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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遙遠路莫怕它，重重障礙莫怕它
鍾校長：「還記得，1989 年樂道中學從何文田搬到現在的沙田校

舍。1993 年，我在沙田校舍擔任了兩年副校，然後
就一直擔任校長，直到 2016 年退休，可說是一直
見證著樂道的成長。現在細細回想，確是經歷了
許多變遷，讓我最記憶猶新的就是教育改革，千
禧年後，學校需面臨課程改革，尤其是新高中課
程，對於我們來說挑戰很大，例如如何調動教師
人手、適應課程以及推行新的教育政策。但無論
面對任何困難，有賴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一起負
重前行，一步一步，總算度過難關。在課程方面，
我們也積極推行校本課程，促進學習，我們也參與了香
港大學的教師合作計畫，提升老師的專業發展，也有助學
校更良好地發展。」

蔡校長：「我覺得樂道中學的特色，就是『師生齊心』，這是令我深深感動的。驀然回首，
還記得在我擔任校長的時期，學校開始引入南亞裔學生，我們深明南亞裔學生所面
對的挑戰，也盼望他們能在樂道中學找到自己的熱愛，發揮所長，為未來鋪路。其
次，不得不提的便是 2019 年的社會事件了，無疑，這對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
擊。雖然社會情況混亂，但在學校，我們仍然向學生強調「尊重、友愛、平等」的
價值觀，也十分感謝當時老師們對學生的陪伴與關懷，走過艱難一刻。最後，讓我
最難忘的，便是學校爭取到翻新籃球場以及外牆油漆的工程，遠遠望去，整座校園
變成了一抹明亮的淺藍色，與夏季校服相映，也成為了樂道中學的主題顏色，令人感到
朝氣蓬勃。」

王校長：「這幾年確實頗為艱難，在蔡校長面對社會事件後，我也隨即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無疑，
疫情為學校帶來許多變化，還記得那段時而停課時而復課的日子，確實令我們措手不及，
更要絞盡腦汁思量如何安排課堂時間及課外活動等。在面對急速的轉變下，作為校長，沒
有前人的經驗可跟隨，須果斷下每一個決定，期望能制定最切合學生學習需要的安排。再
回想起那段日子，換個角度思忖，在艱難中磨練，更能令人茁壯成長，不如說是一個讓我
上了寶貴一課的「速成班」吧！而第二個挑戰，作為新任校長，面對陌生的環境，也需
要花時間適應。初到學校，我首先要細閱學校歷史，交接工作，更要思量如何凝聚同事，
如何帶領老師們一起向前，怎樣的安排才是最適合我們的學生等，都是作為校長面對的
重要課題。來到樂道中學，看到同事們，我也很喜歡這樣的配搭，我們有資深前輩的經
驗與智慧，也有年輕同事的幹勁與創意，期望大家能並肩作戰，一路前行。」

憑著神的愛，踏遍刺腳的彎路
鍾校長：「首先，我要衷心感謝神的恩典與祝福，在面對艱難的日子，

神一直沒有離開我們，帶領我們度過難關。其次，也有賴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在面對收生不足的問題下，老師們也
十分齊心，想方設法做好每一項宣傳工作，走過的每一步
確是不易，但最終都能按照我們的意願前行。最後，希望
學校能積極傳福音予不同學生，就算有些學生沒有宗教信
仰，相信也能為他們埋下種子，日後可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蔡校長：「即使面對艱難時刻，我們在神的帶領下，學校總能度過難關，
甚至發展得越來越好。其次，我也要感謝老師們的齊心協力、患
難與共，這也是我從未遇見的一種凝聚力，令我十分動容。大家做好每一項宣傳工作，
在不同的崗位各司其職，默默付出。最後，我也很感恩家長對學校的支持，他們與學校
有很強烈的連繫，熱衷參與學校的事務，同樣地，在與不少家長的對話中，他們也很感
恩學校對兒女的栽培。」

「當我們前往樂道中學時，沿途與學生擦肩而過，看見他們的校服明亮整潔，挺拔充滿活力的身影，微
笑地與我們點頭打招呼。」鍾校長及蔡校長異口同聲地說道。甫走進校長室，便聽到三位校長侃侃而談，
伴隨著爽朗的笑聲，細呷一口清茶，暫時從繁忙的工作中抽離。

這天，兩位前任校長——鍾呂傍校長及蔡康年校長特意回到我校接受《樂道人報》的採訪，與王校長
進行了一次對話。他們分別在不同時期擔任校長，適逢其會，在這天相遇，一起分享帶領學校的經驗
及昔日的校園點滴。

鍾校長：「時光荏苒，一退休便六年了，看見校園的硬件設施進步了許多，學生們也很開朗很
有活力。同學們謹記積極發掘自己的興趣，也希望老師盡心教導及愛護學生。願神繼
續祝福樂道中學，能有更好的發展，與師生一起共度難關，盼望學校不僅有六十年，
更有許多個十年。」

蔡校長：「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都
是神創造的，每個人都有長
處和短處，要學習揚長避短。
我認為樂道中學的每一位學
生，都是未被雕琢的鑽石，
在遇到困難時，其實就是一
個雕琢的過程，塑造自己的
過程或許會很疼，但最終你
能收穫一個更好的自己。」

