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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不倦的教育工作者

文文修女是我所認識的一位開朗熱誠、細心和關心孩子的修女朋友。每次見

面，我總喜歡聆聽她的教育祕訣，她的腦海裡彷彿內置了一座教育孩子的寶庫，

一套百科全書。雖然，她不是甚麼學者教授，但她擁有不少吸引讀者和聽眾的魅

力，我想是因為她散發著一種愛的馨香 ─ 正能量。

有一天，我們的宗教科主任邀請她來我校主持家長講座，分享「賞識教育」，

參加者都深受感動和啟發。過了一年，我們又邀請她來校分享，她再次專誠從澳門

遠道而來，還慷慨地留下一些電子簡報說：「你和老師們分享吧！她們對學生成長

的影響如同父母一樣重要呢！」文文修女就是這樣一個簡單隨和的人，她總是樂此

不疲地與家長和老師們分享愛心教育的精髓。

文文修女也是一位善於以文字和說話傳達思想的福傳者。因此，她把教育孩子

的祕方和人生智慧寫成一篇篇精彩的小品，如二零一三年出版的《教子有方：好爸

媽‧快樂孩子‧幸福家》；又多次在電台主持短講，分享心得。

有一天，她送給我一個小巧精緻的小天使，並雀躍地告訴我，她如何教導學

生製作那些小天使和背後的信仰意義。我向她請教製作的方法，她便約我到修院

見面。她把材料和工具一併為我準備妥當，又告訴我如何去買更多的材料，真令

我感動！

文文修女，您是一位令我非常敬佩的快樂天使，感謝您繼續把您的教育經驗

和心得結集成書，讓更多人可以流傳您的智慧，感染您的熱誠。

我誠意向讀者推介文文修女這本文筆細膩、語重心長、精心特製的「續集」─

《教子有方：好爸媽‧教出更好的孩子》。

    張惠儀
     現任嘉諾撒聖瑪利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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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佑會與我家結了半生緣

我與王素文修女相識於二零一四年。

當時我在澳門主持一個有關家庭關係的課程。王修女上課時總是坐在第一排

最接近講者的位置，她經常發問，又積極參加課堂的活動。她雖然專心上課，但

從不會安靜下來，包括不斷做小手工、串手鏈給她的學生及課堂上的朋友。她的

表現符合了「過動症」的徵狀，卻擁有極強的專注力和好奇心。

我最喜歡跟「充滿好奇心、過動而專注」的朋友一起學習！跟這些朋友在一

起，總使人朝氣勃勃，滿是陽光和生命力，及帶來很多驚喜。

課程期間，我的太太跟一些朋友來聽課，我當然把她介紹給王修女。怎知她

們兩人一見之下，便互相打量一番，經一連串的互相提問，發現原來太太正是在

香港母佑會聖母幼稚園上主日學，十五至十七歲時，還在那裡上慕道班，年青的

王修女就是園內其中一位導師。一算之下，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她們的相認把兩人都帶回十五、二十歲少年時。雖然年紀大了，但修女和太太

的活力沒有絲毫減少，反而更見生命力和智慧，她們的信仰亦更見成熟。在我太太身

上，我們一家體驗到母佑會的教育是如何成功和深遠。感謝母佑會、王修女及她的修

女姊妹們，她們將一份最重要的禮物─對天主的信仰，帶給了一個正在生命中低沉的

小女孩。太太曾跟我說，從修女身上，她學會了祈禱精神和簡樸的生活態度。所以

說，沒有母佑會、王修女及她的修女姊妹們，我的太太也許未必學會愛天主，也不

會有日後的成長和發展。我們這個家庭，實在受著母佑會修女們一份莫大的恩德。

王修女不單在教養孩子上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她還非常勤力，著作甚豐，亦不

斷推廣親職教育。我曾慕名參加她的一個親職講座，本來一心想坐在暗角向她偷師

學藝，怎知她眼尖，把我從座位上抽到台前，向聽眾說：「他是家庭治療師，我是

教育工作者。我在前面做預防，他在後面做治療。」我回應說：「王修女跟我是一

個團隊。」正當我擔心失言時，修女以一貫的爽快確定說：「我們正是如此。」

王素文修女在本書中，以她豐富的經驗、無私的愛心、活潑的生命及淺白的

文筆，與讀者分享如何建立父母孩子的恩情關係，使家庭成為每個人力量的泉源。

王修女四十年前曾帶領一個迷惑的小女孩皈依基督，讓耶穌改變了她的生命，及至

她的丈夫及孩子。我相信王修女也會藉這本書，給讀者帶來豐富和積極的生命力。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

