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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裕娣主席

大家好！我是3B班詹健銓的母親葉裕娣。轉眼間，今年已是我加入樂道中學家

長教師會的第三個年頭，健銓也已經唸中三了。感謝主！讓我今年可以擔任家長教

師會主席，這不單讓我有所學習，也讓我更了解學校的運作。我亦因此而充當家長

的傳話人，將更多家長的意見帶進學校，與老師們一同為學生謀福祉。

每年舉辦的各種聯誼活動(例如大旅行)，都是樂道各位家長與孩子們增進感情

的機會。在家長分享會和家長祈禱會中，各位家長都暫時放下照顧家庭的重擔，一

同暢敘和禱告。孩子們在升中後都各自有不同的轉變，這些活動正好可以讓我們交

流意見，放鬆心情，同時也可使我們得到幫助和支持。家教會亦組織家長義工，協

助學校進行各項活動，如「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誕」、中學巡禮、學校家長日等

等。家長義工亦走進社區，關心街坊的需要。如在剛過去的「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

誕」活動中，我校的家長義工共編織了100多條圍巾，送給邨內長者，實在令人感動。

在家教會主席這崗位上，我深深感受到樂道中學對學生的無私奉獻和力求上進的態度，在此謹向鍾校

長、兩位副校長和全體老師致謝！此外，我也感謝各位家長撥冗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希望你們繼續踴躍參

與，甚至更進一步，加入來屆委員會，一起支持樂道的老師和學生，在主的恩典裡與大家一起分享，一起

學習。

長教師會的第三個年頭，健銓也已經唸中三了。感謝主！讓我今年可以擔任家長教

師會主席，這不單讓我有所學習，也讓我更了解學校的運作。我亦因此而充當家長

的傳話人，將更多家長的意見帶進學校，與老師們一同為學生謀福祉。

的機會。在家長分享會和家長祈禱會中，各位家長都暫時放下照顧家庭的重擔，一

同暢敘和禱告。孩子們在升中後都各自有不同的轉變，這些活動正好可以讓我們交

流意見，放鬆心情，同時也可使我們得到幫助和支持。家教會亦組織家長義工，協

助學校進行各項活動，如「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誕」、中學巡禮、學校家長日等

等。家長義工亦走進社區，關心街坊的需要。如在剛過去的「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

誕」活動中，我校的家長義工共編織了100多條圍巾，送給邨內長者，實在令人感動。

                                           鍾呂傍校長

家長教師會在過去的一年，真的不乏神的帶領。

素來關心樂道、熱心服務的家教會主席周肖英女士已於2014年末

卸任。對於周女士為樂道所作的貢獻，除了感謝之外，我在此寄予由衷

的祝福，願神親自報答她！周女士卸任後究竟由何人接任，家教會的委

員都曾為此擔心，幸而神為我們帶來了葉裕娣女士，讓她當選新一屆主

席。願神幫助裕娣，讓她可以勝任有餘，並使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互動和

合作更加緊密。

孩子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和學校，所以家長們和教師同工就仿如「輪流換班」一樣，為他們的

成長而一同努力。既然如此，為讓孩子們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加強家、校溝通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家長

教師會正是製造溝通機會的平台。她舉辦了各種活動，提供了不少與學生學習、成長和就業相關的資訊，

讓家長更了解孩子們的各種需要；而家長教師祈禱會更不時因應學生、家長和學校的需要而代禱；當然，

也安排了不同的聯誼活動，以增進家長與教師之間的感情。所以，家長教師會實在是家庭與學校之間的重

要一環，希望大家能積極參與家教會的活動，讓家、校合作無間，使孩子們健康成長。

孩子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和學校，所以家長們和教師同工就仿如「輪流換班」一樣，為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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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校長感言