王校長：「最後，我以校慶主題作個結
語吧！首先，希望老師與學
生明白很多事情並非必然，
我們要學會感恩，才能成為一個幸福的人。其次，神以祂的愛緊緊連繫著師生，期盼
學生能幸福快樂地成長。最後，在面對未來的難關，期望學生能找到同行者，神與老
師也會一直陪伴大家前行。」

王校長：「首先感謝神帶我來到樂道中學，我相信來到這
裡是神的旨意，我也明白沒有退路，路途雖有
艱辛，但不妨暫時歇一歇，再調整心態出發。
另外， 也 很 感 謝 蔡 校 長 開 展 的 教 職 員 祈 禱
會，我也十分喜歡由校長帶領祈禱的這個傳
統，校長可以與一眾基督徒老師分享不同信
息，同時，大家也可在祈禱會上為學校祈禱。
在艱難的日子裡，我們更要同心倚靠神，我
相信清晰的召命及大家的祈禱能幫助我們度過
難關。」

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在整個訪談過程中，三位校長不吝與我們分享寶貴經驗，更笑說當年趣事。結束後，王校
長帶領鍾校長及蔡校長參觀校園新落成的設施，更與老師們分享生活點滴，一同拍照，定
格美好瞬間。不久後，鍾校長便要返回澳洲，蔡校長也要奔赴繁忙的工作，樂道師生祝願
您們一切順遂！

後
記

6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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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校長交流寶貴經驗

與校長們分享樂道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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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資助中學
經過廿載的努力，配合當時的社會需要，樂道中學在 1982 年成功由私校轉為由政府資助的中學。自此，學校的
資源增加，無論在人手編制，還是硬件配套，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至使我們能提供更穩定、更優質的教學。

家長教師會的成立
樂道中學一向重視家校合作，因為我們深信家校合作能把教育效能提升。
學校提高了透明度，家長就更清楚了解同學的成長，而家長教師會於

1996 年成立，亦是樂道中學
與家長緊密連繫的印記。

「高踞靈丘」

樂道學校

遷校沙田誌

不同年代的家長教師會

新翼落成

1962 年創校於何文田

孫博士親臨「孫秉樞博士堂」
冠名典禮

遷校至沙田大圍
在 1989 年，因應沙田新市鎮的發展，加上政府覓地興建香港
公開大學（現稱香港都會大學），樂道中學接受政府的建議
遷校至沙田美林邨（現址）。學校又要重回開荒牛的階段！
不同的是，當時沙田新校與位於何文田的舊校同時並存，要
兼顧舊校行政的同時，亦要為「新居」作準備，可想而知難
度有多高！而全新校舍需要更多、更新的設備，我們便要「由
零再開始」，所以沙田新校舍開始時是只開辦部分班別，之
後便紮根於沙田至今了！

新翼落成
隨著學生數目的上升與教學趨向多元化，原本的校舍不敷應
用，於是學校便著手擴建校舍，更於 2005 年學校善用政府的
資助，興建了新翼部分。新翼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設施，讓學
校的教學更能與時並進，現時的一樓教員室、圖書館、校園
電視台、電子科技室及宗教室就是位於新翼。

孫秉樞博士堂的冠名
孫博士對樂道中學貢獻良多，一向以來
對學校發展大力支持，例如在 2004 年資
助學校成立中樂團，資助有需要的同學
購買樂器，啟發他們對音樂的探索，更
在近年支持本校成立劍撃隊：而且孫博
士更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及出席本校的
活動，故此，本校禮堂於2016年冠名「孫
秉樞博士堂」以感謝他多年來對樂道中
學的付出和支持。孫博士雖然在 2021 年
12 月離開了我們，但他的身影永遠會留
在我們心中。

60周年校慶
論語：「六十而耳順。」意思即是說聽到對方
的言語，就能了解當中的意思。以此套用在學
校的辦學上，樂道中學辦學至今 60 周年，本著
積極進取，與時並進，感受社會脈搏，積極在軟
件和硬件力求進步，為大眾提供關愛、優質的教育。
60 周年，既是里程碑，亦是未來的起點！

感謝孫博士多年來支持樂道中學發展

曾健和校監

創校
樂道中學是由樂道會於 1962
年創立，其前身為樂道會轄下
的樂道學校。樂道中學現存校
歌歌詞中的「高踞靈丘」，就
是記載了樂道中學於何文田佛光
街與牧愛街之間的小山丘上的歷
史。創校是「由零開始」，過程
當然十分艱辛，當時有個別級別
達八班之多，以其時校舍的設備

及教師編制，可以想像到是十分吃力，但當時本著無懼艱辛的精
神，樂道中學就此開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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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動、自學、自主

三、注重身、心、靈健康

學校大力推動 STREAM 課程

                 積極參加有關 STREAM 的比賽  

以宗教教育陶冶同學

STREAM 課程啟發思維

有健康的體魄應付日常生活勞動，我們更要注重健康的心與
靈，「心」所指的就是精神健康，而「靈」所指的就是信仰及
價值觀，三者存在著互動的關係。樂道中學一向積極推動基督
教教育，近年更拓展至高中課程，讓一眾高年級的同學除了應
付公開考試以外，更能以信仰護航，令他們的精神健康變得更
安穩，擁有正確的信仰觀，也有助同學的心靈得到健康，學校
更推動不同宗教活動，讓同學身、心、靈得到健康發展。

