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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司儀車淑梅對外有強勁的金牌司儀車淑梅對外有強勁的

親和力親和力，，對內有高超的教育子女方法對內有高超的教育子女方法，，培育培育

出一對聰明有愛心的子女出一對聰明有愛心的子女。。長子張家瑋及二女張家長子張家瑋及二女張家

晞皆成績優異晞皆成績優異，，畢業於美國名校畢業於美國名校。。她注重言傳她注重言傳

身教身教，，從小為子女樹立學習榜樣從小為子女樹立學習榜樣，，賦予賦予

他們責任感和話事權他們責任感和話事權，，更以充滿愛與正能更以充滿愛與正能

量的鼓勵式教育量的鼓勵式教育，，笑着成為家中的笑着成為家中的「「最佳最佳

女主角女主角」，」，當然也會請丈夫張文新做當然也會請丈夫張文新做「「最佳最佳

男主角男主角」，」，反對父母分別扮演黑白臉反對父母分別扮演黑白臉，，父母父母

口徑一致孩子才會清晰明辨對錯口徑一致孩子才會清晰明辨對錯，，保持一致保持一致

的價值觀的價值觀，，家庭生活才和諧家庭生活才和諧。。她對子女的寄她對子女的寄

望很簡單望很簡單：「：「希望你們活得比我好希望你們活得比我好，，希望因希望因

為你們的出現為你們的出現，，可以令這個世界更溫暖可以令這個世界更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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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育 願願子子女女為為世世界界添添溫溫暖暖做做家家

中中的的「「最最佳佳女女主主角角」」

車車淑淑梅梅

近月，社會上的政治議題成為了許
多家庭餐桌上的話題，不同年齡

階層或有不同看法，各持相反立場的
話，很容易會造成言語衝突。對車淑
梅而言，聆聽彼此的意見，學會相知
相惜才是正確的處理手法，若遇到激
烈矛盾和爭拗，或可暫時中止話題，
不再糾纏下去，設身處地站在對方角
度考慮，「家中是講愛的地方，無謂
因這些事情影響關係。在家中，開心
的事用放大鏡，矛盾和爭拗要用縮小
鏡，即使在某些事上達不成一致，仍
會用愛溫暖對方的心。」她說。

父母對子女有「特異功能」
車淑梅的長子會考3A5B，首先入讀
美國南加州大學，再以兩年課業全滿
分的成績轉讀心儀已久的費城賓夕法
尼亞大學，修讀經濟學及心理學，
2007年畢業回港。二女會考5A4B，
SAT數學科滿分，2012年在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畢業，修讀環境工程及管理
學。原來車淑梅帶子女外遊時喜歡搞
大學參訪團，讓他們見識很美麗的名
牌大學校園，鼓勵他們若想來此讀
書，就要勤力讀書才可去外國升學，
對外國學習環境的嚮往便成為孩子認
真讀書的動力，最終夢想成真。
子女成績優異，車淑梅自稱教育子
女的一套方法也是「摸着石頭過河」
學習累積而成的。初期她是一名「失
敗」的媽媽，不懂如何教，曾經歷過
女兒十題數學錯六題；兒子在四十幾
名同學中考三十尾的階段，以成績來
衡量很是「失敗」，身為媽媽會暗着
急，然而在家中，她仍隨時保持最開
心、最有正能量的父母的樣子，「即
使女兒錯了六題，我也會讚她叻，有
四題是正確的。父母是有『特異功
能』的，你讚子女叻，他們就會
叻。」
她猶記得，當年她主持晨早節目
《晨光第一線》，每日很早起身工
作，雖然仍堅持幫子女整理試卷錯
題，卻少了一些督促做功課的時間。
於是找補習老師幫手，兒子每日放學
的時間被補習課佔滿，疲累之餘亦收
不到理想效果，當兒子提出是否可以
不要補習時，她欣然應允，但趁機抓
住小朋友的心理和喜惡，提出「一分
都不可以跌」的交換條件。兒子為了
不去補習，就自己用功，「不再補
習」反而成兒子中學時成績開始轉好
的契機。
「教育除了要建立小朋友的信心，
還要賦予他們責任和適當話事權，當
不用補習之後，他整個人都變了，會
主動預習及問功課，做很多事情以保
證不再需要找補習。結果一對子女的
學業成績最終也有所提升。」

