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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家教會會訊
家教會會訊
一迦親

校長的話
- 徐潮妹校長

你可給子女什麼?
當初生嬰孩瓜瓜落地時，父母總是給子女無盡的愛及完全的保
護，因為他們還是柔嫩的時候，需要最基本的滿足及安全感。
當子女成長，漸有主見，在中學有自己的朋友時，便開始駁咀、開始反叛、開始爭取私
人空間，更會開始與你討價還價，身為父母的你是否感到困惑? 你是否感到與他們疏離?
你是否感到不太認識子女? 你可能害怕越管教他們便越走越遠? 你可能無奈地放手，任
由他自己選擇?
到底作為父母的你，可以給子女什麼呢?
小時候，我常聽到:
父親: 大家返工返學都辛苦了，煮些好東西一起食。
(晚飯是我一天最期待的事。)
母親: 孩子們都要做功課，電視音量開得細聲些。
(家裡空間較少，電視聲浪顯得特大，但我要求自己專注溫習。)
父親: 只要讀到書，我盡力工作，多辛苦也要供你們讀大學。
(努力讀書吧，也許讀完大學可賺多點錢報答父母。)
母親: 我們要知足，不貪心，做好份內事，亦要感激幫過你的人。
(果然是智者，一世都適用的道理。)
子女所面對的世界的確不再一樣， 挑戰及引誘每天都存在。 我發現父母曾給我最寶貴
的是:
(1)
和諧的夫婦關係，令我情緒穩定。
(2)
盡責工作的父母，令我也盡力讀書。
(3)
常存感恩的父母，令我感到知足及喜樂。
(4)
以行動表達的父母，令我體會愛的實在。
若你是基督徒父母， 聖經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
。」（詩127:3）因此以管家的身份好好看管產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則，表裡如
一是不可忽略的，而更重要的是將子女交給上帝，讓上帝的話語潛移默化他，也要多為
子女祈禱，因為上帝比你更愛更關心他們的需要! 相信如此而行，你已呈獻至好的禮物
給上帝, 因你已盡責教導你的子女!
P.S 感激家教會委員的付出及對迦南的愛護，積極推廣家校合作。欣賞家長義工的協助
， 深盼每位家長支持家教會活動，與子女同行六年精彩的迦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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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校長的話

主席的話
- 雷楊美玲女士 四望班 雷承亮家長

- 李家鳴助理校長

AI時代下的人文教育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這句經文是筆者作為教育工作者常提醒自己的，今時今日
，在人工智能及多元價值的衝擊下，讓孩子們走到當行的路上，
是何等重要的事，但「當行」的到底是什麼？
去年12月，筆者因學校推薦的緣故，有幸與幾位同事一起遠赴台
灣參加「學思達年會」，在其中一節大會安排的講座下，提及人
工智能(AI)時代下的教學發展模式，當中的危與機，實在值得深
思。
在AI的衝擊下，很多行業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類似我們「為人
師表」的教學工作故然首當其衝，AI主播、AI商店、AI自動汽車
等，不同的AI產品及服務可謂層出不窮。就算在傳統上很難修讀
的學科，如醫學等也有被取代之可能。當我再想起在香港的生活
，很多事情開始用「八達通」、「支付寶」付款，電子化、自動
化越來越普及，這不禁令人想起孩子們將來可以找什麼工作？發
展什麼專業？

屈指一數，承亮
今年已是中四生！時間飛逝，過兩
年就要面對DSE公開試！這年頭百感交集，
一方面兒子已是高中生，另一方面接觸家長的心態
也一同進入另一階段。當家長放鬆，子女就會放鬆，改
變自己的語氣（箴言15章：1），柔和的回答能使怒氣消
退，暴戾的言語則激動怒氣。

幸好，在大會中，講員提及，人類唯一無法被取代的，是人文素
質 (Humanity或筆者理解為人之性)。AI醫生可以治病，但無法安
慰受疾病煎熬的病人；AI商店可以售賣高質素的商品，但無法有
小店的那種人情味；AI老師可以授課，但無法輔導正受情緒困擾
的學生。我想起多年前一部頗特別的電影《大英雄聯盟》(Big
Hero 6)，主角的哥哥想製造出「醫療用機械人」，「他」雖嘗試
去明白及理解男主角喪兄的心情，但終究未能完全成功。這是AI
的限制，卻也是人——作為上帝奇妙創造的人，可貴之處。

現今科技發達丶物質豐盛丶日日在周圍發生的事情確實比以前
複雜許多，更要共同裝備自己有一顆愛神愛人的心。你所做的
，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箴言16:3）。開心的
是迦南給了我和兒子許多空間，我的空間是透過家長講座和工
作坊去更了解自己的方向；兒子的空間透過學習和經歷開拓自
己的思路。

