。

這六年間，在銘賢書院接觸的每一位老師、家長委員、
提供協助的義工，都充滿了愛心和正能量，盡心盡力為
家教會服務。大家都積極參與和配合，協助舉辦各類活
動，付出了寶貴的時間，再加上家人的支持，著實令我
感動不已。在此，容我向每一屆的家教會委員和義工，
由衷的說聲感謝！

　　今年由於校內禮堂剛完成裝修，場地所限，未能舉
辦聖誕聯歡晚會。為了讓同學們感受到濃濃的聖誕氣
氛，我們在學校聖誕聯歡會當天，為大家送上了朱古力
和小禮物。此外，我們也正在籌備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動
—— 家教會旅行，希望到時能看見大家與家人一起參與
此活動。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
身之計，莫如樹人。」在此祝福銘賢書院能更上一層
樓，為未來社會培育出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
面都更優秀的人才！也祝福各位家庭美滿幸福！學子們
學業進步！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

孫嘉燕 (F6D 高翊桓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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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代表（學生姓名） 校方代表
顧　　問 　 陳綺雯校長
主　　席 孫嘉燕女士 (F6D 高翊桓)
副 主 席 林堅志先生 (F5A 林俊賢) 謝裕富副校長
秘　　書 李艷萍女士 (F1B 蕭睿) 鍾志華老師
統　　籌 朱陳佩雯老師

司　　庫
徐艷華女士 (F2B 王怡婷)
金珮玲女士 (副) (F5C 梁秋微 / F6B 梁采微)

朱陳佩雯老師

常務委員

徐添麥先生 (F1A 徐子豐) 馮可安老師
黃儉坡女士 (F2A 叶浩鈞 / F5A 叶浩謙) 陳鈞傑老師
譚玉平女士 (F2C 蔡兆朗)
余媚容女士 (F3B 張又月)
劉小春女士 (F3D 蔡旭恒 / F6D 蔡旭杰)
李逢春女士 (F4C 譚毅)
鄭麗紅女士 (F5B 李栢俊)



魚菜共生系統

上學期活動回顧
2019年8月 出版本會第五十期會訊。

2019年9月
至
2020年6月

與本校中、英文科合辦「閱讀獎勵
計劃」。

2019年10月
家教會代表親臨陸運會會場為運動
健兒打氣，並與謝副校長、老師組
隊參與接力邀請賽。

2019年10月
家教會代表親臨水運會會場為運動
健兒打氣。

2019年10月
至12月

校長與中一家長舉行早餐約會，促
進中一新生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了解
與合作。

2019年10月

周年會員大會暨專題講座，選出新一
屆家教會執行委員，並邀得不同屆別
舊生以生涯規劃為主題作分享。蕭惠
蓮副校長及吳志輝助理校長主講「中
學文憑試及聯招」，並提供茶點，舉
行家長教師交流茶聚。

2019年12月
家長義工協助回收舊校服，並免費
分發予其他同學，以提倡環保節約
的校園文化。

2019年12月
家教會為各班同學準備了聖誕小禮
物與朱古力，與同學同慶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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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與子



魚菜共生系統 溫習有道：7招高效溫習 不用硬塞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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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與子女談政治嗎？
2. 分享感受
家長要忠誠地向子女表達此刻自己的真正感受。如說：