    梁敬之
     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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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一般父母以為孩子進了優秀的學

校，順風順水─讀書、考試、進大學

等「一條龍」，就是最大的成就。素

文修女沒有強調這些，在〈積極的力量〉中，她重視如何讓孩子在更優質的條件下

成長。自信心和復原能力是積極人生的兩大方針，如何增加孩子的快樂指數，自信

地奮勇向前；敢於面對失敗，能再接再厲。她說父母既為孩子之師，言教身教須並

重、夫妻間和諧、價值觀傳遞得謹慎。總之，金錢、名譽、地位勿看得太重；感恩

讚賞決不可少；「溫馨軟語、細心關懷」，都是培養孩子積極性格的重要元素。而

於〈孩子反叛？對症下藥 自主成長〉，她勸諭父母切勿小題大做，也不要視而不

見，更新溝通方法格外重要。

素文修女的教育以愛為本，於書中反復叮嚀，充分體現出對父母的殷殷期望，

以及孩子有幸福家的重要。相信這本書能為做父母的帶出方向和實用的點子。

素文修女已逾花甲，但數十年如一日，為孩子操勞操心。她曾笑對我說，修

女事奉上主，是沒有退休的。有時看著她疲累的步伐，但臉上仍綻放著青春愉悅

的笑容，一言一語是那麼堅定，只想著不斷努力學習，怎樣為孩子做得更好，這

是我所敬佩和讚歎的。為此，特別於文首撰寫一首詩以表達我的心意。

    阮少卿
     已退休的資深中學教師

樂育菁莪歷苦辛，主恩涵泳倍精神。
思高德範施蘭澤，聖母慈心撫疾貧。
設法想方頑石醒，廢寢忘餐牧羊欣。
蹣跚步履毋言退，榮寵基督又日新。

以愛為本的教育

素文修女與我相識四十年，起初各自為教育奔忙，見面很少，但通訊不絕。她

長期在澳門為兒童服務，都是一些家庭破碎或行為出軌的孩子，可謂極富挑戰性。

二零零三年我到廣州進修，適逢她被派往位於增城石灘的「慈幼中心兒童院」

工作，才真正體會到她怎樣教育孩子。當她知道我來廣州，很是歡喜，並邀請我

假日到兒童院教孩子書法和朗誦。還記得那天，我剛到埗，孩子們張張笑臉，前

呼後擁，爭著為我提行李，「阮老師」之聲不絕，熱情極了，令我受寵若驚。原

來這絕非一時之舉，相處下來，瞭解到「禮貌」已經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無

論看見熟人、陌生人，都要主動招呼；這是要求，也是教育。身居香港，從事教

育多年，即使在「優秀」的學校，何曾見過這樣的場面，在這裡我看到了素文修

女教育的成果。

在〈好習慣由家庭開始〉一文，她強調禮貌是優秀孩子的起步，怎樣讓優秀

變成一種習慣，是父母不可忽視的。素文修女把平日的教育心得結集成書─《教

子有方：好爸媽‧教出更好的孩子》─一本給父母的情書，找出點子讓父母教出

陽光的孩子，開展他們快樂積極的人生。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教育學院，父母是第一對啟蒙老師；素文修女結合她的專業，

於學理和實踐都有很具體的析述。在〈書香家庭的美果〉談及營造家庭氣氛，養成良

好習慣，提供寧靜學習環境等，予以實證；在〈妙法締造溫馨時光〉強調「貴精不貴

多」，父母與孩子溝通需觸及感受，讓他們有幸福感，而非檢查功課，彼此談條件。

發展孩子的自信與創意，當來自傾聽與讚賞，情感交流和得到正面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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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父母與孩子溝通需觸及感受，讓他們有幸福感，而非檢查功課，彼此談條件。

