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恩學校
2019-2020 年度
校長來信 (三)
親愛的家長：
不知從何時開始興起「初心」這個名詞，在過去各級的家校輕鬆談，以及與個
別家長面談間也時有提到，大家都分享安排子女入讀救恩的初心。
不論家長、老師、甚至我（同樣也是家長）加入救恩大家庭，無非都是想在社
會的洪流中找一股清泉，讓孩子在主的愛裏，擁有擴闊的成長和學習空間，不會被
拔苗助長，在愉快和少壓力的環境中有高效能的學習，茁壯成長。
不少家長反映在面對升中和社會的氣氛下，大家的初心漸漸被動搖。也有家長
在不同的場合公開強調測考和學業成就的重要，藉此應從小催逼同學學習，增強競
爭力。在熱烈討論的氣氛中，我們願意與家長同行，與其爭論不休，百辭莫辯，不
如花一年時間一起經歷和反思。首先，本年度全面開放所有課程設計，家長在中、
英、數、常各科接到單元來信，預先通知各類評估，包括兩項以往一向不會通知的
低強度評估，就是家長來信（二）提及的從評估中自然地學習 (Assessment as
Learning) 和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另外，為擴闊視野和提供
均衡的學習歷程，愈來愈多學校舉辦國際交流活動和山藝課程，但是學校本年度取
消了多個國際研習活動和山藝課程，以回應部份家長的訴求，重新思索其本意。有
很多家長擔心學校是否「跪低」或忘記初心，其實在民主的社會裏，不只是少數服
從多數，多數也要尊重少數。溝通並不是舉辦多場家長會那麼簡單，而是需要一個
平台，有共同的經歷和反思，讓大家一起構建學校的願景，重拾初心。
或許以下報告可供我們一起思考。近日出爐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簡稱
PISA，在香港鬧得熱哄哄，60 萬位 15 歲學童來自 79 個國家或地區參與這研究計
劃，當中包括香港來自 174 間學校超過 6000 名的學生。在坊間鋪天蓋地報導香港
成績遜於中國、星加坡和澳門，而科學成績更跌至第 9，這大概就是大家所關心的
競爭力罷。究竟有沒有其他的學生特質比成績為主的競爭力更重要呢？很多人忽略
了 PISA 報告中有關香港學生的幸福感和成長型思維的部分，而這兩項正是我們為
孩子的未來所擔憂的重點。從以下節錄於報告中的圖表所看，香港的學生開心嗎？
香港學生面對逆境時的解難能力如何呢？ 香港學生是否常常活在別人的影子下，
漸失獨特 性呢？ 香港 學生是否 缺乏成 長型 思維呢？ 正向 心理 學大師 Martin
Seligman 所謂「Feeling well, doing good」 是否能在香港或救恩學校萌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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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積極為同學締造寬闊的學習歷程，有賴家長的支持。 熱烈恭賀以下
同學，過去數月在多個範疇上有傑出的表現和發展。
比賽

獎項
女子丙組：團體總成績第四名
4x100 米接力亞軍-嚴晞文(4 信)、郭翹潁(4 信)、高睿晴(3 信)、
楊心言(3 望)、江瀛(4 愛)、朱皚靈(4 愛)
60 米冠軍-郭翹穎 (4 信)

2019 - 2020 年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團體總成績第一名
4x100 米接力冠軍-張嘉洳(5 愛)、劉衍彤(5 望)、古善柔(5 信)、
黃皞汶(5 望)、蔡盈兒(5 愛)
200 米冠軍兼破大會紀錄-劉衍彤(5 望) 60 米冠軍-張嘉洳 (5 愛)
100 米冠軍-黃皞汶(5 望)
跳高亞軍-蔡盈兒(5 愛)
跳遠季軍-古善柔(5 信)
男子乙組：團體總成績第三名
4x100 米接力冠軍-葉承志(4 望)、李傲泓(5 望)、池駿曦(5 愛)、
嚴浩晉(5 愛)、高梓榮(5 愛)、葉子鉅(4 愛)
60 米亞軍-葉承志(4 望)
100 米亞軍-李傲泓(5 望)
200 米季軍-池駿㬢(5 愛)
女子甲組：團體總成績第六名
60 米亞軍-張銚芝(5 信)
100 米冠軍-廖凱琳(6 愛)
200 米亞軍-黃子珈(6 信)
男子甲組：團體總成績第五名
60 米季軍-林浩峰(6 愛)
2

比賽

獎項

2019 香港青年音樂滙演 管樂團比賽 - 本校管樂團獲得小學初級組銀獎
女子乙組 50 米蛙泳亞軍、100 米蛙泳季軍：吳鎧澄 (5 望)
2019 – 2020 年度港島西區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冠軍、50 米背泳亞軍：嚴浩晉 (5 愛)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冠軍：嚴晞文 (4 信)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9-2020

2019 徐悲鴻盃國際
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廖凱琳 (6 愛)
西洋畫
初小組：
一等獎-吳以聞 (3 信)、藍俊文 (3 望)、黃樂庭 (4 信)
二等獎-彭芊澄 (4 望)
優異獎-葉子鉅 (4 愛)
主題：鄰舍第一
初小組：
優異獎-武加閱 (4 愛)、邵顯恩 (3 愛)、陳當行 (3 愛)

下星期為福音週，主題為「有你真好」
，藉着多項活動：包括佈道會、級制聖經
問答比賽、早會短片分享、小息福音遊戲等，在我們孩子的心中播下福音的種子。
請各家長為同學們禱告，讓救恩和主的愛陪伴他們成長。

最後，聖誕將至，家長和孩子共度溫馨佳節，在此祝願大家聖誕快樂，主恩滿
溢。
與大家同行的 Dr. P
2019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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