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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樂道中學特別的一年─「金禧五十週年」，學校於早一年已展開籌備
工作，作為學校緊密伙伴的家長教師會成員，我有幸參與多項慶祝活動，其中最
深感受的是金禧校慶感恩崇拜中的詩歌獻唱環節，獻唱者包括校長、老師、各級
同學、家長、教牧會友、校友，如此難得的組合非常有意思，一曲「天地讚美」
鍾校長在間奏時，代表學校向上帝發出感恩頌讚，令我深深感受到樂道中學五十年
來，雖經幾許人事變遷、風浪及困難，但蒙上帝施恩看顧，平穩過渡。而詩歌和諧
悅耳，情感澎湃歡欣，見証着學校的團結和上帝的祝福，好一幅美麗的圖畫，深印
我心！
我觀察到學校一直重視家校關係，家教會的活動必鼎力支持，希望藉着各種活
動與家長有更多的接觸和溝通，從而更多了解學生並有效地幫助他們成長。我們相
信關係的建立是互動的，需要努力耕耘的，無論是父母和子女、老師和學生、家長
和老師的關係，都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孩子們有穩定的情緒、高尚的品格、良
好的學習態度、正確的價值觀，都有賴家長和老師的互相配合，循循善誘，鼓勵支持，携手培育他們。
最近，家教會呼籲家長寫些心意卡給學校及老師，讓我們製作心意樹送給學校作五十週年紀念禮物，家長
和同學非常踴躍，收到幾百張心意卡，連同感恩崇拜的圖畫及來自家長對學校鼓勵支持的話，我意識到家校
關係已經穩固地建立起來了，實在是一件欣喜的事，我希望這個家校和諧的關係，能持續不斷，繼續發展，
使學校成為孩子們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感

回

恩

顧
鍾呂傍校長

感恩！本校由草創至今，已歷五旬，「你以恩典為年歲
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65:11)，撫今追昔，各
種的困難都是靠主的恩典勝過，我們的校史，就成了活的見
證。金禧校慶就是我們向主獻上的一份感恩祭。
日前舉行的金禧校慶感恩崇拜暨開放日得以順利完成，
實有賴主耶穌的恩典。籌備工作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中顯得格
外吃力，能夠圓滿完成，除了依靠一眾老師和同學們的努
力，家長教師會的積極參與亦不可或缺。各位家長在百忙中
能撥冗襄助並出席慶典，實在令本人十分感動，特此向各位
為慶典出力和出席慶典的家長致謝！
11至12學年轉眼逾半，將迎來困難重重的明年。因為社
會的急劇發展，少年人的心思與以往大不一樣，「老套」的
教學方法日見「落後」，各教學同工需繼續探索適時的教學
方法，以回應世代的轉變。此外，受中一適齡就學人口的下降所影響，來年的收生工作需全體同工加倍努
力，以期於洪潮中屹立不倒。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90:12)求主教我們靠恩典跨勝，亦
願與家教會各位成員繼續努力，為下一個金禧的豐收而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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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談 樂 道 「家長教師會」
感謝現任的家長教師會委員在百忙中撥冗接受本校樂道大使訪問。透過字裡行間，對於他們參與家教會的心情
和工作，相信我們可有進一步的瞭解。