「你有朋友因參與社會事件而受傷，我也很擔心。」這能

有效表達家長的同理心，讓彼此連結，子女能夠容易理解

家長的感受，親子間會較易建立親密感。

3. 明白需要
家長要讓大家有機會分享彼此的需要，而非以表達情緒及

說服對方為溝通的重點，因為只要人的需要被滿足，才會

較易與對方溝通交流，嘗試找到溝通及處理衝突的出路。

家長可說：「你的安全是我最大的關注，你最需要的是什

麼？」讓雙方都感到被認同及尊重。

4. 真誠表白
家長真誠告訴子女，找出滿足各自需要的方法。如：「我

們希望你參與社會運動時，有保障自己安全的方法，希望

你可以⋯⋯」同時也請子女分享他們的意見，期望達至共

同認可的方法。但需要留意，不要強行達到共識，形成另

一層的衝突，要有接納親子間存有差異的心理預備。

當然，我們明白建立家庭和諧不是一時三刻能達成的，需

要大家的堅持及耐性。更重要的是家長成為子女的同行

者，亦要尋找自己的同行者，與其他家庭成員或朋友多分

享交流。當面對家庭及子女的問題，歡迎你主動向我們傾

訴，讓我們也成為你們的同行者。

社工 敖愷翎 (Apple)

過去半年，面對接二連三的社會事件，聽到不少家長向

我們表達他們的擔心及無助。以我們的觀察，親子的

相處很容易傾向兩個極端，一部分家長會不知如何面對或

回應孩子，於是選擇避免提及政治話題，令政治成為家中

的「忌諱」，親子溝通減少，形成隔膜；另一部分家長因

政治立場或擔憂而增加了親子衝突，令關係變差。其實，

不論哪一個方法，都會對親子關係造成傷害。

若家長及子女於最親的人面前仍要壓抑個人情緒，很大機

會失去一個重要的親子溝通機會。所以，親子間應保持溝

通，讓雙方於不安的氛圍中找到出口，感受到安全感。有

見及此，我們有三個小貼士送給各位家長︰

父母留意自己的情緒
在面對子女的情緒及進行溝通之前，要先察覺和接受自己

的情緒狀態，避免當下以反射性行為回應，形成衝突。當

下可以先停一停、感受一下自己的身體及情緒。如果你察

覺到身體出現訊息（如：失眠、沒有食慾、胃痛等）、情

緒起伏大、對事物突然失去興趣等，你便可能要遠離新聞

資訊，停一停，尋找方法，讓自己先緩和情緒，甚或尋求

適切的協助。先好好照顧自己，才能與子女建立良好溝

通。

重視雙方需要為本
要相信即使面對衝突、雙方立場意見不一，大家都是關心

及愛對方的。不要期望子女必須跟隨你的想法或政見，而

是了解子女的需要。大家若能夠記著初心，有效表達自己

的需要也明白對方的需要，商討如何共同執行，才是化解

衝突的重點。我相信家庭中每位成員都希望被尊重、關懷

與接納。

非暴力溝通
「非暴力溝通」目的是去除溝通裡有機會造成傷害的部

分，包括：語言或非語言的指責、人身攻擊及侮辱等，期

望達到真正有效的溝通。「非暴力溝通」包括四個步驟︰

客觀表達、分享感受、明白需要及真誠表白。

1. 客觀表達
在溝通時要客觀表達陳述事實，而不是主觀評價事件。

父母和子女分享時說：「你朋友XXX因參與社會事件而受

傷。」就是一個事件陳述。然而我們假若說：「你朋友

XXX根本是不愛惜自己而受傷。」這就是主觀評價。如家

長只用主觀評價表達事件而不是客觀陳述事實，就會很容

易跟子女展開對罵，就雙方認為正確的理據而爭辯，以情

緒交流，這樣就不能好好溝通了。

我應該與子女談政治嗎？我應該與子女談政治嗎？我應該與子女談政治嗎？我應該與子女談政治嗎？

過過去半年，面對接二連三的社會事件，聽到不少家長向去半年，面對接二連三的社會事件，聽到不少家長向去半年，面對接二連三的社會事件，聽到不少家長向去半年，面對接二連三的社會事件，聽到不少家長向