父母子女角色不可調轉
當然，「最佳女主角」也有板起面
孔不笑的時候，處理問題立場明確，
「是其是，非其非」，她無論獎罰一
視同仁，也從不會為子女的錯誤找藉
口，「有錯誤就要改過，當小朋友情
緒激動時，先等他平復情緒，再心平
氣和與他分析錯誤。隔幾日我還會再
對他提起同樣一件事，表達自己的不
開心，做父母理應讓子女知道自己何
時因為他們的行為感到不開心。我有
時會見到有些父母調轉了家庭角色，
子女惡過父母，無論子女是否會在某
些方面叻過父母，他們都應該尊重父
母的身份，父母更應該尊重自己的身
份。」
談及要教育下一代成才，車淑梅首
先肯定了家教的重要性，若純粹將小
朋友交給學校或者社會教育，是最不
負責任的父母的做法。「孩子在學校
的時間是有限的，在家中的時間是最
多的。有些家長會說，自己返工搵食
好忙，但在家中的管教是很重要的。
管即管理，教即教導，這些需要家長
和孩子一起去做，不是單純阻止他做
某件事，而是教他為什麼做，或者為
什麼不做。」她以早前在電台唱片室
的經歷舉例，當她問小朋友「食咗飯

未」，小朋友
答「我食飽飯
了」，而不是
「我食完了」，
她肯定這是接受
到家教的表現，
憶述母親在自己小
時候已教過自己如
何講話。她認為，這
些都是家中很細緻的
事情，雖然有「食不言
寢不語」的說法，但一家
人食飯才是最好、最適合
溝通的時間，談論每日發生
的新鮮事，發表每個人自己的
看法，讓小朋友了解到父母的觀
點之餘，亦可以詢問他的意見。她
笑說，這就好像在電台接聽聽眾電話
一般，是一種互動的過程，而這種輕
鬆自然的聊天，會潛移默化影響到小
朋友。由此她建議家長不只是每天督
促功課，而是多與小朋友聊學校的生
活和開心的事情，耐心聆聽之餘給予
適當的反應，包括眼神和肢體的鼓
勵，全家共同分享快樂。

要為子女確立學習榜樣
身教也是家教中的重要一環，想

小朋友成為怎樣的人，自己首先就
要成為怎樣的人。無論是誠實守
信的基本品德，還是「紅公仔停
綠公仔行」的生活小事，家長
皆要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教
導小朋友明辨對錯。她不贊成
家庭中「一個扮黑面，一個
扮白面」或「一個扮軟，一
個扮硬」，家庭教育理念理
應保持一致，並提醒父母要
「有記性」，無論是獎勵還是
懲罰，承諾過的就要兌現，否
則小朋友只會當家長說的話是
耳邊風。
在子女童年時期，車淑梅認為

幫助他們確立一個學習的榜樣至關
重要。例如當女兒小時候的生字寫到
「污哩馬查」，自己並不會拿出擦膠
勒令她重寫，而是找到班中字寫得最
好的作為範本，讓女兒知道何謂「字
寫得靚」，從而醒覺自己的不足之
處，自己選擇擦掉重寫。再如當兒子
的成績落後時，她善用「握手」的招
數，接放學時請兒子介紹考第一名的
小朋友認識，再請兒子與他握手，鼓
勵他們成為朋友一起學習和玩耍。

巧妙為子女篩選朋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輕人常易
受到朋輩影響學壞，如今有人十多歲
學人做暴徒了，不受父母管教，父母
該如何做？車淑梅坦言子女讀書時未
有智能手機，便每人配備一部相機，
請子女與朋友玩耍時合影留念，或者
邀請朋友來家中做客，順勢自己也可
以看到子女身邊的朋友模樣和裝扮。
她建議父母裝扮時髦些，與時並進，

多 了 解
新潮科技，
既可成為子女學習
榜樣，亦可拉近親子關係，且不要
給子女過多零用錢，令他身邊人誤
以為他揮霍成性，吸引一班或同
樣揮霍或貪心的「假朋友」，帶
壞他。
現時的小朋友普遍多才多藝，