這次台灣之行令筆者深思，今天我們到底在教育迦南子弟的人文
素質方面，是否足夠？今後有什麼可以做？迦南文化向來強調學
生具備「3R」——Respect尊重、Resilience堅毅、Responsibility負
責，我深信這些都是孩子所需的，想深一層，這也是孩子立身處
世所必須的人文素質。今年下學期，我們推行了「班主任課」，
其中強調學生對別人、對校園、對環境都有一種使命感，希望藉
著一連串的教育，讓孩子成為更有素養的人，這是一項「偉大」
的工程，而且絕不能一蹴即就，但筆者深信基本方向是正確的。
最後，亦謝謝家長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支持，願我們繼續一起「教
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可能許多不明朗因素在眼前，但要懷著互相體諒和鼓勵的
生活態度，其實每個人都有優點，只要多欣賞並給予
機會，就會發現彼此關係能更融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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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 劉娟愛女士 四望班 楊泰溱家長
- 李德瑜女士 四信班 文映晴家長
我與兒子可以各執己見大吵一場，也可以平靜嫺談心裡話，互相關心

今年學校的講座和活動都十分貼地和豐富，令到我獲益良多。

、互相陪伴、互相尊重。兒子自幼膽小怕事，記得升中一時，每天放
學回家就哭著說不想上學，我用了半年時間，每天六點起床送他返學
，之後才上班，無論精神或身體都非常累，但今天見到兒子在學校擔

- 李翠珊女士 一誠班 郭朗然家長

任飛盤隊長、參加學生會、做義工、站在台上分享等，見證兒子在這
四年的脫變，我內心激動，無法言語形容，見到兒子在飛盤比賽中的

轉眼間，我兒子升讀中二了，感恩我和兒子在過去一年，在充滿愛的學校成長和學習。家教會舉辦了

拼博，自信的一面，我感到自豪，我感恩幫兒子選了間好的學校，也

多項活動，在講座中，我和丈夫都獲得很好的啟發和提醒，而我每次講座都有協助家教會預備茶點，

感謝老師給兒子學習成長的機會，感恩、感激！

既令我享受一下烹飪樂趣，又可在輕鬆茶聚時間討論育兒的心得。在參與運動會時，一班家長們送湯
給老師，令我感受到激烈競爭中都可有愛。最後是art jamming，讓我重拾學習新事物的初心。感謝家
教會義工家長和老師的心思和時間，讓迦南成為一個充滿愛和希望的地方。

- 羅翠妍女士 二愛班 黃悅喬家長

- 李君妍女士 一望班 黃皓濬家長

將榮耀歸給神，神為女兒悅喬預備了她心儀的學校─聖道迦南書院的學位。
在校內開心愉快的成長。轉瞬間，女兒現就讀中二。同時本人參加家長義工

我感受到學校和家長們都是與

，對校內的事情多了機會接觸，當中深深體會到教職員的用心教導，對學生

孩子們同心同行，繼續努力！

勞心勞力，亦為家長安排不同的講座，讓我更了解如何與女兒溝通，以建立
良好的關係。另外，在生涯規劃上預備了很多的資訊給我們參考，使我們簡
易地接收到最新的資訊，並與女兒分享，讓女兒在各範疇都能建康地成長，

- 張金好女士 一信班 尹政鈞家長

她亦多了分享在校內的生活。成為她的同行者陪伴她成長，成長中亦能榮神
益人。願主祝福迦南大家庭充滿恩典，福杯滿溢。

這一年作為家長義工，感覺迦南的家教會活動多元化並十分
貼地，我也在活動中增值了自己，同時感受到各家長委員及
家長們無私的付出及分享。

- 胡寶森女士 一信班 盧卓言家長
- 蘇友瑜女士 一望班 梁詠恩家長

在這一年義工生活，令我好像回到中學時期，既有
活力、又開心！亦認識到不同的人和事。

很開心及榮幸加入家長義工這個大家庭，每次大家齊心努力
做好每一件事，感覺既開心又溫馨！

- 謝綺明女士 一信班 蔡潔心家長
做家長義工很開心，既多了機會認識其他家
長，又可多些了解學校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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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tivity
Highlights

親子日營

今年的親子日營在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進行，一共有十個
家庭參加日營，透過一整天的活動和相處，他們學習彼此
溝通、包容和分享美好時光。

1.