二、正確的價值觀

早會傳揚正確價值觀  

社會發展的同時，亦充滿誘
惑與陷阱，要做一個守法，
正直的人便就要時刻警醒。
樂道中學一向強調「品格
伴一生，端正樂道人」，
讓學生明白良好的品格的
重要性。我們會以「多重
進路，互相配合」模式推
展德育教學，當中包括以
強調四個首要培養的價值
觀和態度，即守法、勤勞、
同理心及尊重為骨幹，配
合課室教學，學科活動，

及至班主任課潛移默化地勸導學生堅守正道；另外，又會安排
在早會、周會、強化班級經營等活動及項目深化正確的價值
觀，加上課外活動與交流、領袖訓練、制服團隊等以不同角
度宣揚品德的重要性，讓同學明白「想做」與「應做」的分別，
使他們成為「端正樂道人」。

賴顯榮主席

鼓勵使用不同的教學法加強教學效能

推動不同活動營造良好氛圍

社會節奏急促，新的知識每天都在產生。今日的新知識轉眼就成為過
去，我們不能墨守成規，相反要與時俱進，要因應社會的變化而改變
學習模式，讓自己合乎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有了這種動力，下一
步就要學得其法，尋求一個既有效率又有效能的學習方法，然後就是
自主，在眾多新知識中選取自己最具興趣的加以鑽研。樂道中學未來
五年學校發展計劃當中，在學與教方面，首先就是照顧同學的學習自
信，因為同學只要相信自己「能學」才能向無盡的學海邁進，要建立
學習的自信就與適切的學習方式相輔相成，樂道中學積極推動混合式
學習 (Blended Learning)，讓同學在學習課程知識同時，輔以來自不
同媒介帶來的學習體驗，一方面引證所學，一方面拓闊視野使教學事
半功倍；而「STREAM」教學則與近年大行其道的科研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課程當中包括了不同的科目知識，例如科技科、科學科、音
樂科、數學科等，透過指定的任務學習不同的知識。

當同學確立「學習成自然」的習慣，他們就能夠在眾多層面中選取某些範疇加以鑽研，所以增廣見聞尤其重要，
有鑒於此，我們今年引進了「未來技能培訓課程」，讓同學在在學期間對不同的技能已有一定的涉獵，例如電子
遊戲程式、攀石山藝課程等。當然由於疫情而停頓的考察活動亦已準備就緒，好讓同學擴闊眼界，能在眾多知識
中及早自主學習，配合社會的需求，才能好好計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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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振強
1989 年樂道中學畢業生
布拉福大學工商管理及數學榮譽理學士
英國倫敦大學 – 法律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 – 法學專業證書
現職：執業大律師

今年是樂道中學成立六十周年，能夠在香港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中走過一個甲子著實不容易，我很榮幸
能夠以樂道人的身份，與大家分享過去我在母校的點滴。

我與樂道中學的緣份始於八十年代，當年我到母校升讀中四，除了認識了一班終生的摯友外，我很感恩
還遇到了尊敬的鍾呂傍校長。鍾校長經常向同學們講解校訓「誠信好學」，引導我們了解到學習背後的
真正意義，以及「誠信」在待人處事中的重要性，希望我們思考一下究竟如何做一個「人」。鍾校長對
我的成長有著深遠的影響，後來我在廉政公署工作，更深切體會到誠信的重要，在社會工作多年，我遇到
了很多聰明能幹的人，他們往往難抵金錢的誘惑而在工作上弄虛作假，從而招致了或大或小的麻煩，這正
是因為缺乏「誠信」來規範自己。現在身為人父的我亦以此教導兒子，希望透過我與母校的連繫，把「誠
信好學」這個優良的信念傳承給後代。

樂道中學盛載著我青年時代的回憶與感情，雖然畢業已三十多年，但我與母校的緣份從無間斷，更有幸曾
經擔任校友會主席，我期盼繼續與母校並肩同行，為其未來的發展出一分力。

楊永恆
2003 年樂道中學畢業生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系

現職：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註冊會計師）

在樂道中學畢業快二十年，但感覺情沒有變

淡，反而是更濃，與學校、老師及校友的

連繫從不間斷。感恩我與弟弟永業都是樂道

中學的一份子，有幸一齊在樂道的大家庭成

長。我和弟弟現在都能成為註冊會計師，實

有賴當年老師對我們的栽培，以及我倆秉承

校訓「誠信好學」的成果。在此祝賀母校鑽

禧校慶，同時希望能與母校及各位校友、師

生同行互勉！

楊永業
2009 年樂道中學畢業生

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系
現職：星展銀行協理副總裁 ( 營運風險管理 )