社工
　的話



第1招︰先「放空」 後溫習
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

入狀態，勉強溫習只會「因快得慢」。最佳方法是先「放空」，後

溫習。小朋友在正式溫習之前，家長不妨讓他放空一段時間，任由

他做喜歡的活動，哪怕是砌積木、玩泥膠、看圖書，甚至是發呆亦

可以，好讓大腦徹底放鬆。然而，在放空時間內，孩子不宜打機、

上網等過於刺激的活動，以免出現不肯收機的窘境。至於放空時間

要多久，則因人而異，但最好不要超過45分鐘，事前亦要訂立協

議，說清楚若活動過後仍不願溫習會有什麼後果。

第2招︰先溫「遲」 後溫「近」
溫習要有緩急次序，先考的應該編排到最後才溫習，這樣可記憶猶

新；相反，最後考的科目最先溫，預先「打個底」，到正式考試前

再重溫，那就萬無一失。

第3招︰分拆內容溫 增加成功感
每次默書，建議把內容分拆處理，因為人的短期記憶容量是有限

的，最多只能記住7個（或加減2）項目。把內容分拆的好處，是

小朋友較容易應付，增加成功感，願意繼續溫下去的動力就會較

大。溫習完一組後，可來一個短短的小息，讓小朋友「回回氣」，

之後才溫另一組。但是否應該一晚溫好4、5組呢？這要視乎孩子

的能力及當晚是否有充裕的時間。

第4招︰巧製字卡 圖像加聯想拆字
不論中英文科，都鼓勵孩子動手做字卡，把要溫習的生字寫下來。

但做字卡亦有技巧，不妨多用圖像、聯想法去加深記憶。以中文

字為例，假如要默寫的生字是「嗚咽」，除在字卡上寫「嗚咽」之

餘，亦可用顏色筆附加一個「喊樣」；如果有些字的部首是比較容

易混淆的，例如「侍」和「待」，可在「侍」字部首旁邊畫一個

人、「待」字部首畫一個人，再在人之上加一頂帽。

至於英文字，就要學懂拆字。舉例，要記「hello」這個字，可

把它拆成「hell」（地獄）和「o」，以便用不同顏色筆標示，

然後聯想成「跌入地獄（hell），大喊一聲噢（o）就是打招

呼（hello）了！」如果要記的生字很長，例如「restaurant」，

「rest」、「ant」是孩子已懂的生字，先用不同顏色筆標示，再聯

想為「有隻螞蟻在這間餐廳休息」，把關鍵字記牢。

第5招︰背4次 默1次
「望咗當溫咗」，往往溫不得其法。孩子應先拿起字卡，看着生字

認讀；覆蓋字卡，心中背念4次或用手指在空中默寫4次；再正式

拿起鉛筆，在紙張上默寫出來；自行批改。如果可以正確默寫，便

溫習下一個字，否則，按上述步驟重複做一次。

另外，對於一些較難的生字，尤其是筆畫較多的中文字，可把它放

大寫在A4白板或白紙上，字體放大了，便有圖像的效果，圖像法

對提升記憶很有幫助。與此同時，亦可用手指在大字體上臨摹書

寫，透過觸覺去加深記憶。

溫習有道：7招高效溫習 不用硬塞課本

摘自《明報》 2019年10月8日，內容曾經編者修改

第6招︰動作聲線演繹 勿死記硬背
背默在所難免，可把要溫習的內容，透過聲線扮演，甚至是肢體動

作演繹出來，這樣有助快速記憶。

另外，在剛起步時，未必要工整地背足全篇，可把文章複印後，再

塗去某幾句，以「填充」的形式，填寫漏去的部分。這其實是空間

記憶的技巧之一，幫助記起每句句子出現的先後次序。

至於用抄寫形式溫習，雖然亦有視覺及觸覺的學習元素，但就要視

乎抄寫時，是否純粹「搬字過紙」，如果邊抄邊用心想方法記着這

個字，抄寫亦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但次數亦不宜多，抄寫5次已經

足夠。

第7招︰黃金48小時 鞏固記憶
在完成第一次溫習後，儘管今天已溫得「滾瓜爛熟」，但兩天內一

定要重溫，才能做到「抗遺忘」的效果。最理想是今天溫，明天休

息，後天才重溫。

每日5分鐘 健腦操提升專注力
有效的溫習方法固然重要，若加上良好的專注力及記憶力，就更如

魚得水。想溫習更有效，不妨學做健腦操，每日只要5分鐘，即有

助提升腦部運作效率，精神更集中。

有些針對性的運動可以協調腦部運作，例如丹尼遜健腦操，全套共

有26式，以下選出3個簡單易做的動作教大家，建議每日持之以恆

花5分鐘去完成，對改善專注力有很大裨益。

◆第1式：小口飲水
做法：在溫習時，可每隔20分鐘左右飲些水，不過要小口地飲，

才容易讓身體全面吸收。

