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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校長的夢 陳群好校長

陳校長有夢──

我的夢就是讓每個孩子有夢，並且「敢於發夢」，「勇於實踐夢」，於是，無論得時不得時，隨時隨在，

孩子都得了秘訣。

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神的傑作，我們每一個都是又獨特又珍貴無比。

陳校長相信要培養小朋友有自信，不能一蹴而就，孩子的自信需要透過一個一個夢想實現，如沙粒，如水珠，

一點一滴積聚而來。當孩子發現努力是可以令夢想成真，自信的力量就能如江水般滔滔⋯⋯所以，我們要

給孩子有機會去夢、去想—

給孩子有機會去逐夢—

給孩子有機會去相信夢會成真—

給孩子有機會去學習實踐夢—

我常在孩子外出比賽前為孩子祈禱，亦會挑戰他們發夢，問他們：「發夢要不要付款？如果夢想實踐不到，

要受罰嗎？要留堂嗎？」當孩子們發現可以任夢想飛翔，便會學到相信自己，相信未來是可塑造的，漸漸

就有信心向前走。

小二同學羅煦量在一年級時，勇敢地帶著他的個人畫冊，走進校長室，向我訴說他的夢—希望學校能進

駐一台再生巴士—我們重視他的夢並開始著手去申請，申請過程的確難關重重，幸而有各老師的努力—

小男孩的夢想接近成真了！

小六同學徐樂然和梁凱彤，一個在學術方面發光，取得第八屆「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一個在運動

場上發亮。在嘗試發夢的工程下，凱彤不單取得田徑冠軍，還取得女乙個人全場冠軍。最近，看著明道女

子排球校隊進行學界比賽，她們懷著夢想，由原本輸的情況，一步一步咬著牙關，用汗水將一分一分奪回來，

結果她們夢想實現了—先打入八強，在同日第三場分賽裡，再打入了決賽，最後更取得殿軍佳績⋯⋯

感恩讓孩子經歷那份願望可成真的成功和喜悅。

聖經上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林前十三：13上），我們願意孩子對未來有熱切的盼望，對神

創造的自己有信心，並且在家長、老師、同學之間的愛中成長，能夠懷抱信望愛—這就是陳校長的夢想。

最後，感謝神，九巴公司將會在七月將一輛再生巴士開進明道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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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成真之旅