        （註冊會計師）

畢業多年對母校的感情依然很深厚！樂道中學是一所充滿愛
的學校，老師都會很關心每一位學生，因應學生的才能幫助他
們各展所長。還記得在我預科的時候，學校給予我很多做領袖
生及司儀的機會，更有幸在大型公開比賽中擔任司儀，對我在
往後的事業上也有所幫助，很感激母校對我的栽培！更令我感
到難忘的是當時的校友會主席尹振強大律師給我在他的事務所
實習，體驗職場環境，感恩有這份連繫，令我能及早確立目
標，立志成為專業人士。在此懷著感恩的心祝賀母校鑽禧
校慶，祝願母校作育英才，桃李滿門！

劉俊業
2003 年樂道中學畢業生
多倫多天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現職：青少年事工傳道人

感恩樂道中學踏入六十周年，作為校友一份子，
見證著母校栽培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實在感
到驕傲！感激樂道中學對學生的全人發展，讓同
學在身、心、靈得以健康成長！樂道中學在過去
多年，定意把基督教信仰融入在教學當中，讓全
體師生能經歷上帝的同在，並一同跨越種種困難
和挑戰！上帝的恩典足夠我們使用，但願樂道中
學繼續秉承校訓「誠信好學」的精神，繼續為香
港培育更多有素質的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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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Yeung Chun Yu, 
Greg (楊震宇 )

Year of Graduation : 2004 
Qualification: 

Bachelor of Nursing (2008)  La Trobe University, Victori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raduated in MB BCh BAO in 
2020, first Hon, valedictorian) 
Present job: Doctor, practising in UK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LTSS on your 60th anniversary. Happy Birthday! 
Secondary school is always the best of times in my life. LTSS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my success today.  Teachers and friends were amazing.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guidance when I was confused and had doubts about my future after 
the public exams. I did not get good grades in exams and the teachers didn’t give 
up on me. They taught me that if I had a dream, I should follow it and never give 
up. My perseverance has paid off. I am now a doctor saving lives and helping 

peopl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LTSS every success in 
your relentless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Chiang Yu Ching, Idy (蔣宇菁 )
Year of Graduation :1984

Qualification: 
BA (Hon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ent job: Project manager

A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s 60 years of anniversary.

Times flies, 38 years since I graduated.  My high shool time at LT was short, only two years.  However the best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I met there have been 

my friends since then.

Andrew Mak, we all called him Fat Class Prefect, and I have been best mates since leaving LT.   Andrew later completed his university degree in Australia, and 

I also completed my university studies in England. Andrew is now married with two lovely girls and settled in Sydney, and he works as a professional in one 

of the Australian’s four biggest banks.  And I have also settled in Australia, living in Melbourne and working as a project manager in one of the major global 

superannuation service companies. 

Someone I also want to mention is my former history teacher, Chung Sir (Former LT Principal) who I met again in Melbourne after 30 years.  As we both now live 

in the same city, we catch up frequently.   Life is unpredictable, I have also met many former LT students in Melbourne  and Principal Chung’s  house has become 

the  LT Australia Alumni gathering center.   Occasionally I talk with Chung Sir about the history book “East Meets West” and interestingly  enough we both  live in 

the western country.  Isn’t it amazing?  

Thank you Lock Tao, you have provided me with an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my secondary stud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 have met so many good friends 

and teachers.  Perhaps I would like to pass my life wisdom to all LT students … Don’t give up, and be yourself.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that makes a dream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fear of failure.” —Paulo Coelho.

Kan Shuk Wai, Viola(簡淑慧 )
Year of Graduation : 2002
Qualification : Bachelor Of Pharmacy (Honors) in 2009 at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Present job : Director of Locumcentral Recruitment Company and Co-founder 
of Locumcentral Compounding Pharmacy 
As we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 (LTSS), and as we congratulate ourselves 
for what we have achieved under different and at times,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re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principles that inspired the founding of this great institution sixty years ago this year.

LTSS has taught me integrity, honesty and morality. The teachers at LTSS shared the same visions and values and 
all contributed towards my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y provided me with the tools and knowledge 
necessary to discover and unleash my strengths and become the best global citizen that I can be. I pride myself on being 
a highly moral and ethical person and ensure my work reflects my personal values.

I have been a Director of a very successful recruitment company for pharmacists in Australia for several years. In 
November 2021, I secured the approval from the pharmacy board to establish a compounding pharmacy in Melbourne. 
My ambition is to provide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tailor-made and affordable to people within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 has paved my path to where I am today. Happy 60th anniversary and I wish the school will continue 
developing more amazing citizens, making the societ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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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間基督教學校，本校尤其重視宗教教育，著重以神的話語來教導學生，盼望學生能在基督教教育與氛圍下，明白上
帝的愛，接受真理薰陶，從而建立正確價值觀。因此，本校積極推動校園宗教活動，培育同學們的靈性，盼望他們將來能
夠遵行神的話，在社會上發光發亮。

為培育學生的靈性，本校在中一至中五級開設宗教教育科，中一及中二級更另設宗教活動課，以小組團契形式進行，由基
督教樂道會沙田堂何文志傳道、副校長及老師帶領參與。本校採用科組協作模式建構校本宗教活動課課程，由宗教事務組
與宗教教育科緊密協作，希望藉多元化課堂活動教導學生認識聖經真理，向學生灌輸正確的人生態度，建立基督教的價值
觀。