功效：身體沒有足夠的水分，便不能正常運作，精神及專注力也會

減低。飲夠水有助增強思考、專注力，令頭腦保持清醒、

精神更集中，亦可幫助紓緩緊張情緒。

◆第2式：交叉爬行

做法：先提起右手，左腳屈膝提起，右手慢慢觸碰左膝，換邊再

做，有節奏地重複，每邊各做10至20次。

功效：右邊肢體是靠左腦指揮，反之亦然。因此當舉起右手時，其

實左腦正在運作，反過來一樣。兩邊不斷交替運動，可以

同時刺激左右腦，幫助增強左右腦的協調，令大腦運作更

全面，有助提升專注力。

◆第3式：臥8

做法：可先在白紙上，以顏色圓形貼紙砌出臥8圖案，即無限符

號「∞」。之後用手指點着「∞」的中點，跟着貼紙畫圖

案。重複畫多次，次數由孩子決定。

功效：可訓練眼睛向左右橫看的能力，幫助提升閱讀能力，也同樣

對專注力有幫助。貼紙則可以為孩子提供觸感，增加趣味。

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第1招︰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先「放空」 後溫習
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若孩子溫習時老是不合作，東摸西摸，不願集中精神，代表他未進

摘自《明報》摘自《明報》 2019年年10月月8日，內容曾經編者修改

第6招︰第6招︰動作聲線演繹 勿死記硬背動作聲線演繹 勿死記硬背
背默在所難免，可把要溫習的內容，透過聲線扮演，甚至是肢體動背默在所難免，可把要溫習的內容，透過聲線扮演，甚至是肢體動背默在所難免，可把要溫習的內容，透過聲線扮演，甚至是肢體動

溫習有道：7 招高效溫習 不用硬塞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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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9-2020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
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

2019-20202019-20202019-20202019-20202019-20202019-20202019-20202019-20202019-2020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年度捐助本會獎學金基金及
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活動資助基金家長芳名

班別 學生中文姓名 家長姓名

1A 鄺明軒 鄺志偉先生
1A 李嘉晉 李偉強先生
1A 梁建浩 鄺劍平女士
1A 吳家源 吳填先生
1A 黃奕潤 陳映珠女士
1A 霍佑霖 李淑貞女士
1A 黃澧珺 黃柳娟女士
1A 黃臻利 黎潤紅女士
1A 楊穎潼 林巧如女士
1A 周超儀 關白綿女士
1B 梁永帥 杜團女士
1B 蘇澤 高漢梅女士
1B 譚浩軒 譚永江先生
1B 曾俊逸 曾德忠先生
1B 王昊謙 何鳳貞女士
1B 蕭睿 蕭鑠臻先生
1B 謝龍徵 樊細滿女士
1B 陳語詩 梁碧珠女士
1B 張子悅 張凱欣女士
1B 雷嘉雯 雷新燕女士
1B 李樂心 徐詩琪女士
1B 羅鈺嫣 王田英女士
1C 區卓楠 區冬榮先生
1C 林匯 楊欣怡女士
1C 梁籽垟 梁東豪先生
1C 馬利豐 譚小文女士
1C 顏志鏗 鄭冰儀女士
1C 譚銘心 鄧翠平女士
1D 陳博文 梁惠珍女士
1D 李祖榮 李耀華先生
1D 宋敖弘 宋光輝先生
1D 馮芊卉 馮國華先生
1D 林偉晴 韓岸荣女士
1D 梁菀瑩 李金玲女士
1D 黃晞桐 汪倩苗女士
2A 馮梓斌 鄧桂晶女士
2A 李家浩 陳惠冰女士
2A 呂聖澤 呂棟先生
2A 胡永恒 胡衞民先生
2A 譚恩熙 吳秀慧女士
2B 何竣陽 梁翠環女士
2B 林建亨 吳彩虹女士
2B 陸鴻熙 陸杏珠女士
2B 吳昭穎 董敬紅女士
2B 黃穎欣 黃艷芳女士
2B 王怡婷 徐艷華女士
2C 羅俊彥 麥可宜女士
2C 林達釗 倪蓉斌女士