再生巴士不是夢    辜少偉主任

田徑冠軍梁凱彤    熊少茵副主任

夢想成真非難事    陳文芳主任

以下是辜少偉主任訪問 2C班羅煦量同學的內容。

本校的「再生巴士」計劃是由「一個孩子的夢想」開始的，這個

孩子正是 2C班羅煦量同學。經過訪問後，發現他非常熱愛巴士，

對巴士情有獨鐘，既熟識巴士的特色，也具有創意及別開生面的想

法。在父母的協助下，羅同學為學校設計了一份申請巴士計劃書。

因此，在「給孩子達成夢想」的意念下，本校開始構思申請「再生

巴士」的可行性。

在本年一月初，本校透過九龍巴士有限公司的「舊巴士及退役巴士

捐贈」計劃，成功向九巴公司申請一輛退役的雙層巴士，本校也隨

即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經費，來進行改裝巴士的工程。雖然當中

的過程繁複，要處理大量文件及書信來往，並要通知不同的政府部

門，例如：教育局、房屋署、消防署、食環署、建築署、地政署等，

也要去信管業處、彩明苑業主立案法團及區議員等，最重要的是等

待教育局的批核。當中遇到不少困難，但為了讓孩子能美夢成真，

我們迎難而上，倚靠上帝的恩典，一步一步地向目標邁進。

願上帝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

辜：煦量，為甚麼你會喜歡巴士？

羅：每次乘坐巴士，在下車的時候，我都會走到車前看看司機駕駛，

       我很想駕駛巴士。

辜：你喜歡哪種巴士？

羅：我喜歡紅色的巴士，因為是紅燈籠。

辜：甚麼是紅燈籠？

羅：紅燈籠是巴士的花名（綽號），它是一款舊式巴士。

辜：煦量，你如何知道可以申請一輛巴士這件事？

羅：是我媽媽從朋友口中知道有學校停泊了一輛巴士。

辜：你想不想我們學校也擁有一輛巴士？

羅：想！因為可以給同學坐在司機座位，扮成巴士司機駕駛巴士，不過要計時，每人只能坐幾分鐘。

熊老師：你為甚麼會有田徑冠軍的夢想？

梁凱彤：我以前沒有想到自己的夢想是甚麼，但是有一次，校長鼓勵同學們要多做夢，想想自己有何夢想，因為我很喜歡運動，便 

 想到了在運動上訂立目標，之後，我便向著田徑冠軍這個目標去追夢。

熊老師：你是怎樣成就自己的夢想呢？

梁凱彤：這當然要不斷地鍛鍊自己的體能。除田徑訓練外，我平日還會多做各種運 

 動，例如：羽毛球、健球及排球等，以鍛煉自己的體能。另外，我會在網 

 上自學，觀賞專業運動員跑步、跳高、跳遠等片段，透過觀察，留意如何 

 改善自己的跑姿及技術。

熊老師：在獲得田徑全場總冠軍的那一刻，你有甚麼感受？

梁凱彤：能夠實現夢想，我當時的心情非常開心，興奮之情，實在難以形容！除了 

 田徑外，我現在正努力練習羽毛球，下一個目標就是能夠在校際羽毛球比 

 賽中獲勝。

我自小就很喜歡畫畫，又喜歡每事問，也曾夢想成位一位飛機師。只要不放棄，也願意跟人分享，夢

想成真不是一件難事。感謝父母一直栽培我的興趣，直至 2017年，我其中一幅作品不但在「無限創

意德國作品展」中獲得金獎，作品更在德國展出。另外，老師又經常鼓勵我，並推薦我成為香港資優

教育學院數理科範疇的學員；透過資優課程，令我更加深入認識更多科學知識。在衝上雲霄的活動中，

更有機會和陳校長一起乘坐直升機，一嚐機師滋味，令我眼界大開！今年我榮幸獲得閃耀之星才華拓

展獎學金以及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非學術範疇的傑出學生資助。我會好好利用獎學金，繼續發展視覺

藝術和科學探索的興趣。

本年度體育之星梁凱彤同學先後獲得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及亞太兒童

田徑錦標賽個人全場總冠軍，究竟她是怎樣踏上田徑冠軍之路的呢？

6E班徐樂然同學熱愛繪畫，也創意無限，近年在創意及科探方面多次

獲項，究竟他是如何達成夢想的？以下就是樂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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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明道閱讀日在 4月 1日舉行，當天的活動能夠順利完成，實在有賴全校師生及家長的支持。本年

度校方在安排活動時，加插了很多不同作家和名人的講座，除了要讓學生接觸不同類型的圖書外，更希望藉

此培養學生愛閱讀的習慣，成為一位以書為悅的讀書人。此外，閱讀日中還增加了 AR及 VR圖書體驗，讓

學生體驗不一樣的讀書經驗。速讀是本年度學校重點推介給學生的閱讀策略，我們更在小五和小六兩級進行

了班際速讀比賽，培養學生成為閱讀高手。

明道 閱讀日 ‧ 同享 悅讀樂 陳文芳主任

瘋狂怪博士到校為學生介紹科學圖書，還跟
小一和小二同學進行科學實驗，同學們都好

緊張呀

人稱「火博士」的陳鈞傑博士為高年級同學
進行「講生活，講 STEM」講座，分享精選
有趣的科學圖書，他的分享精彩萬分

家校同心，栽種閱讀小幼苗，故事爸媽不單
跟學生分享故事，今年還跟小六同學一邊介
紹有趣的科學圖書，一邊即場進行實驗，閱

讀加實踐，實在太開心了

Mr. Storey粉墨登場，成為科學博士，
將英文室翻轉成為英文科學教室

同學正在利用 iPad進行班際速讀比賽

VR圖書真有趣

愛閱讀的明道學生是多麼吸引和快樂

不一樣的講座活動

精彩的閱讀活動

明報報導火博士的到訪──
看，我們的同學多醒目

大家見到老鼠記者嗎？謝利連摩跟我們小三和小四同學見面，
分享他的最新作品，老師和同學都十分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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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奏是爭
取成為「聖經