她認為，當小朋友在音樂、體育
等方面獲得肯定，得獎的雀躍更
可以成為他們在學校勤力讀書
的動力，這也是她建議家長鼓
勵小朋友多參加課外活動的原
因，「只要他們獲得好的成
績，都應該稱讚，而不是一盆
冷水澆熄他們的熱情。」

向向

子子
女女講講述述家家國國歷歷史史

車 淑 梅
認為，父母有

責任從小便對子女
講述家庭和國家的歷

史，「我會講自己過去
做人養女的故事，先生也

會講自己的奮鬥歷程，除此
之外，還有香港和祖國的歷
史。如今的香港和祖國燈光璀
璨，過往也曾經歷過黑暗的時
期，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不
斷改善和進步，才有今時今日的繁
榮。」當年輕人了解歷史，才更懂得如
今一切來之不易，才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的國家和民族，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
開心，也盡自己的點滴力量為祖國作
出貢獻。

她說，女兒曾認識一名日本朋
友，礙於對方日本人的身份猶豫

是否該繼續做好朋友，「我
對她講，你應該和她做好

朋友。日本過去做了
一些不好的事

情，但這些是政府的錯誤決定，和人民沒
有關係，不能混為一談。」
車淑梅的先生現時是「寰宇希望」的

親善大使，他們經常全家去世界不同的
地方慈善旅遊，最近去非洲的經歷使
她深受感動，「當有非洲朋友問我們
從哪裡來，我們回答『香港』，他
們即刻知道是『中國』，並表示
感謝中國為非洲所做的建設。
人與人之間理應互相幫
助，非洲朋友的話更
令 我 感 到 溫
暖。」

從從小小灌灌輸輸正正確確觀觀念念
教育自有

因果，良好的教
育便是種下了一顆甜

瓜的種子，車淑梅從小
便灌輸子女「哥哥要錫妹
妹，妹妹要尊重哥哥」長幼有
序的觀念，同時，尊師重道、
尊敬長輩的觀念她也通過實際行
動培養，每逢假期便會探望老
人，「我會請子女為老人斟茶、剪
指甲、抹面等，通過他們的手交家
用給老人，多謝老人的幫忙，使他
們知道給長輩家用是一件無比正常
的事情。」即使現在老人已過身，
即使不是大家姐，她仍提議兄弟姐
妹至少兩個月相聚一
次，輪流做東，增進
感情，「這也是在為
子女做榜樣，他們
會學習我的做
法，時常相
約表兄弟
姐妹

一起食飯。」
車淑梅憶述自己的母親好識

得愛錫人，小時自己曾經打爛傳
家之寶古董花樽，即刻打電話給媽
媽，媽媽的第一句話並不是責備，
而是詢問她是否受傷。融洽的家庭
氣氛自然會使得家庭成員關係更為
親近，在充滿愛的環境成長，她的
兩名子女自小多溝通，至今也互相
扶持鼓勵，「家庭氣氛好，小朋友
才會乖，家嘈屋閉使得小朋友喪失
安全感，讀書也無法專心。」眼見
子女逐漸成家立室，車淑梅堅信，
自己對子女的愛與教導，可以延續
至孫輩，一直延續下去。

■■車淑梅帶子女去圖車淑梅帶子女去圖
書館時書館時，，會由他們自會由他們自
由選擇圖書閱讀由選擇圖書閱讀。。

■■車淑梅一家人常出外共遊車淑梅一家人常出外共遊。。

■■車淑梅善於培育子車淑梅善於培育子
女女，，分享教育經驗分享教育經驗。。

■■車淑梅一對車淑梅一對
子女與婆婆關子女與婆婆關
係甚好係甚好。。

■■車淑梅一家車淑梅一家

人融洽的家庭人融洽的家庭

關係也是教育關係也是教育

成功的因素成功的因素。。

■■女兒女兒（（左二左二））在麻省理在麻省理

工畢業工畢業，，車淑梅與丈夫張
車淑梅與丈夫張

文新文新、、兒子家瑋兒子家瑋（（右右））全全

家人觀禮家人觀禮。。

教子有方系列（之二）

■■車淑梅在家中常保持良好心
車淑梅在家中常保持良好心

態態，，笑着面對子女笑着面對子女。。

■■車淑梅帶小孩車淑梅帶小孩
外遊時不忘教育
外遊時不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