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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每一個重視教育的人，不論是教師或家長，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今日的教育

能夠裝備我們的小朋友迎向未來嗎？不斷學習和優化便是關鍵。

穩中求變，不斷優化
「喜樂來自有效學習」的優化工程已經在今年啟動（Rejoice in Effective 

Learning）：每天增加至三個小息、減少評估降低壓力、增加速讀速寫、優化

時間表、趣味創意假期功課、「Happy Friday」、「學習有 FUN」、「Living 

English英語生活化」、「Secret Password」、「生日便服隨你著」、「班風

服務我至叻」等相繼展開，學生明顯地更開心、更投入校園生活。

STEM成風，生活中解難
STEM能裝備我們學生迎向未來。由第一代智能電話於 2007年面世以來，只

11年間，人工智能已無可避免地進入了我們的家居。故此，優化我們的 STEM

教育，裝備我們的孩子，成為我們的重要課題。為此，我們為孩子裝置了美輪

美奐的 STEM Room。

藉著「新來的客人——蘋果芒」，讓學生明白 STEM的學習就在生活裡。當

我們看到校園裡果實纍纍，怎樣可以安全有效地摘下來？由生活解難開始，然

後是同學不同的設計，其中涉及認識果實的成長（Science科學），如何摘下

來（Technology科技），同學們最終要造出捕芒神器（Engineering工程），

其中不可不包含計算高度等運算範疇（Mathematics數學），活脫脫就是對

STEM這課題的一次精采演繹。

多元化活動，多元化刺激
「開懷笑」是我們 Happy Friday的經典表情。「學習有 FUN」如此繽紛：玩

具日、遊商場、參觀市政局圖書館、體育科大型活動、常識科「品德同行」、

聖經科的「百萬富翁」、英文科的“Ming Tao's Got Talent”⋯⋯配合「興趣

小組」中的懷舊遊戲、小廚神⋯⋯同學的喜樂活現學校生活裡，同學們都樂在

其中。

傳媒報導，備受肯定
最近，我們接受了不少媒體採訪，紙版媒體如「新閱報」、「信報」、「南華

早報Young Post」，網媒則有多篇「香港 01」，還有無綫電視台「最強生命線」

採訪同學的健康飲食⋯⋯當中也有同學是獲獎後接受訪問的，在此恭賀各位得

獎同學，他們分別獲得「新閱獎」、「閃耀之星」大獎、「傑出學生獎」等獎項。

此外，明道小學亦多謝各界的認同和肯定。

真的是「校園生活喜樂化，喜樂校園生活化」。

校園生活喜樂化，喜樂校園生活化 陳群好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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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為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一年一度的開放日。當天，校園內每一個角落都

彌漫著笑聲及歡樂氣氛，無論是蒞臨本校的家長

及幼稚園學生，抑或是本校的「明道大使」、主

禮嘉賓和各位師生，都十分享受展室學習活動及

激趣遊戲攤位呢！在激趣遊戲中，參與者投入活

動，各自使出渾身解數，衝破每個有趣的挑戰。

是次開放日還包括「中、英、數、常體驗課」之

觀課活動，各位負責老師均透過精心設計的教學

內容或平板電腦，進行開心活潑的學習活動，與

學生及參觀人士進行互動，大家都從愉快中學習，

與會者獲益良多，大家都滿載而歸！

梁文輝副校長

STEM Room
開幕禮

激趣遊戲

家長講座

體驗課

STEM服務大使與老師合照

DIY視藝作品多精彩

小朋友勇於接受挑戰

恭喜「好快樂親子填色比賽」
得獎者

外藉老師帶領幼童從遊戲中
學英語

STEM飛車大比拼

激趣活動大小齊參與

黃校長出席「好快樂親子填色比賽」
頒獎禮

參與幼童非常留心地聆
聽老師的講解

大家都積極參與圖書活動

陳校長為多位出席家長講解辦學理念

科學實驗多有趣

主禮嘉賓為 STEM Room剪綵

幼稚園生遙控編程機械車

歡樂滿校園─
九二二開放日

展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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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年多的籌備、設計及裝修工程，明道小學