                                           蔡康年副校長

感謝主領我到樂道
中學擔任副校長！轉眼
間已經接近五個月了。
樂 道 給 我 最 特 別 的 印
象就是有一群樂於參與
學校活動和支持學校的
家長義工。透過家長分
享會和家長祈禱會，不
同年級的家長能夠彼此
認識和一起關心學校的
需要。今年三月，家教
會在錦田鄉村俱樂部舉辦「親子燒烤樂」，家長、
教師和學生三者得以同場交流，歡渡假期，殊為
難得。而於四月的家長日，更邀請了資深電台主持
張笑容女士，分享從不同的角度反思管教兒女的方
法。樂道家長亦十分關心社區的需要，在剛過去的
十二月，本校在美田邨舉辦「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
誕」活動，家長教師會亦設有攤位，並派發近100條
由我校家長義工親手編織的圍巾。家長們總是身體力
行，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我在此感謝你們在過去一年
的支持！

我的身分除了是副校長之外，亦是兩名小孩的父
親；兒子今年五歲，女兒亦已是四歲了。無論我多麼
疲倦，當看見他們的笑臉，那種喜悅總讓我感到所有
的辛勞都是值得的。我對他們抱有很大的期望，一直
認為要把最好的給他們，所以我致力有系統地向我的
兒女灌輸知識，告訴他們甚麼是對，甚麼是錯。但後
來我發現，他們在我身上學到最多的，竟是我的日常
習慣(如：口頭禪)，而這些習慣大部分都是我無意而為
的，更不是我想他們學到的。這令我體會到「身教」比
「言教」更為重要。教養兒女是父母天職，無人可代。

要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家長和學校不能各自為
政，而是需要互相信任、合作和支持。我校現有不少渠
道促進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如家長日(每年三次)、
家長祈禱會、家長分享會、大旅行等，讓家長們可以在
輕鬆又愉快的環境下彼此交流，增進感情。

《聖經》的《詩篇》第127篇第3節說：「兒女是
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兒
女是神所賜的產業，我們都要盡父母的本分，不要輕言
放棄，但亦不要過分擔心。總而言之，就是學習把他們
交托給神。

會在錦田鄉村俱樂部舉辦「親子燒烤樂」，家長、

 陳子明老師

時為1997年，著名運動用品商NIKE旗下的「佐敦系列」

(JORDAN BRAND)推出了一個電視廣告：主角正是籃球界巨匠

米高佐敦。片段中他穿著畢挺的西裝，緩步走過球場的通道。

廣告中沒有慣常出現的球衣和球鞋，有的只有他一人的獨白。

“ I've missed more than 9000 shots in my career. ”  -  (我射

失了超過9000個投籃。)

“ I've lost almost 300 games. ”  -  (我輸掉了超過300場球賽。)

“ 26 times, I've been trusted to take the game winning shot and 
missed. ”  -  (我射失了26次球賽中最後關鍵性一擊的投射。)

“ I've faile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my life. ”  -  (在
我的人生中，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And that is why I succeed. "  -  (正因如此，我成功了。)