親子燒烤及才藝表演晚會
家教會在五月份舉辦了燒烤及才藝表演晚會，在活動中，
學生發揮他們的才藝，除了有專業的小提琴演奏，亦有
精彩的韓國流行舞蹈表演。家教會委員為晚會準備了豐
富的遊戲和十分有份量的禮物，令所有參加者都能享受
當中的樂趣，亦為參加的家庭帶來難忘的一個晚上。

在營地大合照

考驗大家的反應和默契

大合照

小提琴演奏 (二誠班 方俊鴻同學)

家庭版二人三足

需要全組人合作才能迅速地運送小
球到終點
K Pop Dance 表演者(左至右：二誠
班高彩琳同學，四誠班余愷盈同學
、廖子嵐同學、候均儀同學)t
開始燒烤了

寫下給子女(或父母)的期望

出發找check points，以完成所有任務為共同目標

家長和學生十分投入參與遊戲節目「大電視」
其中幾位Bingo遊戲得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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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ctivity
Highlights

家教會周年晚會

3.

今年家教會周年晚會於十月底舉行，我
們很榮幸能邀請到屈偉豪博士擔任主講
嘉賓，講題是培育孩子―尊重、責任心
和抗逆力。校方亦藉此機會表揚多年積
極參與家教會委員工作的陳瑞德先生和
一班熱心的家長義工。當晚約有170位家
長出席，在講座後，各班班主任與家長
分享學生在九月和十月的學習情況，促
進家校溝通。

家長講座

學校一直十分重視家長教育，本年度一共舉辦了七次的家長講座。
10月：你是孩子快樂的源頭 (徐潮妹校長)
11月：青少年品格培育 – 尊重、 責任心、抗逆力 (心暖心輔導中心社
工)
1月及3月：正面管教工作坊 (一)、(二) (李黃玉華女士)
2月及4月：生涯規劃系列(一)、(二) (職學定向組老師)
5月：禁毒講座 (香港善導會)

陳瑞德先生接受五年服務獎

5.
正面管教工作坊

家長們從講座中學習教養子女的方法 家教會委員在台上作周年匯報和分享

劉振波助理校長頒發紀念品予屈
偉豪博士

家長義工接受感謝證書

開放日

認真地討論

家教會在學校的開放日設置攤位，分別有摺紙蝴蝶工作坊和美食
廣場，家教會委員和一班家長義工熱心幫手。

徐校長聆聽家長的分享

家長分享討論成果

吳源豐老師講解多元出路

熱心的家長義工

紙蝴蝶工作坊

咖哩魚旦十分受歡迎

美食廣場

家長們透過遊戲學習

禁毒講座中嘉賓分享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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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ctivity
Highlights

運動會

今年家教會周年晚會於十月底舉行，我們很榮幸能邀請到屈偉豪博士
擔任主講嘉賓，講題是培育孩子―尊重、責任心和抗逆力。校方亦藉
此機會表揚多年積極參與家教會委員工作的陳瑞德先生和一班熱心的
家長義工。當晚約有170位家長出席，在講座後，各班班主任與家長
分享學生在九月和十月的學習情況，促進家校溝通。

校長、老師、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在招待處合照

7.

參觀Thei

家教會與職學定向組合作舉辦參
觀THEi的體驗活動，講者先介紹
課程資訊，然後帶領我們的家長
進行與學科有關的工作坊。

講者先介紹院校提供的
學科資訊

家長使用天然食材親手
製作麵條顏色

家長敬師行動，每位教職工都感受到來自湯水的暖意和
家長的心意
製作過程中需使用專業的
儀器和各種中藥材

9.

大家帶著紀念品回家

香薰潤手霜製作班

今年的家長興趣班是製作香薰潤手霜，在李燕怡女士
專業的講解和指導後，所有參加者都能成功製作帶有
自己喜歡的香味的潤手霜。
親子接力賽比賽前合照

10
家長們在休息室派發湯水給教職工

香薰治療師講解不合精油的功效

家長需要按指示量度正確的材料分量

將材料加熱到特定的溫度

將已加熱的材料攪拌

最後加上自己喜歡的精油

大家都成功製作自己的潤手霜

8.

參觀DHL
家教會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
「商校合作計劃」的活動 ─
參觀DHL中亞區樞紐中心。

與其他學校的家長合照

講解物流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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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Highlights

10.

家長義工聚會

今年校方進行新飯商的遴選，其中試食會是遴選的過程中很關
鍵的一環，所以家教會邀請了一些家長代表參與試食會，與教
職工和學生們一同給予寶貴的意見。

聚會的主題是Art Jamming
有專業的導師(紀淑芬老師)從旁協助

一起開始創作

家長們認真和專注地繪畫

11.

新飯商試食會

所有參加者與完成品合照

Art Jamming後有美味的茶點

今年校方進行新飯商的遴選，其中試食會是遴選的過程中很關鍵的一
環，所以家教會邀請了一些家長代表參與試食會，與教職工和學生們
一同給予寶貴的意見。

家長積極參與遴選新飯商的試食會

12.

學生也在試食會給予寶貴的意見

生日慶祝

家教會主席十分關心新飯商的質素

為每月的生日之星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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