此外，本校亦與外間福音機構「愛基金」合作，邀請義工團隊到學校以分組討論、互動遊戲形式進行課堂，加強學生溝通
的能力，同時鼓勵學生多發問、多分享、多討論，反思信仰的意義。

本校設多元化宗教活動，積極推廣基督教信仰，望學生能認識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當中包括高中團契、基督徒老師早會分
享、「種籽培訓計劃」、聖誕節及復活節節期活動、福音周、福音營等。

高中團契對象為中三級或以上同學，每級各有一個團契，由基督教樂道會沙田堂何傳道及團契導師負責，鼓勵他們出席高
年級學生團契活動，讓學生對基督教信仰有更深認識。

「種籽培訓計劃」目的是希望透過不同的課外活動，培
訓中三至中五級的學生成為校園學生團契領袖，按著聖
經真理，幫助青少年展現領袖才能，實踐傳福音使命，
學習承擔責任，關懷社區，成為擁有美好品格的人。

此外，本校每年分別會舉辦福音周、福音營，透過攤
位遊戲、詩歌分享、團體遊戲、歷奇活動、嘉賓生
命見證分享等活動，向全校學生傳福音，傳遞愛的
訊息，延續校園關愛文化，鼓勵大家彼此相愛，
彼此守望。

盼望每一位同學都能在短暫的中學生涯裏，感受
到上帝的愛，從而活出精彩人生！

 

基督教樂道會沙田堂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祢的話。」

老人院義工服務 社區關懷行動－師生一同清理颱風襲港後的垃圾和樹葉

福音營

宗教教育科課堂 - 外間福音機構愛基
金義工進入課堂進行分組討論

宗教教育科課堂 - 製作環
保口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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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營

學校除了為同學提供各種豐富的 STREAM 課程外，這幾年，也積極參與不
少 STREAM 活動，以下為部分活動的獎項：

學年 活動名稱 獲取獎項

2022 RoboMaster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 全港 32 強

2022 第二十四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STEM 學校 優異獎

2022 國際青少年創科奧林匹克大賽 2022 : 
無人機比賽 最佳合作獎

2021 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大賽 ( 時裝科技 ) 初中組亞軍

2021 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大賽
( 流動應用程式開發 ) 高中組亞軍

2021 《香港中學 IT 知識網上問答挑戰賽》 銅獎

2021

AiTLE x HKIMT : STEM x Marine Vehicle 
Design /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 | 
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 / 制作比賽 - 設計
軟件使用和水下航行器設計基礎工作室

速度大獎亞軍； 
建造大獎最佳功能獎；

設計大獎優異獎

2021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 ‧ 學校夥伴嘉許計劃 2021 金章

2021 全港中學生手機 GAME 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

2020 線上健康學生戲劇大賽 季軍、優秀演員獎

2020 網絡安全創意提案競賽 金獎、銀獎

2020 「AI 挑戰 x 斜坡安全 - 
AI 應用工作坊及比賽」- DeepRacer 季軍

2019 SunTech 香港小網紅大賽 專業評審大獎冠軍

2018 澳門 20 道風味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 優異獎

2018 HKUST EV Winner Camp Programme 冠軍

2018 Makeblock X Enjoyneer 全港中小學射擊專
家大賽 2018 中學組冠軍

2018 Project WeCan x HKUST Best Teamwork 
Award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 2018 初中組季軍、金獎

配合樂道中學發展 STREAM 教育的方向，本校善
用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近二百萬港元改建了三間科技學習

室，當中包括食品科技室、創新科技室及電子科技室。除添
置尖端電腦外，更因應不同的學習需要，增設多樣設備，例如 

RoboMaster、小型機械人測試場地、Lego & Sphero 等…

食品科技室

電子科技室

電腦學習輔助室
(Mac computer room)

創新科技室

RoboMaster

電腦學習輔助室
(Windows computer room)

本著基督教的精神和培養同學對「美」的追求，本校在 STEM 的基礎上加入「R」
(Religion) 及「A」(Art)，成就了我們學校特有的「STREAM」課程，這除了有效
培育同學的心、智、靈各方面發展，更有效開啟同學的自主學習大門。
「STREAM」課程會涵蓋本校整個初中課程。在中一級課程中，同學會製作一個

Ukulele，當中涉及多個科目，包括科技教育科、視覺藝術科、
音樂科及宗教教育科； 在中二級課程中，同學會學習布袋

及吊飾設計及模具製作，同學會用上視覺藝術科所教授
設計概念，加上數學科對尺寸的精準度及有關比例的知
識。而模具製作則糅合科學科及科技教育科的知識製作
香皂。至於中三級的課程，重點項目是製作水底機械人。
這是一個進階的課程，希望藉此了解科技發展對環境的
影響，課程還涉及物聯網及人工智能等課程，使學生嘗試
應用不同科技及思考有關科技對未來社會的轉變。

課程著重探究精神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STEM 教師
優異獎及「2022 大灣區 STEM 卓越獎 ( 香
港區 )」十佳教師優異獎得主