米高佐敦是籃球界的傳奇，於九十年代的NBA叱吒一

時，優雅的動作，持久的騰空力，場上關鍵時刻的表現……

在在都令到世界著迷。他的成功，影響了世界籃球壇的發

展，直至今天，他仍以職業生涯中平均30.12得分，佔據著

NBA歷史上績分排行榜的首名位置。以他命名的球鞋 “AIR 
JORDAN” 系列，直至今天仍大受歡迎，而且他更是眾多

七八十後男生的共同偶像。若說他是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籃球

員，我相信也沒有誰會有異議。

然而，成功的背後，原來他也曾經歷無數的挫折：中學

時代未能入選籃球隊；大學時代因球風太「獨食」而被教練

雪藏；挾著大學最佳球員之名，但被傳媒和球探評為「名大

於實」；1985-86年經歷嚴重傷患……面對無數的挫敗，他

不但沒有放棄，反而以超強的鬥志和自律，刻苦的練習，打

動了公牛隊的積遜教練，於球隊中信任他及重用他。終於，

在九十年代以他為首的公牛隊憑著著名的三角戰術，加上隊

友的配合和團隊精神，奪得了六次的NBA總冠軍。

在廣告中，米高佐敦不斷提到自己在場上的失敗經驗，

這正是他成功的關鍵。同學們，在你們的成長過程中定會有

大大小小的失敗經歷，但只要你們在過程中汲取教訓，勇於

面對自己的不足，把挫折轉成激勵，所謂的失敗，將會成為

你明天成功的基石。

在此寄語：先學會輸，才有機會贏。

有關廣告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JA7G7AV-LT8

由一個球鞋廣告說起

黃國明先生

我是  貴校中二A班學生黃弋家長。黃弋在2014年9月以前在廣東深圳市東湖中學讀初中二年級(2012年9月至2014

年7月)，各科成績中等，在學校各方面均表現優秀。黃弋在2014年9月開始轉入樂道中學，經過黃弋本人的努力，及學

校、校長、班主任和老師們的共同幫助下，黃弋在學習成績上取得很大的進步，各方面都能按照學校的要求達標。身

為家長，我非常感謝學校和校長的幫助；同時對黃弋能克服每天往返深港兩地讀書的困難，而感到非常的欣慰。家長希

望黃弋在接下來能繼續加強學習，遵守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提高學業成績，以更積極的學習態度去克服粵語教學的障

礙，多與老師、同學及家人溝通，在中二及中三年級中取得更好的成績。再次感謝學校、校長和老師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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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分享

家長心聲

家校合作
的重要



主　　席： 葉裕娣女士 (S3B詹健銓家長)

副 主 席： 楊   琳女士 (S3B練至仁家長)、衛敏琴主任

秘　　書： 楊   驪女士 (S4A黎翠怡家長)、陳艷嫻主任

司　　庫： 梁小嬌女士 (S3A鍾啟浩家長)、譚麗好老師

總　　務： 杜珮銀女士 (S4C陳希汶家長)、吳偉行老師

聯　　誼： 潘玉珊女士 (S2B譚景禧家長)、陳子明老師

執行委員： 黃海添先生 (S1A黃希柏家長)、蔡康年副校長、劉慧儀副校長、高勁翀老師

顧　　問： 鍾呂傍校長、袁大衛牧師

名譽會員： 周肖英女士、覃綺貞女士、梁小美女士、陳麗娟女士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及職務

黃海添先生 (S1A黃希柏家長)、蔡康年副校長、劉慧儀副校長、高勁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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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第十九屆會員大會暨親子自助餐

家長教師會家長義工頒獎禮



抽獎時間

英姿凜凜雄風赳赳

齊齊燒烤

踢毽同樂

獲獎幸運兒

親子燒烤樂

抽獎時間抽獎時間

河源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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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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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家長日

家長講座「家長如何培育成功的孩子」—朱志強博士

家長分享會及健康檢查

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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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也
敬
師
活
動

家長祈禱會 家長義工協助中二級縫紉班

家長分享會(賀年掛飾製作)



日期 工作/活動

16/10/2014 參與學校陸運會

01/11/2014 第十九屆會員大會及2014-2015年度常務委員會暨親子自助餐

14/11/2014 家長教師祈禱會(一)

14/11/2014 召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27/11/2014 家長分享會，家長義工聚會及招募家長義工

11-12/2014 協助接送參加朗誦同學往返比賽場地

06/12/2014 參與中學巡禮

11/12/2014 家長教師祈禱會(二)

20/12/2014 參與「樂道師生與你共迎聖誕」活動

08/1/2015 家長教師祈禱會(三)

08-09/1/2015 家長義工協助中一級河源考察

22/1/2015 家長分享會

12/2/2015 家長教師祈禱會(四)

07/3/2015 親子燒烤樂－錦田鄉村俱樂部

12/3/2015 家長教師祈禱會(五)

26/3/2015 製作敬師禮物

16/4-17/4/2015 家長義工協助中二級惠州考察

23/4/2015 家長教師祈禱會(六)

25/4/2015 與輔導組合辦家長講座：捉緊少年心-張笑容女士(電台資深節目主持)

4/2015 出版第二十期家長教師會會訊

4/2015 與中英文科合辦閱讀獎勵計劃

4/2015 參與「家長也敬師」心意咭活動

07/5/2015 家長分享會

21/5/2015 家長教師祈禱會(七)

22/5/2015 主席及委員出席樂道中學第51屆畢業典禮

25/6/2015 家長分享會

02/7/2015 家長教師祈禱會(八)

09-10/7/2015 中一新生註冊日(支援)

7/2015 家教會委員聯誼活動

23/8/2015 新生家長會(支援)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會工作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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