發展孩子的自信與創意，當來自傾聽與讚賞，情感交流和得到正面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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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家庭是一塊寶地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土壤，要建立一個幸福的家絕不容易，破壞這個家卻只需

一次誤會、一個不諒解、一點自以為是，再加上一刻的自私就足夠有餘；到時候

要重建這個家就十分困難。所以，父母要不斷以細心體諒、關心照顧，無條件地

付出愛，去成就一個幸福的家，我們的孩子就能在這塊充滿愛的土壤中健康快樂

地成長。

家庭是一塊寶地，是使孩子成長的重要之地。我們愛孩子的同時，更要尊重

家中的每一個人，溝通要順暢、處事要公平，更要合力營造一個有講有笑、有問有

答、有商有量的氛圍，使孩子平安喜樂地健康成長。每個人、每個家庭、每段關係

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以慈悲的心，尊重每個人、每個家庭、每段關係，就會

成就更多幸福家庭。

父母的好榜樣能陶造孩子的上進心，彼此溝通可增進共識，有了共識就能積

極地各自為自己的理想奮鬥，並各自承擔責任，這就是尋找幸福的捷徑。但幸福

不是必然，書中一篇〈好家庭的窈窕淑女〉的主角小玉，她的雙親在結婚二十五

週年銀慶時，曾分享他們在信守婚誓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但大家以尊重、

包容、溝通，尤其是每晚睡前的交談，清除誤會，以作為幸福的保養劑。

祝福天下有情人成眷屬後，都能真誠

相待，互愛互諒，共組幸福家。這樣，在

你家中成長的孩子就是幸福小寶貝。特意

獻上這本書給一起為營造幸福家庭而努力

的朋友；更為感謝我摯愛的父母，讓我成

長在他們努力營造的幸福家中。

    作者　王素文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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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沃土（上）

植物需要有好的土壤，才能茁壯成長；同樣，孩子也需要一個和樂

共融的家庭，才能健康快樂地成長。父母關係和諧契合，這個家就有良

好的氛圍，孩子就能夠安心地在父母的愛護下成長。相反，父母終日吵

吵鬧鬧，孩子心中就會充滿驚恐焦慮，無法集中精神。

天下父母大多愛護孩子，但婚後，久而久之就會對另一半有所要求，

不完全肯付出白白的、無條件的愛。若有事情不順自己的想法，就會表

達，或訴諸說話，或表現沉默，務求對方感覺到自己的不滿。這樣，家裡便會充滿「火

藥味」。孩子的心靈最敏感，容易感受到父母的態度和言談中所包藏的不滿。

家庭問題影響孩子

有時候追本溯源，就不難發現部分孩子在學業和行為上的問題，其實是由父母

衍生出來，以下就是其中一例。升上小五後，本來天真活潑、勤學好學的徐日昇，

突然沉默起來。他還常常遲到、上課走神、功課馬虎，成績一落千丈。班主任於是

把個案交給我接手。

日昇平日彬彬有禮，但初次和他會面時，卻連招呼也沒有打，十問九不應。我耐

心地跟他說，人人都有自己的祕密，只有把祕密及心事告訴自己信任的人，才能找出

辦法去解決。我問他：「你有心事嗎？」見他微微點頭，我就乘機說：「那我是否你

信任的人呢？」他凝望著我：「你會為我守祕密嗎？」我點頭，他就把事情和盤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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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釀煩憂

原來最近幾個月，他的父母都在「開戰」。一時對罵，一時「冷戰」，令他十

分難受。即使在上課時，他也會為父母擔憂，耳畔甚至迴響著他們的對罵聲，老師

所教的課程，他全都聽不進去。擔憂和焦慮，令他很難集中精神，無心完成功課。

晚上睡不好，早上不願起床，因此才會經常遲到。

用心聆聽後，我感受到孩子的無辜及無助。父母對他們身心發展的影響，是如

此具體。若不處理此事，孩子長期處於這種狀況，就會引出病症來。目前，他睡不

穩，耳畔常聽到父母對罵；不能集中精神，無心學業，只掛慮父母的爭吵何時方休。

煩憂稍下眉頭，又上心頭，這正是抑鬱症病徵的先兆。於是我安慰他，聽到我說會

約見他的父母後，他含著滿眼淚水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