的 STEM Room 於本年度終於面世了 ! 我們的

STEM Room以淺藍色調為主，配以雲形天花燈，

讓人有置身於大自然及天空的感覺，再配以機械

人及人工智能為主題，就像是將科技融入生活一

樣。而同學的桌椅以彩虹為主色，除了配合天空

的色調外，豐富的色調更可刺激同學思考，讓他

們進行學習時，更能發揮創意。除此之外，不同

的顏色也有利於同學們分組活動，利用不同的顏

色進行分組，同時也方便了老師的教學。

色彩繽紛的明道 STEM Room 吳錫輝主任

STEM Room前方有一個
大型機械人展示台

STEM Room後方有一幅 LegoWall

枱椅以彩虹顏色為主

房門也以機械人及人工智能
為主題

整個 STEM Room色彩繽紛 

同學可以在這裡進行
不同的學習體驗

同學們十分喜歡 STEM Room

STEM Room的設備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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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主題學習是「小木偶的快樂奇遇記」，故事

的主角是小吉，他是一個既懶散又做事不認真的孩

子。有一天，小吉看完故事書Pinocchio（皮諾喬）後，

認為做小木偶都不錯，不用讀書和做功課。小吉討厭

故事中的 Cricket Jiminy（蟋蟀吉明尼），因為他常教

訓小木偶，阻止他去玩樂！ 

當天晚上，小吉發現自己變成綠色的蟋蟀，後來遇上

Pinocchio（皮諾喬），他們要想辦法找藍仙子，使小

吉變回真小孩。明道同學被邀請參加學習約章設計比

賽及一連串的學習任務，努力成為愛、誠實及勤學的

孩子。

校方分別於上學期 10月中

及 12月中進行「快快樂樂

做運動」和「願主愛圍繞你」

的精彩活動，並將於下學期

進行「『普』出快樂小舞

台」、「STEM開心小玩意」

及 MT's Got Talent。一連串

別出心裁的愉快學習活動，

大家萬勿錯過！

體育科在 10月 12日舉辦了「快快樂樂做運動」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包括：

班際躲避盤比賽、競技比賽、運動講座及 AR體感遊戲（戰繩、踏板、拳擊

等）。當天無論學生或老師都過了一個十分愉快的下午！ 

小

有趣的
故事情境

精彩活動巡禮
快快樂樂做運動

梁玉蘭主任

熊少茵副主任

主題學習啟動禮
上氣氛熱烈，營

造了

樂善勇敢的學習
精神

小木偶故事製作組為同學們介紹了一連串精彩活動

Happy Friday活動前師生大合照

十位體育老師擔任當天的裁判 同學和老師參與躲避盤比賽
時都十分開心

同學在雨天操場進行競技比賽
時表現十分興奮

班際比賽獲獎好開心

有些同學在籃球場玩競技比賽

高年級的學習約章設計比賽得獎者為
自己

訂立了學習目標

低年級的學習約章設計比賽得獎者作出了
積極學習的承諾

「

木
偶的快樂奇遇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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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 FUN」是學校的特色課程── Happy Friday的活動之一。於星期五

下午，讓同學進行各種有趣和有意義的延伸學習，如：數學活動、電影教室、

BookFLIX sharing等；此外，同學更可以走出校園，體驗不一樣的學習活動，

如：認識社區、參觀公共圖書館等，讓同學享受愉快的學習經歷。

由本年度開始，「興趣小組」與「學習有 FUN」輪流每

週於星期五下午進行活動。透過參與全年四個不同的興

趣小組，同學在愉快的環境中，接觸課堂以外的知識和

技能，加強與其他同學的協作和溝通，發揮多元智能的

潛能和創作能力，擴闊學習視野，提升自信心。

“Happy Friday”樂滿 FUN
學習有 FUN

興趣小組

陳文芳主任

廖秀怡副主任

認識印度節日“Divali - Festival of 

Light”，了解異國文化

考考腦筋魔力橋

一飛沖天「橡筋繩
」

家長義工也來協助小廚神

望著製成品，學生們大滿足

同學們在調景嶺公共圖書館安靜地閱讀 輪到老師取牌，好緊張呀！ 跟同學一起玩玩具好開心

校長和我們一起走出校園、認
識社區

認識社區之前先要學會閱讀社
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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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明道小學的芒果樹