樂道大使： 家教會舉辦
很多活動，委員也經常
要開會，所花時間甚多
決定擔任為家教會的委
，是什麼原因讓您們
員呢？
梁小美家長： 過去我都
有當家教會的義工，我
發覺做了義工有助我孩
些，所以就決定擔任為
子的成長和瞭解學校多
家教會的委員，令自己
與學校的溝通更加密切
就會更投入學校生活，
，小朋友
也有助他們成長。
嚴道俊家長： 我想更瞭解孩
子所就讀的學校，甚至
是孩子平常接觸不到的
自己時，就能讓孩子更
一面。當孩子問起
瞭解學校。另外，我都
會盡量抽空參加家教會
特別是一些大型的活動
的活動，
，希望能傳達「家校合
作的重要性」這信息，
他家長能踴躍參加家教
也
希望其
會的活動。
戴達強家長： 因為我的
孩子在這學校就讀，而
我又已離開學校一段時
的教育制度和學校現況
間，想更瞭解香港現時
，讓孩子有一個更快樂
和圓滿的校園生活，所
家教會的委員。另外，
以擔任為
小時候讀書時因生活迫
人，從父母而來的幫助
在自己有能力，就想多
不多，現
給孩子一些助力，也希
望作一個帶頭作用，讓
投入學校學習，更融入
孩子也多
校園生活，不要浪費學
習機會和辜負老師的苦
樂道大使： 各位成為家
心
。
教會委員已有一段日子
了
，
相
信
各
位
對
家
知道各位在過去的時間
教會都有不同的期盼，
作了甚麼具體的事情來
不
實踐這些期盼呢？
林盈秀家長： 我參加
家教會的活動已有四年
了，在不同活動中，我
類的活動，因為家長聚
比較喜歡參加家長聚會
起來時都喜歡聊聊小孩
這
子，不同的家長有不同
式，在當中可吸收不同
的教育方
的經驗，從而改善自己
與孩子的溝通方式，使
更融洽。
兩者關係
戴達強家長： 首先我
想多謝現屆和上屆的主
席，還有家教會的女士
很多時間和心力。我會
們，因為她們真的付出
盡量多參與家教會的活
了
動，因為我發現在活動
更瞭解學校，也更瞭解
中我不但
我的小朋友。家教會的
活動更能拉近家長和子
係，雖然父母每日都接
女的關
觸到自己的小朋友，但
家長和孩子通常都有一
的關係和相處模式，而
個固定
這模式往往成了一個框
框，使家長和學生未能
解對方；反而在活動中
更深入瞭
我們能走出這框框，更
瞭解對方。就如去年我
加了一個野戰活動，活
與
兒子參
動中我們成為了一個團
體，在活動中我不再是
親，他也不再是兒子，
兒子的父
大家是朋友，是伙伴，
我會聽他的意見，他也
意見，大家相處就更融
會聽我的
洽，我也更瞭解我兒子
的
想法。老師也能透過活
和學生的關係，在活動
動拉近
中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
和關係更瞭解對方，使
洽，更能好好教育小朋
家校更融
友。
樂道大使： 您們認為自
己參加家教會後有甚麼
改變？
梁小美家長：
參加家教會後，有助拉
近了我和子女、老師之
間的關係，將教導子女
能集中。例如和子女的
的方針更
班主任聊天，能夠瞭解
子女在學校的成長；當
他聊天時，關係會更密
我
在家與
切。在投入家教會的同
時，會感覺到自己與子
成長，甚麼事都會站在
女在同步
子女的角度為他們著想
，消除彼此之間的隔膜
林盈秀家長： 我認為
。
最大的改變就是增進了
與兒子之間的感情，大
從加入家教會後，我覺
家相處得像朋友一樣。
得我更瞭解他，在小孩
自
子成長的同時，我也會
跟著他和瞭解他。長輩
一步步的
和小孩子之間總會有一
段的距離，但現在我與
一樣，比較親近。
他像平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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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道俊家長： 參加了家教
會後，增加了我和兒子
之間的話題，亦能夠讓
學宗旨和瞭解兒子在學
我更清楚學校對同學的
校的需要。透過參與學
教
校的活動，能夠掌握得
校的成長狀況，所以參
更多兒子在學
加了家教會是好事。
戴達強家長： 參
加家教會後，我感覺到
自己投入了樂道中學，
更投入了兒子中學的學
感受到這裡的老師有愛
習生活。我
心，教學是積極、投入
的。樂道中學對我而言
校，而是兒子渡過人生
不單是一所學
一個階段的地方，與我
有很大的關係。兒子在
自己也在學校學習，可
學習的同時，
使自己更瞭解學校，學
習
到處事時要有不同的角
我又感受到兒子是欣然
度。此外，
地歡迎我參加家教會，
這可讓他更投入學校的
我這個爸爸是關心他的
生活，感受到
。
樂道大使： 在家長分享會
中與其他家長作交流，
對幫助管教子女方面有
自己的生活圈子呢？
沒有成效呢？能否擴闊
林盈秀家長： 經過不
同的分享會吸取了不同
家長的意見，我學會透
會從認識他的同學開始
過短訊或網絡與兒子溝
，
通。我
再
進
一
步瞭解兒子。
嚴道俊家長：
我和兒子的關係一直也
不錯，沒有太多的問題
。我的管教方法比較不
意去聆聽其他家長的分
同，但亦很樂
享，從中可以吸取不同
的
經驗。
樂道大使： 我知道您們有
些家長需要兼顧家庭和
工作，這是否會給您們
您們對家教會有甚麼期
負擔或困難呢？又請問
望呢？
梁小美家長： 我在上午
有做兼職的，同時我也
有去教會的習慣。這幾
與，我亦會參與家教會
年來我都是以協助的形
的祈禱會。此外，我希
式參
望有更多家長參加家教
在主席的帶領下，有很
會，這幾年來
多家長義工加入，所有
委員家長都很投入，大
絡，稍後訪問完我們會
家像家人般熟
去茶樓聚餐，我希望日
後
家長都像我們一樣投入
嚴道俊家長： 我期望有更
。
多家長凝聚一起，令家
教會的成效更顯著。只
即使不做委員也可出一
要家長與學校加強聯繫
分力的。
，
戴達強家長： 我也希
望會有多些家長參與家
教會活動或成為委員，
的參與率偏低。現時社
我認為現時家長參與本
會不斷改變，我們不能
會活動
像過去的時代一樣，認
的事，只要給他們找到
為讀書是小孩
學校，上課、守規都只
是小孩的事。其實，學
小孩學習的地方，也是
校不單是自己
家長學習的地方，我們
有責任和義務去投入學
校生活。

樂道大使：吳惠華同學
區少君同學
卓芷慧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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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心