— 郭嘉莉老師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提出的
學習指南針 2030，「創造新價值」、「協
調矛盾」和「困境及承擔責任」的能力是
協助引導下一代駕馭生活和世界的三大高
階能力。郭老師希望在科學課程設計上加
強 STREAM 元素，裝備學生以上三大高
階能力，推動創新，鼓勵學生實踐所學，期望能裝備學生應付未來的種種挑戰。

郭老師表示將科技及數學等 STREAM 元素融入科學教育課程，不但能提升課堂
趣味，更能鼓勵學生「動動腦、轉轉彎」，藉此提升學生綜合解難能力。

她又表示：「把 micro:bit 編程、三維立體繪圖、三維立體打印以及激光切割
技術融合於科學教育課程，目的是讓學生在科學科有更多體驗，他們與未來
接軌。現時學校的科學教育領域課程內的教學活動不斷更新，當中加入大量

STREAM 元素，例如：分子料理、
水耕種植、風力發電機、電路迷
宮、太陽能電動車、彩虹手帕、環
保吸塵機及天然香皂等。豐富課程
不單希望提升學生的科學探究技
能，更希望學生有機會體驗更多高
端科技，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使學
生愛上學習！」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STEM 教師優異獎

2022 大灣區 STEM 卓越獎
( 香港區 ) 十佳教師優異獎

富基督教色彩的 Ukulele

以機械人為主題的課程最受
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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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髹上新色彩

師生同心協力繪製的 60 周年校慶壁畫

器械健體訓練中心

空中花園提供優美的環境

莊嚴的學校正門

設有尖端電腦的電子科技室

因應 60 周年，學校新增並重建一些設施，
使校園有煥然一新的感覺。除了禮堂——
「孫秉樞博士堂」將在十二月竣工外，新
設施已經投入服務，令樂道中學的校園更
臻完美！

設備齊全的食品科技室

簇新的禮堂

啟發創意的創新科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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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修息遊 
大家好，我是今年加入樂道中學的新老師鍾文財老師。今年我任教科學科。

自問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一定的求知慾，對於自己喜歡
的範疇 ( 數學和科學 ) ，除了閒時看看坊間的書籍外，更多時候，
我是靠觀看網絡影片來吸收新知識。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
我們是很容易獲得知識，但要將知識變成自己的知識和智慧，
也需要自己向前踏出一步，自己去搜尋，然後學習、解難、
記憶，親力親為，才可以將知識內化成自己生活，甚至是生
命的一部份。

希望從這個學年開始，我可以跟樂道的學生們一起學習、一起
進步。

風雨兼程 
大家好！我是任教中二及中三級科技教育的嚴靖儀
老師。初來乍到樂道大家庭，除了要適應新環境，
也很感恩身邊有很多天使扶持我，給予我溫暖。閑
暇時間，我會相約知己出走，用鏡頭紀錄每個精彩
瞬間；又會沉醉於手工藝的世界，既磨練耐性又能
訓練一雙巧手。

媒體背景出身的我深知道轉戰教育界是不簡單的功
課，但憑藉一顆熱切渴望與青少年成長的心，我願
意「踏上這無盡旅途」。同樣，我相信每位孩子都
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路，無論路途有多崎嶇、艱鉅，
深信上帝總會派天使同行。願我能為他們奉上微小，
以自身見證激勵他們。

「唔好計算，行多幾轉」這話看似簡單，卻很是有
力。希望這句話能給予你一點力量，助你邁步向前！

鍾文財老師

一個令人期待又雀躍的一年
大家好，樂道人，我是阮文玉老師。這一學年，我任教中四、
中六班的數學必修部分及中四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如果你
們在學習上遇到什麼困難，歡迎找我討論啊 !

我熱愛教學工作，我既期待又雀躍能夠和大家一同努力，相
信本學年是充滿挑戰及期待的一年，期盼我們能締造共同而
又美好的學習經歷。

砥礪前行 
我是任教中文及中史科的洪恩婷老師，能夠於本年度成為樂道大家庭的一分子，真是既高興
又感恩。除了閱讀和運動外，我也十分熱愛旅遊，享受美食之餘又能探索風土人情。

對我來說，老師一直是一份「以生命影響生命」的事業，願我除了能成為同學們學術上的導
師外，還能成為其人生旅途上的同行者，和大家砥礪前行。

創新求變 
加入樂道中學這個大家庭已有一段日子，眼見學校在短短的時間裡不斷進行
翻新工程，重新塑造校園電視台、引入嶄新的 STREAM 教學設備、為師生
提供一個更優秀，更完善的教學環境。不斷求新求變，引入創新思維，讓身
為新成員的我加添了一份動力。

盼望樂道上下師生亦能創新求變，力求進步！

全力以赴 
來到樂道中學，發掘到不少新鮮的人和事！與
從前在電視台上班不一樣，於學校認識到各
位老師和同學仔，洋溢滿滿和諧的氣氛，又
有「書卷味」，眼光也變得廣闊，更見團隊
合作的重要。

作為今年學校新人，冀望能與你們一同努
力，同學們也找到屬於自己的路向，全力以
赴，做到最好！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Hi, I am Mr. Liu Wai Leong! It is great to become a part of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 I believe that a classroom should be a 
safe and caring community, where children are free to speak 
their mind, blossom and grow. I will use strategies to ensure my 
classroom community will flourish, like the morning meeting, 
classroom job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Teaching is a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your students, colleagues,  
and the community. This is a lifelong process where you learn 
new strategies, new ideas, and new philosophies. Over time, m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may change, 
and that's okay. That just means 
that I have grown and learned 
new things.