結實纍纍，讓人看了垂涎欲滴。

體驗學習、學習體驗

新來的客人──蘋果芒 范婉君主任

學生運用自己製作的「捕芒器」
採摘芒果

採摘芒果成功，yeah！

完成了全年的學校課程，學校為同學安排了一浪接

一浪的試後活動。今次同學們參加了「童夢通識遊

學園」的職業體驗，一起嘗嘗當飛機師、機場特警、

助產士、太空人、救護員等的滋味。同學們因為能

體驗不同行業的崗位而拓展視野、大開眼界！

馬術是一項體育項目，為了讓同學認識這項特別的運動，體育

科老師安排了騎術學校參觀及騎馬體驗活動，除了可以體驗策

騎馬匹及餵飼小馬外，同學亦也可與雪特蘭小馬合照。

同學們最初有點不知所措，不敢騎上馬背，但看見帶隊老師勇

敢地坐上高大的馬匹，大家也願意接受挑戰。坐在馬背上，雖

有左搖右晃、欲搖欲墜的感覺，但同學們還是過了一個既刺激

又歡樂的下午！

暢遊童夢城

騎馬體驗

廖秀怡副主任

熊少茵副主任

職業體驗前先來一張大合照

同學們與雪特蘭小馬大合照

同學一本正經地報導新聞

同學參觀馬房時都留心聽講

馬上顯英姿

為甚麼今年的芒果特別多？

怎樣才能安全地採摘芒果？

為了增加同學對四周環境的好奇心，鼓勵他們多觀察、多發問、多思考，學

校舉辦了「新來的客人──蘋果芒」活動，讓同學搜尋蘋果芒的資料，探討

種植和保育的課題，並研發採摘芒果的工具，除了發展同學探究、多角度思

考及自主學習的能力，也藉此進行生命教育。同學們在觀賞芒果樹及採摘芒

果時，個個都表現得很雀躍，也感嘆大自然的奇妙。

是不是所有芒果都能吃？⋯⋯

這些都是同學們提出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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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即將小學畢業的六年級同學來說，「升中」

確確實實是一項挑戰。輔導組有見及此，特別

在去年六月份為六年級同學安排了一個別具心

思的活動──「升中歷奇」。

「升中歷奇」包含數個活動，讓學生挑戰自我，

學習信任團隊，勇敢地踏出自己的「安全區」，

然後感受那份超越自我的滿足感。

去年暑假，五年級同學參加了「乘風航」活動。透過「乘

風航」精心策劃和別具創意的海上歷奇活動，同學一起

學習互相扶持，彼此攜手合作接受挑戰。透過這次活動，

學生可以：

•	加強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改善人際關係

•	培養欣賞事物的能力、關懷別人的態度和環保意識

•	增加自信，養成獨立處事的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這真是一個難忘的體驗，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

升中歷奇

乘風航之旅

胡偉軒副校長

廖秀怡副主任

信心柱上，看見所有隊友都在全
力支持我

救火救人是消防員的責任

大家手牽手，笑著面對困難

空中飛人來也

先做熱身運動，然後揚帆出海

信心柱上大喊：
「我做到了﹗」

我也可以照顧初生 Baby

「辦法總比困難多」，換個角度，
加點創意，問題便迎刃而解

完成任務，來個大合照

一班機場特警多神氣！

麻煩多，幫手更多

終於可以下海接受挑戰，
同學們先完成簡單任務

留心聆聽教練講解，準備
下一個挑戰

動手做一做，一人一個
「合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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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明道的時間表中多了一節「班

風課」，由班主任帶領，以培養班

風、提高學生自律精神、加強歸屬感

為目標。班風課每四節為一個循環，

包括訂立班規及檢視執行情況、專題

討論、生日會及服務日等。每逢星期

三的第八節課，同學們的臉上都會掛

著笑容，全情投入班風課中。

大家好，我是胡進傑老師，
很高興能夠加入明道小學。我

主要任教數學及體育科，盼望

能幫助學生一同在各科目中有

所進步，展現傑出的表現。

我是李洛華老師，感謝神帶領我
來到明道小學！我最喜歡中文科，

期待與同學們從閱讀中找到樂趣。

大家好，我是洪選玲老師，感
恩再次回到明道小學這個大家庭。

今年我教授中文、常識、普通話和

電腦科。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

與大家共創美好的時光。

大家好，我是學校社工葉杼靈姑娘，
很高興可以加入明道這個大家庭，讓我

有機會認識很多可愛的臉孔。社工室是

在三樓 309室，每天的第一個小息都會

開放，讓不同年級的同學前來遊玩，讓

大家可以放鬆一下。此外，葉姑娘亦很

期待可以和各位同學一起分享快樂和難

過的事，陪伴大家一同成長，歡迎大家

來找葉姑娘談談天，分享心事呢！

開開心心

「班風課」
胡偉軒副校長

帶上生日帽，擺個靚 pose，
影張靚相

生日會中，老師為我們安排了集
體遊戲

同學們在社工室遊玩，一邊放輕
鬆，一邊與葉姑娘談天。

「用力抹、用力擦」──就是
這麼簡單

「我學會掃地了﹗」

校
園
新
面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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