長

聲
家教會前任主席杜珮銀女士

真高興，又感恩！大女兒兩年前在樂道中學畢業！小女兒就讀小學之時，已經嚷著要讀姐姐的學校，還說
道：「老師及校長都很友善，又和藹可親！如果將來在這裏上學就好了！」
她終於如願以償！感謝主的帶領，細女也步進樂道大家庭，由本年度入讀中一開學至今，細女每天上學都
很開心，我最意想不到孩子在學校適應得那麽快。不可不稱讚校方的安排，令同學的歸屬感和投入感都很強！
回想幾年前的校園生活，初嘗孩子升讀中學之時，自己的適應都有很大困難，幸得校方經常舉辦講座、工
作坊及與老師和社工面談的機會，我更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對學校的認識加深了，明白多了，便更放心把
一個一個孩子送進這校園。
透過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認識了一群熱心的家長，當中齊齊學習做義工、參加比賽、做推廣……一
切美好的經歷和體驗，都令人回味難忘！現在他們的孩子畢業了，家長們就成為互相幫忙、互相鼓勵的好朋
友了。

家長教師會的當年今日
本校家長教師會自1996年成立至今已超過15年，實在很感謝家長歷年
來的支持。其中有一位家長由本會創辦至今仍然不離不棄，積極參與本會
所舉辦的活動。我們今次很榮幸邀請到這位默默支持者─秦陳婉玲女士，
接受樂道大使訪問，藉此瞭解她對本會的看法和期盼。
樂道大使：秦太，您好！我們都知道您有兩位孩子都是在樂道中學畢業
的，他們已畢業了多少年呢？
秦太：時間真是過得太快了，這應該已有15年了。
樂道大使：請問您有否曾擔任為家教會委員呢？我們知道您很積極參與
家教會活動，可否談談箇中原因呢？
秦太：我就沒有擔任成為家教會委員，因為當時我有兩份工作的。但是我就比較喜歡參加家教會的活動，我常
帶孩子到處去做義工的，我就想透過這些活動令他們學習如何去幫助別人，就算出到社會，就算讀不成
書，我亦希望他們會自覺地去幫助別人。
樂道大使：在過去參與的家教會活動中有沒有印象較深刻的？
秦太：在美林村舉辦的「與您共迎新歲」及在美田村舉辦的「與您共迎聖誕」等活動當然印象比較深刻，因為
樂道會在這些活動中也設有攤位，而我自己也很投入幫忙。我覺得這些活動的氣氛很好，當時街坊的參
與度也很高，而校方、老師和學生也很齊心，大家都很團結。其次印象較深刻的活動就是家教會舉辦的
旅行活動，大家都很用心去預備。
樂道大使：您認為現在的家教會和當年的家教會有什麽分別呢？
秦太：早期的家教會比較少人參與，人也比較慢熱。但現在參與的人較多，委員亦較年輕積極，大家都不怕辛
苦。
樂道大使：現在您最喜歡參加哪些家教會活動呢？
秦太：現在我就比較喜歡參與家長分享會和講座，大家分享如何教育子女，商討子女的升學問題等。其實，大
家也很注重子女在學校的適應問題，這些講座令大家獲益良多。
樂道大使：您對現在或將來的家教會活動有什麽期望和意見呢？
秦太：期望就是希望有多些人參與家教會，令活動熱鬧些。此外，希望現在的家教會加強家長和學校的溝通，
令家長更瞭解子女在學的情況。
樂道大使：那您希望現任的家教會多舉辦哪些活動呢？
秦太：我希望他們多舉辦手工藝班、烹飪班、電腦班等。此外，現任委員林盈秀女士的普通話這麼好，也希望
她能開班教導我們普通話呢！

樂道大使：張梓華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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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鄉馬術學校親子燒烤樂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親子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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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分享會

家長自制天使掛飾致送予老師

家長電腦班

6

家長講座

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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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年家長教師會活動一覽表
日 期

活 動

29/10/2011

第十六屆會員大會暨親子自助餐

04/11/2011

召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

11/2011

家長義工招募暨分享會

11/2011

家長分享會(分享會約每月舉辦一次)

18/12/2011

參與「樂道與您共迎聖誕」(負責其中一個攤位遊戲)

06/01/2012

召開第二次常務委員會會議

02/2012

家長電腦班

25/02/2012

親子戶外燒烤樂

04/2012

與中英文科合辦閱讀獎勵計劃

21/04/2012

出版第十七期家長教師會會訊

21/04/2012

與學校輔導組合辦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05/2012

參與「家長也敬師」心意咭活動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名單及職務
主

席 ：周肖英女士（S. 4A 羅凱豐家長）

副 主 席 ：林盈秀女士（S. 4B李騏安家長）、李錦材主任
秘

書 ：戴達強先生（S. 2A 戴潤桐家長）、黃澤琪老師

司

庫 ：冼穎心女士（S. 1B 鄧梓楓家長）、袁惠梨老師

總

務 ：嚴道俊先生（S. 2B 嚴樂軒家長）、劉念恩副主任

聯

誼 ：梁小美女士（S. 6A 陳詠怡家長）、陳慧敏主任

執行委員
顧

：姜學嬌女士（S. 3A 宋振堡家長）、張潔玲副校長、
劉慧儀副校長、魏麗玲主任

問 ：鍾呂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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