超越自己
大家好，我是任教數學科的馬榕清老師，很

高興可以加入樂道中學。我的興趣是閱
讀和跑步，最近亦嘗試練習飛鏢運
動。雖然一開始都未能取得好成績，
但在不斷練習下，準繩度有所改
善，成績比起初學時有進步。希望
各位同學在學習上甚至其他方面遇
到困難時都不要放棄，多加練習後
定必能提升自己。

阮文玉老師

洪恩婷老師

嚴靖儀老師

羅其康老師

廖唯量老師

馬榕清老師

隨著擴班與學校的發展，樂道中學積極壯大教學團隊，務求保持優良的教學質素。在此，歡迎今年加入樂道大家庭的「樂道新力軍」，
大家亦可趁此機會認識他們！

陳婉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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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致志   致勝之道」—
        劍擊訓練班

「凝聚互助 勇毅前行」— 中四級領袖訓練日

為栽培在學術上表現優異的學生及為學生在應考文憑試提供不同支援，本校學術發展組特此開展了菁英計劃，並於 10 月 11 日舉辦了菁英計劃第一次聚會。
當日，老師向學生簡介計劃內容及分享讀書心得，並向同學贈送打氣包。指導老師們也深入與各組同學交流，了解他們的需要及困難，更會為同學們提
供學業上、成長上、升學及就業上的建議，給予支援及鼓勵。

「去蕪存菁 步向至善」—
          菁英計劃 ( 第一次聚會 )

「秋高氣爽 師生樂遊」—
            旅行日

加油！樂道菁英們！老師分享寶貴建議

疫情肆虐多年，集體旅行變得珍貴，學校於 10 月 20 日舉
辦了同學期待已久的秋季旅行日，讓師生暫時放下書本，
隨心而行，探索大自然。當天，中一、二級同學來到青協有
機農莊，體驗搭建迷你炮架、製作葉脈書籤及農耕等活動，
一覽大自然好風光。中三、四級同學來到赤柱，漫步於海灘
及特色建築物間，更不忘打卡留念。中五、六級同學來到長洲，
品嚐一份香甜的芒果糯米糍，感受小島風情。同學在遊玩之餘，

也 拿 起 手 機 捕 捉 光
影，記錄美好瞬間。

S.1

本校在已故永遠榮譽校監孫秉樞博士的資助下，於新
學年為學生開辦劍擊訓練班，包括購置先進設備及服
飾，增聘專業導師教授劍擊技術，讓學生在學習過程
當中學會獨立自主、情緒控制、團隊和體育精神。
劍擊是一項既講求速度、反應，亦需要高度集中、
專注的運動，相信在這項運動的薰陶下，學生在成
長發展，必定得到莫大好處。

中四級同學在 9 月 9 日，於烏溪沙青年新村參加了由香港青
年協會舉辦的「領袖訓練日」。是次活動別具特色，著意塑
造同學們的領導素質，學會接納、關懷、承擔，成為一個追
求卓越、尊重、公平的領袖。活動內容豐富，包括：破冰活
動、解難活動及合作溝通遊戲等。同學們透過一系列的活動，
可以加強聆聽、溝通、解難及目標建立等領袖才能，同時亦
提升其自理能力，讓同學互相欣賞，更能增進友誼。最後，
由王志偉校長致辭及頒獎，結束整日的活動，相信同學都能
從中學會領袖須具備的特質，獲益匪淺。

本校特意購置先進設備及服飾於課堂使用

小領袖們獲益良多！

校長作活動總結 合作溝通遊戲 智「取」益力多

羅馬炮架製作

同學在課堂上親自體驗劍擊

同學認真地進行劍擊練習
導師在課堂上指導學生

S.2

S.3

S.4

S.6

派發心意滿滿的打氣包予同學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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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獲嘉許 與有榮焉—
      「沙田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數據分析 砥礪前行

樂道中學 6 位同學獲 2021-2022 學年「沙田區學
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頒發獎學金，獎學金由玉清
慈善基金贊助，以表揚他們在學業及品格行為的努
力及進步。

( 全港中位數得分為 3.6)

老師經常指出我們的
學習進展和問題。

本校得分
3.8

課堂上，老師經常讓
我們探索問題。

本校得分
3.8

( 全港中位數得分為 3.6)

學校積極培養我們的        
良好品德。

本校得分
3.8

學校積極教導我們如何        
與人相處。

老師能幫助我們解決成長上所
遇到的問題，如身心發展、交
友及學業方面等。

本校得分
3.7
本校得分
3.7

( 全港中位數得分為 3.8)

老師關心我。  本校得分
3.9

同學間相處融洽。

同學尊敬老師。

本校得分
3.9
本校得分
3.8

( 全港中位數得分為 4.0)

