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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如梭，樂道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已21年
了。新一屆家教會的兩年任期又開始了，
首先我要多謝上一屆的家教會主席和委員們，
她們為家教會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和心力。
我很感恩五年來能成為家教會成員及擔
任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理事一職。回顧這些
年，我們同心協力舉辦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
動。每次不同的挑戰都帶來不同的收穫。當中
有很多活動片段都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校
家教會與蔡校長、家長、老師及同學，合力舉
辦了中學巡禮、升中博覽、家長也敬師活動、
美田社區迎聖誕、親子大旅行、親子聚餐等大
型活動，大家齊心一致地為本校拓展生源和持
續發展竭盡全力！
此外，沙田區舉辦的沙田學生家長大使計
劃也令我十分難忘。計劃服務的主要對象為長
期病患的年邁獨居長者和兒童長期病患者(癌症
兒童)。我校的同學在為期一年的服務中，既要
參與服務又要兼顧學業，對於他們而言，如何
分配時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同學們積極投
入以「桌遊」的活動方式，手牽手地帶領這些
長期病患長者和癌症兒童。當中有些同學為病
患者痛心流淚，有些因病患者的堅毅而歡呼。
病患者對生命的執念和希望，拉近了我們家

各位親愛的家長：

感

謝大家一直對學校的支持。樂道中學以基
督教教育為本，以愛與紀律作為教育的核
心。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的傑作，每一位同學
都是獨特的和可教的。學校是一個讓學生「全人
發展」的地方。教育講求愛，亦講求紀律，「嚴
而有愛」是本校教育學生所抱持的精神。學校刻
意地去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安排合適的活動，
讓學生的潛能得以發揮。無論是透過學術還是活
動，都希望讓學生能享受精彩的校園生活，愉快
而充實地學習和成長。在此我要感謝一群老師的
努力付出，亦要感謝家長們的熱心協助，讓學生
能在各人的愛護下茁壯成長。
我對學生的期望：
1.能對自己有期望和要求；
2.能找到自己的興趣和潛能，並加以發展；
3.能建立學習目標和習慣；
4.能擁有自律、自治、自學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5.能建立良好品德，對社會作出貢獻。

長、同學和病患者之間的距離，我們真切佩服
他們與病魔對抗的精神﹔亦發現身邊需要幫助
的人很多，為此同學們都有共通的心聲：「助
人為快樂之本！多一點愛、多一點關心，社會
就能變得更和諧！」
家庭是學生成長的避風港，學校是栽種與
培育學生的禾場，學校、家庭和孩子之間緊密
相連，彼此正在「深度行」，這種關係猶如一
張三角櫈子的腳，缺一不可。家校合作，與學
生攜手同行，更能為莘莘學子創造更美好的將
來。
最後，令我最難忘的是
去年，在樂道中學服務了35
年的鍾校長榮休。家教會十
分榮幸可參與榮休晚宴，見
證這珍貴的時刻。鍾校長有
容乃大，有教無類，為教育
勞心勞力，桃李滿門！在
此我謹代表家教會祝願鍾
校長退休生活健康快樂！
也祝願樂道中學師生身體
健康，恩典滿載！

我期望我的學校是一所：
1.榮神益人的學校；
2.强調校風和品德的學校；
3.學習型和成長型的學校；
4.能發揮學生和老師潛能的學校；
5.讓學生、家長和老師都感到自豪的學校；
6.家校合作的學校；
7.能回饋社會的學校。
本人和全體老師會繼續努力，讓每一位同學都能
發揮潛能，在愛和有紀律的環境中愉快地成長。
我引用《聖經》《詩篇》第127篇第3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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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盡我們的本
分培育他們，不要輕
言放棄。最後，謹祝
各位家長身體健康，
各位同學學業進步。
樂道中學校長
蔡康年謹啟

我對家長的期望：
1.跟學校建立互信的基礎；
2.跟學校緊密溝通；
3.積極參與學校和家長教師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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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贏在跑道上