班別 學生中文姓名 家長姓名

2C 呂卓峯 曾淑玲女士
2C 吳峻賢 朱佩君女士
2C 梁卓藍 梁海富先生
2C 謝詠詩 謝榮亮先生
2D 鄭宇彤 陳小卿女士
2D 余子康 鄺婉嬋女士
2D 李賢慧 李錦照先生
3A 雷梓杰 許劍敏女士
3A 鍾錦儀 張儉崧女士
3A 林詠恩 林明盛先生
3A 麥韻詩 陳小湄女士
3B 李偉鋒 梁小玲女士
3B 任國强 任均榮先生
3B 張又月 余媚容女士
3B 蘇思宇 何巧齊女士
3C 陳柏熹 潘慈英女士
3C 張智然 高寶麗女士
3C 周晉樂 呂鳳嬌女士
3C 梁群歡 梁悅明女士
3D 何卓然 何華泰先生
3D 黃昇裕 吳少明女士
3D 莫家寶 廖麗萍女士
3D 湯愷蕘 湯偉忠先生
4A 關仲麟 關劍成先生
4A 黃天佑 區靜儀女士
4A 黃詩韻 朱靜紅女士
4B 邱澤剛 邱堅和先生
4B 陳嘉麗 李華雲女士
4B 吳澤妙 方佩年女士
4C 黃智健 黃創就先生
4C 譚毅 譚德賢先生
4D 盧卓鏗 盧智堅先生
4D 張潔心 陳韻娟女士
5B 區永豐 區漢榮先生
5B 陳嘉均 陳娜玲女士
5B 何立禧 何智聰先生
5B 龔健誠 馬麗姬女士
5B 李栢俊 鄭麗紅女士
5B 彭勝堅 譚肖顏女士
5C 梁豪基 裴鳳蓮女士
5C 梁秋微 金珮玲女士
6A 盧青樺 周梅仙女士
6B 黃美茵 李月友女士
6C 馮海瞳 劉惠珍女士
6D 何朗珩 何如釗先生
6D 高翊桓 孫嘉燕女士
6D 林心樂 林柏年先生
6D 田心韻 田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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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現金 -

儲蓄戶口  53,516.85 

支票戶口  237,471.85 

結存  290,988.70 

日期 項目  收入(HK$) 

二零一九年八月 承上期總結存  219,668.09 

二零一九年九月 定期利息(06/2019-09/2019)  138.42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定期利息(09/2019-12/2019)  137.00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結存  219,943.51 

(3)獎學金定期存款戶口之結存:(2)截至2019年12月31日各類日常經費運作戶口之結存:

銘賢書院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活動預告

日期 項目  收入(HK$)  支出(HK$) 

