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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大家好﹗

    不經不覺，我在「家教

會」及「明德力量」擔任義

務工作已踏入第八個年頭。

首先感謝家教會各委員及家

長義工多年來的互相配合，

順利舉辦了多個學校活動。

本人作為今屆家教會主席，

能夠繼續與家教會團隊合作

，為學校服務出一分力，深

感榮幸。回想當初參與家教

會，一方面抱著以身作則，

為孩子樹立好榜樣，深信身

教比言教更為重要，另方面

因有機會參與學校不同活動

，從活動過程中令我對孩子

的校園生活，學校、老師及家長們更深入認識，大大增加

對學校的歸屬感，在互信基礎上達成「家校合作」的目的

。一起走來，獲益良多，非筆墨可以形容，感恩有機會使

我和孩子們一起成長一起學習。

    今年是艱難的一年，因疫情影響，無間斷的停課/網

課，打亂了學校正常上課時間表，其間活動幾乎停止。但

我們明白保持心身健康的重要，盡最大努力舉辦了多項活

動，例如：中秋節猜燈謎、聖誕校園佈置、家長茶聚等。

藉此，衷心感謝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們，願意在百忙之

中奉獻寶貴的時間，共同努力使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在未來的日子，家教會將繼續秉承「家校合作」宗旨

，讓各位家長的子女能夠在舒適的校園裡快樂地成長和學

習，度過六年短暫但充滿美好回憶的小學生涯，亦會定時

籌辦茶聚與家長分享日常及喜樂，互訴心聲。

    祝願每一個家庭健康快樂，在疫情下大家生活愉快！

    共勉

家教會主席

梁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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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在疫情下，除

了跟家長說聲早晨和再見之外，便很少機會與家長

接觸，所以很高興可以藉着這個機會與家長分享一

些對教育的看法。

    學校教育的內容可以分為三類：知識（know-

ledge)、技能(skill)、態度(attitude)。我輩成

長時互聯網仍未普及，家中有電腦可謂身份象徵，

令人羨慕。到現在，後疫症時代，如果家中仍有電

腦，人家可能會問你：為什麼不用平板呢？

    資訊科技發達，令「知識」大平賣。以往上學

努力吸取知識，長大後考取功名，平步青雲。現在

上網便可獲得更深入的知識。學習模式不斷更新、

進步，我們還用舊觀念，教育未來的孩子嗎？上網便可獲得更深入的知識？在後疫症時代，揭示了不少學

生上網是為了娛樂。疫症後，在沒有老師的督促下，學業成績大幅下滑。所以孩子渴求知識不像以往沒有

工具，而是不懂善用工具。

    最近(2022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的研究顯示，2019冠狀病毒疫情發生後，

六成受訪學生表示「疫情將會為我的學業成績帶來負面影響

，但同時也有57.2%學生表示「做好自學的準備」。明德學校一向重視培育「技能」，包括自主學習的能

力。學校近年有先見之明，在小四至小六引入BYOD；老師也不遺餘力在各級推動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正正把握後疫症時代，全體同學都已掌握資訊科技能力，不要白費了多月來在網上學習的成

效，將「預習」及「課堂延伸結合面授課堂。

    如果上述所說成立，其實「知識」增長了，「技能也掌握，為什麼學業成績會反而下滑呢？說到底成

敗關鍵在於「學習態度，而培養「態度絕非能一步到位。學校推動6大美德和24個品格優勢，正是提升學

生品格和態度的一種策略。但更重要的，是學校

和家庭互相配合，在日常生活的小節中，把握灌

輸正確態度的機會。

    執筆這幾天，疫情有反彈趨勢，每天有過千

宗個案，新學年能否全日上課仍有變數。耶穌說

：「你們要從窄門進去……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

麼窄，路是多麼狹(瑪7:13-14)。人生中遇上困難

就如進

入窄門一樣，但門後往往有新天新地。希望未來

強化家校合作，一起為裝備孩子的正確態度而努

力，捱過疫症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後，同學的成長

定會充滿希望。

                            天主教明德學校

                                許加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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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有情  感恩的心看「疫」境