莊書榮副校長

每

三年舉行一次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於去年十二月公布了評估結果：香港
學生在科學能力的排名，由去屆第二名下跌至今屆第九
名；此結果引起了教育界極大的迴響。

近年芬蘭的學生在PISA中的表現亦見下滑；她們的教
育部如此回應：「學校應該教育下一代學會生活必須的
能力，而不是把焦點放在搶救下滑的PISA分數。」我
十分認同她們的理念。「學習」是終生的事，「考試」
和「分數」並不代表一切，學生應着重學習的過程，當
中每一點的「付出」都是「收穫」。每當有學生問我為
什麼他的成績這麼差，我便會反問他們有否盡力？若已
盡力便不必顧慮分數的高低，若無盡力便應自我反省。

有意見認為新高中學制以「中、英、數、通」為核
心科目，與過往以「文理科分流」為基礎的制度有着根
本性的改變，以致修讀科學相關學科的學生比率明顯下
降；為此，不少人認為當局需重新檢視本港科學的教育
發展。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一個學生都有不同
的才能、天賦。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Howard
Gardner曾說，人的強項或天賦有許多層面，因為有多
元智慧的存在，我們必須持續找出「多元」的不同面
向，學校應該提供不同的素材和不同的教學方法，讓不
同的智能可以有發展的空間。我校其中一個發展方向，
便是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經
歷，使學習與生活結合。

早前我在香港大學進修時，聽到一位博士分享他
對香港於PISA中排名下降的看法，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一下。他說：「很多人聽到成績下跌便大呼不妙，其實
香港的科學尖子仍處於世界很高的水平，從香港的大學
在世界上的排名便可見一二；PISA只是評估各地十五
歲學生的科學、閱讀及數學能力，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這只是一張『幼稚園』成績表，何必過份緊張？當你
找工作時，哪有機構要求看你『幼稚園』的成績？」博
士的睿智令在座的同學們會心微笑，同時亦令我們注意
到，香港社會普遍對教育的觀念仍是以「分數」為先。

第二十一屆
家長教師會
委員名單及
職務

副

席 ： 楊 琳女士(5C練至仁家長)
主

席 ： 周劍雯女士(1A繆穎怡家長)、衛敏琴老師

秘

書 ： 梁小嬌女士(5A鍾啟浩家長)、鍾智聰老師

司

庫 ： 邱小潤女士(1C李芷莹家長)、張榮基老師

總

務 ： 黃淑珍女士(2A/4A羅文生/羅文璟家長)、吳冠明老師

聯

誼 ： 潘玉珊女士(3B譚景禧家長)、王惠娟老師

執 行 委 員 ： 李建霞女士(5B劉榮燊家長)、莊書榮副校長
劉慧儀副校長、謝慧文老師
顧

問 ： 蔡康年校長、胡志雄牧師

名 譽 會 員 ： 周肖英女士、覃綺貞女士、梁小美女士、陳麗娟女士
姜學嬌女士、陳秀霞女士

家長教師會家長義工頒獎禮

在現今功利的社會下，要改變大眾的價值觀十分
困難，但我希望父母不要單憑考試的分數去衡量孩子
們。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有位學生令我印象特別深刻，
他從小的學業成績便屬於「谷底」級別，運動細胞亦欠
奉，當時我說笑地給他的評價是「文也不行武亦不行，
將來如何謀生？」現在回想這番說話可能會打擊了他的
自信，但正正是這一句說話，激勵了他的鬥志。十多年
後，已由渡輪碼頭助理晉升為船長了，期間他對工作的
努力及積極的進修，得到了應有的回報。雖然在很多人
眼中，他是當年會考生中的失敗者，但於我而言，人生
就是一場長跑，他雖然在起跑初段落後，但只要能認清
目標，努力堅持，仍有機會「贏在跑道上」。