二零一九年九月

上年度結存 206,580.62

本年度會費 (每家庭$100,共738個家庭)  73,800.00 

本年度獲捐助活動基金收入  5,615.00 

本年度獲捐助獎學金基金收入  7,780.00 

本年度獲捐助境外學習基金收入  2,295.00 

家教會會議支出  308.00 

零用金戶口轉帳至支票戶口  656.60 

支票入數銀行行政處理費  649.00 

家教會文具支出  120.00 

二零一九年十月
2018-2019年度獎學金支出  14,300.00 

2018-2019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支出  696.50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第五十期<會訊>印刷費 4,400.00 

資助境外學習活動 2,295.00 

資助購買中英文科書籍 6,000.00 

資助學生課外活動 5,000.00 

資助體育部購買設備 2,000.00 

資助《青苗》書刊印刷費 3,000.00 

資助「通識教育」活動及購買書籍 2,000.00 

資助「其他學習」活動及購買書籍 2,000.00 

資助英文科語文藝術活動 8,000.00 

資助中文科語文提升活動 4,000.00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節日聯歡禮物支出  4,509.50 

儲蓄戶口利息收入(9/2019-12/2019)  22.63    

合計:  296,749.85  59,278.00 

結存:  237,4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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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33
22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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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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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出入口管制