    轉眼間，疫情已持續了兩年半，或許大家也會感到身心疲累
，也累積了很多情緒，有時候難免想法會變得負面。特別假期期
間，與家長傾談的過程中，不時會聽到家長説：「疫情持續不要
說孩子，連大人也很壓抑，心情也受到影響。」但亦有不少家長
説：「雖然疫情影響了生計，但感恩一家人齊齊整整，平安健康
。」

    原來以不同的心境經歷「疫」境，想法和感受也不相同，所
謂心態決定境界，所以如何在持續的疫情中，注入正能量，強壯
孩子的心靈，讓孩子能懷著希望跨過「疫」境，是學校和家庭的
重要工作。

    特別假期過後，學校以「疫下有情」為題進行校本訓輔活動，老師與學生一起懷著感恩的
心回顧疫情，發掘疫情下的「好人好事」，鼓勵學生以樂觀積極的態度擁抱未來。活動過程中
，有學生感恩患病時得到家人的照顧；有學生感恩有老師和同學的關心問候；也有學生感恩能
收到校長的慰問卡……的確不幸確診新冠肺炎，身心也都很難受，但他們也感恩原來身邊充滿
愛，有很多人會關心問候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值得我們感恩的人和事有很多，近年很多研究發現愈懂得感恩的人，感到
的正面情緒和生活滿意度愈高，與朋友和家人的關係亦愈好。

    感恩是指留意及察覺生活上的美好、感激並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感恩不是讓人忘記身處
逆境當中，而是在逆境中仍然保持著感恩的態度。就像戴上了一副感恩眼鏡，讓你即使身處逆
境，仍能擴闊你的心眼，在困難之中依然可以看到美好、值得欣賞的事物。 

    感恩的心是可以培養的，各位家長由今天開始與孩子一起練習感恩。

五感感受生活
    家長可以與孩子一起運用五感去感受生活，留意身邊的人和事，發掘值得感恩的事情，例
如感激曾幫助自己的人，便會發覺我們身邊有很多「好人好事」。感恩的事不限於個人，簡單
如今日有好天氣，也值得我們去感恩。

感恩日記留住美好回憶
    家長可以與孩子一起把每天發掘到值得感恩的事紀錄下來，寫/畫下屬於自己的感恩日記，
在日常生活中練習感恩。當我們再閱讀自己的感恩日記，回味經歷過的感恩事項時，便會有意
想不到的滿足感。

    保持感恩的心，是每個家庭都可以教導孩子的，這不單是保持快樂的秘訣，更是精神健康
的良藥，特別是在「疫」境下更要擁有一顆感恩的心。

                                                      
天主教明德學校駐校註冊社工

莫佩琼姑娘
聯絡方法：2897 5063或請致電本校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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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投稿 - 鍾美鳳女士
6A蕭安嶠，5A蕭慇彤，蕭子林媽媽