香港的中學已淪為輔助學生入讀大學的工具：升
讀大學百分率越高的中學越受歡迎，着重照顧學習差異
的中學則乏人問津，這實況不是很值得我們反思嗎？
能入讀大學便代表成功了嗎？東方社會特別重視成績，
考試主導了一切，學生們「不考就不讀」的情況並不鮮
見，年青人對追求知識不感興趣，學習動機甚低，這風
氣值得鼓勵嗎？
芬蘭被譽為擁有全球最優質的教育制度，然而，

聯 繫

胡志雄牧師

著

名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於1月8日
慶祝75歲生日，他在臉書上表示，能夠活到這個
年紀，而且還在宇宙學上繼續工作，實在是非常難得。
然而，如果沒有了家人和朋友，這宇宙對他來說就是空
洞無意義的。霍金感謝家人和支持者令到他的世界變得
豐盛和充滿愛。霍金在約20歲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
化症（俗稱「漸凍症」），一般只能活2-5年。但霍金
發病至今，已超過55年，家人的支持，讓他可以對抗頑
疾，並且可以繼續研究工作。

界，我們便可藉着祂與神重新聯繫，並且可以靠着祂的
恩典，與人和萬物回復美好的聯繫。今年我們進入2017
年，就是因為2017年前，耶穌基督降世，將人類歷史劃
分成主前 (B.C.) 和主後 (A.D.)。雖然今天的歷史考證，證
明了耶穌的出生比實際的早了4-7年，但無損耶穌作為
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人物。只可惜進入「後基督教年代」
後 (20世紀)，人類將主前後改為公元前 (B.C.E.) 後 (C.E.)
。人類就是喜歡抗拒與神聯繫。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親子自助餐

只是我們都知道，有了穩固和美好的聯繫，我們
才可以享受生命和生活中的和諧、愛、歡樂和豐盛。而
最穩固和美好的聯繫，莫過於人能與神和好並結連。耶
穌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復活都是真實的，證明了神主動
的要與我們
聯繫。盼望
2017年，我
們都靠着神的
恩典，與眾
人和萬物保
持美好的聯
繫。

是的，根據《聖經》《創世紀》第2章第18節，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
偶幫助他。』」神創造人的原意，就是要與神、人和萬
物保持美好的聯繫和互動，從中享受和諧、愛、歡樂和
豐盛。可惜人類墮落犯罪，把原本美好的聯繫破壞了。
按人類的私慾，我們只會更破壞與神、人和萬物的美好
聯繫。試看今天的環境污染和人際間(包括夫妻、父母和
子女的親密關係)的衝突傷害便可知曉。即使我們很努
力，卻不能重新再建立與神、人和萬物的美好聯繫。
只是二千多年前，神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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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家長日

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誕

家教會大旅行

沙田區中學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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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河源考察

家長義工生日會

家長義工製作
新年掛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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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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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活動

5/11/2016

第二十一屆會員大會及2016-2017年度常務委員會暨親子自助餐

5/11/2016

召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25/11/2016

家長分享會：義工聚會、迎新會及家長義工生日會

11-12/2016

協助接送參加朗誦同學往返比賽場地

9/12/2016

製作「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誕」攤位

18/12/2016

參與「樂道師生與您共迎聖誕」活動

13/1/2017

家長教師祈禱會(一)

21/1/2017

召開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

18/2/2017

家教會大旅行-小欖燒烤樂園

3/3/2017

家長教師祈禱會(二)

24/3/2017

家長教師祈禱會(三)

21/4/2017

家長分享會：製作敬師禮物

22/4/2017

家長講座：「認知青春期子女身心改變及如何面對子女談戀
愛」-孫立民博士

22/4/2017

召開第三次常務委員會議

4/2017

出版第二十二期家長教師會會訊

4/2017

與中英文科合辦閱讀獎勵計劃

5/2017

家長分享會：家長義工生日會

12/5/2017

家長教師祈禱會(四)

5/2017

主席及委員出席樂道中學第53屆畢業典禮

2/6/2017

家長教師祈禱會(五)

13-14/7/2017

中一新生註冊日(支援)

27/8/2017

新生家長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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