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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監、校長：

教育日

       天主教香港教區每年於九月份舉行「教育日」，這實有助於確認和提升教育對個人及社會的重要性。家庭與學校均與教育工作有關。父母是子女的首先教育者，而香港有三百多間天主教學校，為整個社會的教育工作有一定的貢獻。教會透過教育進行福傳工作，亦鼓勵學校與堂區之間的緊密聯繫。

       本年「教育日」的日期為九月二十五日，主題是「宗教教育－明日的希望」。隨函附上有關教育日的資料及信友禱文給各學校參考。請於九月份舉行校內新學年祈禱聚會時，把教育日的訊息帶給教師及學生。

       多謝你們在教育及福傳工作上所作的貢獻，並祝主佑。


                                                    教育事務主教代表
                                                        胡路明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











教育日
二零零五年九日二十五日
主題: 「宗教教育---明日的希望」
天主教學校的「使命」
天主教教育的願景是「致力促使社會大眾珍重和發揚基督的博愛與服務精神，也珍重和發揚固有文化裏的處世規範及對生命的熱愛、並平衡發展物質生活質素及精神生命質素」＜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文獻＞。為協助實現這願景，天主教學校便要肩負起讓學生認識和愛護耶穌基督，並透過宗教教育，為他們提供「全人教育」，引導他們以福音精神作為他們生活的指標的使命，使成為基督化的人。

天主教學校的宗教教育及學生的宗教培育
宗教教育是全人發展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既可培育學生熱愛生命的情操，又可為他們塑造完整的品格，讓他們擁有判斷力和道德勇氣去面對生活、努力工作、建設未來，為明日的教會和社會帶來希望。由於現今社會及家庭有不足之處，完整的宗教培育對學生尤為重要。
透過以下各項措施，天主教學校可望達成使命，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宗教培育，使他們在基督內更新和聖化：
	將宗教教育納入正規課程內

(a)	褔音教育是教育過程中的基本要素，因它可「引導學生有意識地選擇負責而適當的生活方式。」＜天主教學校＞
(b)	要確立宗教科的地位，天主教學校須於每週/課週為每級安排不少於兩課節教授該科目。
(c)	宗教課必須以清晰及有系統的方式教授，並要照顧學生在各成長階段的需要。
	將宗教精神滲透於各學科中

(a) 學校應幫助學生認識信仰與人類文化的關係，「並將整個人類文化，終於與救恩喜訊相配合，使學生之對於宇宙、生命、人類所逐步獲得的知識，蒙受信仰的光照。」＜天主教教育宣言＞
(b)	學生必須覺得他們是被召喚以他們的行為作天主愛的活見證。
	把握高中教育改革賦予的彈性 

(a) 透過通識教育科及「其他學習經歷」，加強推展宗教及道德教育，幫助新一代建立積極的生命觀。
(b) 積極考慮開設高中「倫理與宗教」科為公開考試選修學科。



成功的先決條件
天主教學校需要不同的成員及其他教會機構的協助，確保具備基督化教育的環境，以達成使命：
1.	家長
	他們既然給予孩子生命，便是他們的主要啟蒙導師。

(b)	將子女託付給天主教學校，並不免掉他們給予子女宗教教育的責任。家長仍然有義務與學校積極合作，即支持學校的教育工作，並善用學校提供予他們參與校內事務的結講，以確保學校忠於宗教教育的原則。
2.	學校的決策者
(a) 必須明白天主教學校的使命，並製訂政策以實現天主教教育的願境。
(b) 應盡可能聘請最優秀的宗教科教師。
3. 教師
(a)	基督的訊息能否傳達到學生，有賴前線教師的努力。他們不但要用言語，更要身體力行，活出基督精神。這便是一所充滿基督精神的學校，與那些僅將宗教視為一普通科目的學校的分別。
(b)	知識是要與學生所熟悉的現實生活配合才具教育性。因此，教師必須幫助學生將知識活用於生活的經驗中。
	在宗教及非宗教方面的知識，教師都須具有關資歷及與時並進的教學技巧。
	他們亦要與家長建立同行的夥伴關係，為培育青年人而努力。

	教區

(a)	應為統一的「宗教及道德教育」課程製定教學進程指引。(教區己成立專責小組草擬「宗教及道德教育」核心課程。)
(b) 要成功推行課程，教區必須：
(i)	確保教師明白課程的理念；
(ii)	為教師提供現代化及生活化的教材；和
(ii)	舉辦合適的培訓課程，幫助他們完成使命。
	堂區

(a)	為本區的教友兒童舉辦主日學，以便他們的宗教培育可以盡早在稚齡展開。
(b)	開辦注重年青一代健全成長的青年中心。

總結
假如有關的成員及機構都能合作無間，天主教學校將能培育出「為社會的進步、天國的實現而服務」＜天主教香教區會議文獻＞的學生。

為教育事業祈禱
To Pray for Education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信友禱文 (參考)
	請為教會祈禱。求主以真理之光引領教會，使她能維護正義，實踐仁愛，在不同文化和社會階層中見証信仰，拓展天國。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天主教學校祈禱。求主幫助所有天主教學校都成為充滿愛與關懷的學習園地，學生們懂得珍惜及熱愛生命，並善於作人生的選擇。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教育工作者祈禱。求主以聖神充滿教育工作者的心，使他們能引導學生跟隨真理和生命的導師 – 耶穌基督，使學生在面對價值混亂和焦慮時，找到生命的尊嚴及價值。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家庭祈禱。求上主臨在每一個家庭，使家庭成員以互愛、忍耐、寬恕、犧牲建設和諧的家庭。求主特別祝福父母，使他們能以芳表善行，培育子女歸向天主的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學生祈禱。求主護佑他們，開啟他們的明悟，使他們能在福音的光照下，智慧日增，擇善棄惡，熱愛生命。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Prayer of the Faithful (for reference)
1.	Let us pray for the Church.  May the Lord enlighten the Church in her effort to uphold justice and practise charity, so that she may become a living witness of God among all cultures and social strata for the building of His Kingdom.  For this, we pray to the Lord.
2.	Let us pray for Catholic schools.  May the Lord bless all Catholic schools so that they would become learning places filled with love and care, where the students would learn to make prudent choices and to value life as a gift of God.  For this, we pray to the Lord.
3.	Let us pray for all educators.  May the Lord fill them with the Holy Spirit, that they may guide their students to follow the Teacher of truth and life – Jesus Christ; and that in the midst of confusion and anxiety they would hold on to the dignity and value of life.  For this, we pray to the Lord.
4.	Let us pray for all families.  May the Lord be present in each and every family, helping its members to treat one another in the spirit of love, patience, forgiveness, and sacrifice.  May the Lord especially bless those parents who lead their children towards God by setting good examples.  For this, we pray to the Lord.
5.	Let us pray for the students.  May the Lord protect and enlighten the students so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spel they would grow in wisdom, be able to differentiate the good from the bad and have a passion for life.  For this, we pray to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