7

雪梨馬蹄潤肺茶（4人份量）

材料：雪梨2個、馬蹄120克、沙參80
克、桑葉24克、羅漢果1/2個。

功效：清潤肺燥，養陰生津，素體陰虛
燥熱人士作強身之用。

石斛沙參養陰湯（4人份量）

材料：石斛40克、沙參40克、生薏苡仁
40克、麥冬24克、桑葉24克、生
甘草12克。

功效：養陰潤燥，清熱生津，健脾祛熱
濕，素體陰虛燥熱兼胃腸濕熱之人
士作強身之用。

補肺抗炎湯
材料：黨參五錢、淮山五錢、百合一兩、南北杏適量、

無花果六粒、陳皮一片、豬 一隻。材料洗淨
後加水三公升煲兩小時後即可。

男女老幼皆宜，每星期飲用一至兩次，功效更好。

赤靈芝南棗扶正湯
材料：赤靈芝三錢、太子參五錢、淮山五錢、圓肉五

錢、蜜棗三粒、紅蘿蔔一個、豬 一隻。材料
洗淨，紅蘿蔔去皮切件，清水三公升煲兩小時
後即可。

適合正氣不足、容易感冒、夜睡不寧及精神不振人士，
每星期飲用一至兩次功效更好。

‧ 少食酸味食物，適當地多食甘味食物。

‧ 適當服用護肝健脾之中藥，如舒肝之佛手、雞骨
草，養肝之枸杞子、黑芝麻，清肝之菊花、夏枯
草，健脾之太子參、山藥等。

資料來源：

《感染控制之家中出入口管制》http://www.pbn.edu.hk/data/data/news_20200201.pdf

張溢明 黎子欣 何倩婷：《疫境童行：兒童及青少年應對病毒心理支援手冊》

陳錦良：《中醫春季保健養生五式》

Traveggo 2020

www.parentsconcept.com

內容曾經編者修改

養生篇
雪梨馬蹄潤肺茶（4人份量）

材料：雪梨2個、馬蹄120克、沙參80

‧ 少食酸味食物，適當地多食甘味食物。

‧ 適當服用護肝健脾之中藥，如舒肝之佛手、雞骨
草，養肝之枸杞子、黑芝麻，清肝之菊花、夏枯

抗肺炎強肺湯
‧ 少食酸味食物，適當地多食甘味食物。

‧ 適當服用護肝健脾之中藥，如舒肝之佛手、雞骨
草，養肝之枸杞子、黑芝麻，清肝之菊花、夏枯

‧ 少食酸味食物，適當地多食甘味食物。

‧ 適當服用護肝健脾之中藥，如舒肝之佛手、雞骨
草，養肝之枸杞子、黑芝麻，清肝之菊花、夏枯

食療方面



原本演繹

「我覺得好驚，好擔心。」

「我每日都好緊張，驚染

病、驚追唔上功課、驚無

晒口罩⋯⋯」

「宜家每日都好悶，之前

鍾意玩嘅都無得玩，無得

游水，又唔敢去睇戲。」

「佢講咁多不切實際嘅說

話，真係令人泄氣/ 氣憤/ 

討厭呀！」

「過程中雖然好投入，卻

都無辦法令件事/對方改

變。」

紓緩負面情緒
家長可提升孩子在事件上的「掌控感」（sense of control），即是引導孩子在事件上尋找可以由自

己控制之處。當找到時就盡自己所能去「控制」，以減輕無助無望的想法，同時使自己更有信心和

鬥志去面對和處理：

‧關注孩子的安全及生理需要，例如充足睡眠、健康飲食。

‧採用「想、說、做」的技巧來協助孩子紓緩情緒。

想  想法
‧家長與孩子分享自己如何處理負面想法，例如：

o 接納各人可對事情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

o 認為疫症和負面情緒都是會過去的。

o 從疫情中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

‧引導孩子將心中想法重組 (「認知重估/ 重估演繹 cognitive reappraisal」)。

重估演繹

「我驚同擔心，呢一種警惕，正正提醒我有重要嘅事情，需要小心
同認真應付處理。」

「我明白我緊張、驚慌，都係因為目前情況比較嚴峻，我相

信稍後嚴峻形勢會慢慢緩和。」「我會留意我自己嘅諗法：

我係咪只會不停咁諗最差嘅結局？不停只做最壞嘅打算？係

咪正在將思想『災難化』？會唔會對疫情的威脅欠缺了較客

觀嘅掌握？」

「減少、甚至停止之前嘅活動真係有啲悶呀，既然咁得閒，

不如我就做番啲平日無時間、無機會做嘅野？不如睇番書展

買嗰套小說，或者嗰套韓劇？叫埋屋企人一齊捉戰棋都好

喎！」

「呢份令人討厭嘅感覺，就提醒我哋要好好裝備自己、保護

自己，同時令我更加有力量，要喺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多一

啲事，去幫助有需要嘅人。」

「過程中投入過嘅努力，雖然未必改變到件事，不過我就更

明白自己，原來可以表現得好努力投入，值得欣賞自己一

下。」「其他同我一齊嘅伙伴都一樣，過程中嘅甜酸苦辣，

我哋都一齊走過，一齊努力過，大家都已經向前行咗一大

步，即使目標未達到，過程中嘅幹勁已經值得自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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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說話