老師關心我的子女。  本校得分
4.1

樂意讓子女在本校就讀。

本校學生尊敬老師。

本校得分
4.0
本校得分
4.0

優秀班別 班中之班

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

3A 鄭紹光  3C 梁穎兒
4A 莊偉俊  4B 潘澍生
6A 黃卓琳  6B 何智文

  2
02

1-2
022 「優秀班別」比

賽
成

績

冠軍 亞軍
初中 1A 1D, 2A
高中 4A 5A

持份者問卷能協助學校進行自評，並促進學校改善和持續發展，因此樂道中學每年均會邀請學
生和家長填寫持份者問卷，教育局亦鼓勵學校積極向學生及家長匯報自評結果。以下是 2021-
2022 年度部分數據，當中有些項目得到家長和學生的肯定和認同，這無疑是對我們的鼓勵，
在此希望與大家分享：

良性競爭是進步的原動力，這
正正是樂道中學舉辦「優秀班
別」比賽的目標。去年，1A 
班和 4A 班分別奪得初中及
高中的冠軍﹐ 4A 班更以
全勝姿態勝出。得獎班別
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樂道
人的優秀面，當中在課
室整潔、校服儀容、守
時表現以及班際比賽等
等項目都有卓越表現，
成為各班的良好榜樣！

初中冠軍 1A 班 (2021-2022)

高中冠軍 4A 班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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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公開考試取得佳績，背後所付出的努力絕不簡單。「我還記
得中一入學時，我跟同學及老師的溝通都會感到非常大的壓力，這
是因為我的母語是普通話，加上英文基礎不太穩固，所以在社交與
學習都出現問題。」「幸而在中文堂時，魏麗玲老師不斷鼓勵我多參
加朗誦、演講，不但令我有機會鍛鍊說話能力，更能增強自信心。」「至
於英語，我著實花了不少功夫，回想初中時英語簡直是我的惡夢，我
曾經逃避它、害怕它，幸好在外籍英文老師 Mr Eric 的幫助下，教曉
我學習英文上的竅門，又為我制定了針對性的學習策略，後來在公
開考試的成功，有很大程度是歸功於他。」

最後周同學更寄語師弟師妹。「公開試的成功並非一朝一夕，特
別是英語，初中的時候就要有秩有序地累積相關知識。但與此同
時，同學亦要在初中時多享受課本以外的活動，例如班際比賽、
出外參觀等，在活動與學習中取得平衡，才能達到成功！」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學士 
周君釩同學

今年升讀嶺南大學中文系的何敏琳，她入讀樂道中學時所面對的困難與周同學十
分相似。「當入讀新的中學時，面對新的人和事難免會感到十分困惑。幸運地，我

遇上了好的同學，學校裏又有很多好老師協助我們適應環境。中學的確是一個社會的
縮影，初中時更是學會與人相處的良機，在這方面，眾多位老師提供了多方面的協助

使我獲益良多。」而英文科亦是敏琳的一個難關，「提起英文科，的確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難跨越的難關，我無論在自信心或是實際能力上都有所不足。學校為我們安排很多活

動，包括英語話劇、英語週，加上由大學生作導師的課後補課，全面營造一個良好的語境，
英語的難關就被遂一擊破。」

面對公開考試的挑戰，敏琳最想向誰道謝
呢？「趁這個機會，我要向兩位老師道

謝，一位是任教地理科的徐芷君老師，
在疫情期間，得不到師長實體的指導，

但徐老師仍用盡方法把練習交給
我， 為 我 批 改、 講 解， 令 我 對

地理科十分有信心；而另一
名老師，雖然他沒有直接

教導我，但在備試期間，
他 會 定 期 用 視 像 形 式

向我們作出鼓勵，又
就 我 們 溫 習 策 略、

温習時間表提出意
見， 這 些 都 令 我

們 感 受 到 在 文 憑
試前，我們並不

孤單！」

嶺南大學中文文學士 
何敏琳同學

疫情肆虐多年，本屆文憑試考生經歷了不一樣的高中生活，回校上課、課後愉快的聚會，多姿多
彩的課外活動，這些理所當然的校園生活，他們卻不能完全享受。幸而他們有著明確的奮鬥目標
用汗水換來美果。今天，他們不少已晉身為大學生，就讓他們分享奇妙的經歷，以及藉此機會向
同行的師長作出道謝。

顧      問：王志偉校長、劉慧儀副校長、莊書榮副校長

指導老師：鍾智聰老師、杜慧珠老師、洪恩婷老師、陳慧敏老師

學校地址：新界沙田美林邨

電話：2602 1000 

傳真：2692 7712

編輯委員會 學校資料 樂道 Facebook 樂道 Instagram樂道鑽禧校慶專頁

同學在面對文憑試難免會感到憂慮不安，也會為日後的出路、轉變感到徬徨，尤其在疫情下，所面對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以下分享兩個小錦囊。

一、充分準備更安心
首先，制定好溫習方案認真備戰文憑試是少不了的。同時，
同學可針對自身意願和能力儘早搜集相關的升學、就業資
料，並進行一系列的規劃，有清晰的資料在手，也較能安
定自己的心情。 

二、出路總比想像多
雖然難免會有不安，但也要提醒自己盡可能以正面的態度面
對各種有機會出現的情況，時刻提醒自己「選擇和出路比我
們想像中多」，適時可請教身邊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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