抗疫的生活

    我有三個女兒, 兩個女兒正在明德就讀。疫情期間，由2020年

初開始到現在寫稿時2022年7月已約兩年半了。還記得當初心理上

未能接受疫情的影響，期間曾估計抗疫時間應像當年沙士般最多數

個月便能咬緊牙關挨過去，再發展到現在已經兩年幾病毒仍在，全

人類學習與病毒共存，一起身體力行去打疫苗抗疫。這兩年半裡有

許多時間都在家上課上班，生活有許多變化，整個世界都在迅速變

化中。

    疫情在變, 政策在變, 學校教學的安排也要經常變。感恩各界

的努力安排和變通，尤其學校和老師, 您們真的辛苦了，因應疫情

而作出不同的教學安排和模式，讓小朋友得以繼續學習課堂的知識

。曾經有段時間，我都感到有些抗疫疲累，在家除了應付工作，還

要照顧本應就讀全日班但因疫情要長時間留在家中的三個女兒。再

反思一下，每天身邊有很多人持續的努力，我們才能夠有健康安全

的生活環境。身為一個媽媽, 要為女兒樹立好榜樣，自己也要成長

，積極面對生活的變化，愉悅地面對不同的挑戰，迎難而上。

    真的很感恩社會各界包括醫護界、校長和老師，以及身邊不同

人士的努力，我們才得以在疫情期間過著安穩的生活。同時也很感

恩三個女兒和自己都有健康的體魄和良好的免疫力，抵抗病毒。大

家都要繼續努力。祝願疫情快過，所有人都健康快樂。

女兒畢業感想

    不經不覺女兒安嶠已在明德過度了近6年的小學生活了，將近

小學畢業，邁進人生另一里程碑，作為家長真的感觸良多。

    尤記得當時為女兒揀選這所學校的初心，就是希望女兒能夠在一個著重品德培養充滿愛的環境快樂地學習和

健康地成長。6年過去了，作為家長，回想當初，真的很滿意當時的選擇，很感恩小朋友能夠在校持續地被傳授

良好的價值觀，學習校訓「愛人如己」的態度，向著成為一個謙遜、值得信賴、有良心、盡責和富同情心的人進

發，每天都能持續地進步，一點一滴地成長。

    經歷了6年在明德生活，目睹安嶠成長了許多許多，過程中有許多成就和得著，包括在學業上的進步，獲得

學校和公開比賽的獎項和認同；也在學校擔任不同的職責，如班長、風紀和科長等，培養她的責任心和領導才能

; 並能夠有機會參加不同的課餘活動，如田徑、小提琴、長笛等學校興趣班，培育她的德智體群美。 感激女兒

在這成長歷程中獲得這許多大大小小的學習機會、鼓勵和認同。

    而我也在養育小孩中成長了不少，每天都在進步中，感恩有明德，感恩各位曾經教導過安嶠的老師的愛和裁

培，感恩各家長朋友的互相幫助和鼓勵，感恩安嶠的努力，感恩與學校的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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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 全年會務及活動匯報

06/09/2021 家教會委員協助 - 課外讀物收費

21/09/2021 家教會委員協助 - 週六自費活動收費

21/09/2021 家校合辦 - 中秋節慶祝活動

25/09/2021 家校合辦 - 回收及派發舊校服活動

28/09/2021「明德力量-家長義工招募」- 網上家長義工會議

05/10/2021 家教會委員協助 - 收取家教會會費

08/10/2021 家長教師會第一次會議

23/11/2021 家教會家長茶聚 - 聖誕佈置手作班

01/12/2021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聖誕校園佈置

10/12/2021 家長教師會第二次會議

11/12/2021 家長教師會 - 會員大會

16/12/2021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小二「自理小博士」活動

20/01/2022 家教會送贈 - 家長心意禮物

19/02/2022 家長教師會第三次會議

28/05/2022 家教會家長茶聚 - 「家●自在」- 自我關懷活動

02/06/2022 家教會送贈 - 愛心防疫包

10/06/2022 家長教師會第四次會議

09-10/07/2022 家校合辦 - 70周年校慶 - 親子蛋糕設計 - 親子烘焙班

12/07/2022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小四「理財教育」活動

26/07/2022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小一「小一生活體驗」活動

26/07/2022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小二「試後學習週參觀」活動

26/07/2022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小三、小四「試後學習週 STEM DAYS」活動

28/07/2022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閱讀嘉年華-攤位遊戲」活動

29/07/2022 「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協助 - 小一、小三「試後學習週參觀」活動

05/08/2022 「家長也敬師」心意禮物

05/08/2022 頒發義工感謝狀及頒獎義工服務三年及五年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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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名單「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名單

2021-2022「明德力量」家長義工名單

2021-2022「明德力量」家長義工長期服務名單

感謝你們連續三年及五年積極參與學校義工服務！感謝你們連續三年及五年積極參與學校義工服務！

如家長義工名單有錯漏，請多多包涵，並請與家長委員聯絡。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2021 - 2022 年度財政報告2021 - 2022 年度財政報告

鳴   謝鳴   謝
家長教師會舉辦或協辦的活動，有賴各位家長義

工及教師鼎力支持及協助，使活動得以順利    

完成，謹此致謝。

家長如有任何意見或查詢，歡迎以信函投遞於學校大門入口處之意見箱內或以電郵方式聯絡本會（e-mail address : PTA@mengtak.edu.hk）。

(來函請署名及附上聯絡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