做  行為

‧家長和老師可以運用恰當的說法來讓孩子感到安心、被理解

‧家長和老師不宜說：

「你覺得 情緒，因為 事件、

原因 。」

「我留意到你覺得好焦慮、好擔

心，驚自己或者其他身邊嘅人會

染病。」

「即使係咁，同其他人分享心

裡面嘅想法同感覺，等別人同

你分擔，仍然係一件好事。」

「唔緊要。」「啱啦，就係咁

樣，將令你擔心嘅事講（畫）

出嚟。」

（先深呼吸數次，拉慢節奏，引

導孩子調節好自己的情緒再談）

「我見到你宜家好憤怒/嬲，我估

計你都有自己嘅需要。不如我哋

先休息一下？」（隨即引導孩子

飲杯水，協助孩子平靜下來。）

「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去，我見

到你有啲被嚇親，爸爸/ 媽媽/ 

老師會喺哩度陪住你，直到你

驚嘅感覺慢慢消失。你可能會

覺得有啲不安、有啲凍、有啲

奇怪、又或者有啲眼淚，無問

題，我都喺度陪住你，直到呢

啲不安、奇怪嘅感覺，或者啲

眼淚消失為止。」

「當你覺得啲感覺走咗，個人

舒服番未？如果舒服番，我哋

就可以傾吓令你唔開心（或其

他相關負面情緒）嘅事。」

「感謝你同我分享，雖然我未必

完全明白你嘅想法，我仍然感謝

你對我嘅信任。」

「你遇過令你好唔開心、或者好

擔心嘅事情嗎？當時你用咗咩方

法嚟平復自己嘅心情？」

「當你覺得困擾時，可以同邊個

人傾訴/搵邊個幫手？」

「你覺得有需要嘅時候，不妨

再同我分享。」

「你要堅強啲去處理呢件

事。」

「原本情況可能更差，宜家已

經好好彩。」

「或者咁已經係最好嘅情

況。」

「我哋唔講呢啲，講第樣。」

「你已盡你一切所能了。」

「根據上蒼嘅指示（神旨），每

件事發生都有其本身的意義。」

「始終有一日，你會有答案。」

「好彩你無病到。」

「至少佢無死到。」

‧家長宜回想及確認一些對孩子曾經有用的應對情緒方式，例如：去公園、跑步、看喜劇、吃果凍等。

‧以下是其他例子：

o 深呼吸。

o 飲杯水，坐下來，讓自己平靜一下。

o 鬆弛練習。

o 意象鬆弛壓力：想像心中的壓力有如冰塊，當陽光照在身上，壓力就
隨冰塊慢慢融化。

o 避免長時間、無間斷地接收有關疫情發展的資訊，間中要主動暫停，
以給予自己思緒休息的空間。

o 刻意去留意一些正面的消息，以平衡太多壞消息的衝擊。

o 與信任的人傾訴自己的感受，開放接納別人的幫助。

o 進行其他個人興趣活動，例如做運動、散步、聽音樂、唱歌等。

參考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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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篇



家中出入口管制

家中新設備

入門流程

出門流程

家中新設備

近門設小角落，有口罩、小膠
袋及酒精，貼上流程提醒。

近門有各種膠袋
放手袋或鞋子。

預備大箱子放會重穿的外出衣服，例
如外套。（如果有露台，請在露台先
晾一晾外套。）

污衣籃放膠袋，外出的衣服放膠
袋內，大人小朋友衣服分開。經
常清洗衣服，不要囤積太多。

出門前

出門百寶袋

袋中常備乾淨的口罩、小膠袋
及小酒精(70%)洗手液。請多
帶一個口罩分給那些一個也沒
有的人。

減少飄逸的東西

如果你的頭髮真的很飄逸，把
它們好好束起來；或者你的頸
巾飄來飄去，請把它好好藏在
外套裏，外套首選容易清洗或
防水材料。

外出

開門

（別進去）

預備好出門的事情
（帶上出門百寶袋）

把手袋拿出來，

膠袋放近門口

換衣服（如果重穿一件衣
服，就不要提早換了在家

中走來走去）

把鞋子拿出來，

膠袋放近門口

把手機放在小膠袋內

出門

放好零錢

在小膠袋

清潔雙手再戴口罩

（確保正確戴口罩）

除掉口罩，放在
小膠袋內扔掉

如果不再外出，
就洗澡放鬆一
下，記得洗頭。

鞋子先脫

在門外

酒精消毒或

扔掉放手機的膠袋

進門（外面帶回來

的東西放近門口

**）

妥善把手袋放好在

塑膠袋內

拿膠袋把鞋子放
好，拿進屋

把衣服

換掉

清潔雙手

處理外面帶回來
的東西

**外面帶回來的東西整體受污染風險不高，病毒在一
般物件表面不能生存太久。

‧肉菜類，如常處理　
‧包裝東西，清潔抹表面，可以棄置包裝就棄置　
‧環保購物袋經常清洗

*鞋子不可能天天洗，但適時用清潔
劑抹乾淨，不用太頻密，太頻密接觸
會增加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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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睡早起，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和散步，活動筋骨。
‧ 多到戶外運動，可緩步行至少30分鐘，有意識地深呼吸。
‧保持心情舒暢。
‧不可因為氣候一時轉暖便減去衣被。

起居篇

抗肺炎強肺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