百萬富翁」

Pinocchio是一本世界聞名的兒童故事，藉此

教導兒童要成為愛、誠實及勤學的孩子。本校

以 Pinocchio故事作為引起動機，在精彩的主

題情境中譜出「小木偶的快樂奇遇記」愉快學

習五重奏。在上學期初已由熊少茵副主任、劉

德欣老師及多位老師帶領進行「快快樂樂做運

動」，藉此鼓勵同學們愛學習、愛享受快樂的

校園生活及愛做運動的健康生活。

在上學期十二月份，聖經科舉辦了「願主愛圍

繞你」問答比賽，周雪熙老師和鄭惠琴老師表

示，同學們要首先參加初賽「聖經 Kahoot」，

再在決賽「聖經百萬富翁問答比賽」脫穎而出，

最後成為擁有愛與恩典的大贏家。小木偶透過

努力學習，證明自己不再是木頭公仔，最後變

成真小孩了！同學們，期望你們都成為擁有自

主學習能力的好學生。

梁玉蘭主任

「願主愛圍繞你」

「小木偶的快樂奇遇記」五 重 奏

第一重奏是快樂地學習新遊戲，接受新挑戰

請來看看有關 Pinocchio的
故事書吧

「聖經 Kahoot」初賽緊張刺激，
每位同學均全力爭取出線

大家爭相回答，把握
每一個取分機會

下學期三月份，普通話科進行了「『普』出快樂小舞台」表演，

當天同學們以話劇、詩歌、朗誦及唱歌等不同形式，進行普通

話才藝表演。羅淑卿副主任及侯翠蓮老師表示，當天師生們均

投入表演，氣氛熾熱，提升了同學們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及自

信。現在考考你，請用普通話拼讀這句子：「Xiǎo　Mù’ǒu 

yào　chéngwéi　ài chéngshí　jí　qínxué　de　háizi 」

（答案就在本文第一段）。

「普」出快樂小舞台

大家既學會了普通話，也學會了
成語故事《掩耳盜鈴》

同學們不但落力唱歌，
還自製樂器同學們自彈自

唱，這是

第三重奏的亮
麗成果

一看就知道她們在唱
《兩隻老虎》

精彩的主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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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是小朋友的恩物，一件心愛的玩具令人愛

不惜手，自己創作的玩具更見特色。下學期初，

由視藝老師指導同學們製作 STEAM開心小玩

意，結合科學及科技原理知識，再加上創意裝

飾，完成後便可以與同學們一同比試玩具的玩

樂效果，令同學們個個都呵呵笑起來。

壓軸的第五重奏精彩活動是英文科的 Ming 

Tao's Got Talent，明道才藝表演的參賽項目

包括英語話劇、朗誦、唱歌等，場面非常熱鬧， 

Pinocchio的故事主角也親臨現場為本年度主

題學習的好成果鼓掌喝采。

梁玉蘭主任 鄺麗雅副主任

STEAM 開心小玩意 Ming Tao’s Got Talent

三、四年級製作「超級回力車」 五、六年級
製作「塗鴉

大師」

Ming Tao's Got Talent舉行前，
同學們齊來參加宣傳活動

參賽者最希望評判團老師
給他們打滿分

STEAM開心小
玩意成為

主

題學習的
第四重奏

活動

一、二年級製作「開心啄木鳥」

課業觀摩大變身 人人都是小作家

「課業觀摩大變身」的作

品內容新穎有趣，題材多

元化，包括：情緒品行要

留神、學做一個藍莓芝士

蛋糕及漫遊數字王國等。

此外，同學們學會了分

鏡、剪片、打字幕及插入

背境音樂等技巧。多元化

又富幽默感的題材甚受

歡迎，令人一看難忘！

本校一向重視閱讀，提升學生創意。為了讓同學善用

假期，校方舉辦了「我是小作家」故事創作比賽。同

學們創作的故事和自製的圖書極富創意，內容吸引，

十分精美。得獎的「小作家」作品已經在閱讀日及家

長日作公開展示，吸引了大大小小的讀者欣賞。

陳校長與「課業觀摩大變身」第一期得獎生的大合照

請瀏覽有關
網頁，將會

有新一期的

得獎作品，
萬勿錯過

同學的作品很精彩，「小讀者」
看得津津有味

「小讀者」正選出他們最喜愛
的故事及寫上欣賞的說話

得獎的「小作家」作品有
公開展覽的機會

家人一起支持「小作家」，
閱讀作品後在鼓勵紙上「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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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開學不久，一年級的同學已有機會跳出課室，學習

新事物，二十五位小一同學由陳群好校長、黎寶華主任及

彭德堅副主任帶領下，於九月二十六日前往將軍澳寶琳分

區警署參觀，讓同學認識香港警隊的組織，還有警察局的

運作及設備，亦可增加對防止罪案的認知，藉此增廣見聞。

在四日三夜的行程中，五年級同學參觀了慈濟內湖

環保教育園區、防災科學教育館、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和台北市立動物園，學習了不少環保、防災、

科學及大自然的知識，令他們更懂得尊重和珍惜生

命。他們還有機會到訪台北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由當地的老師教導他們如何收割農作物，如何利用

塑膠水樽種蔥，如何烹調食物⋯⋯真是很珍貴的一

課。此外，他們在東和音樂體驗館學習造口琴，又

到 DIY體驗館親手做出具個人風味的鳳梨酥──行

程那麼豐富，難怪一位從台灣回來的五年級同學對

我說：「老師，我很喜歡這次交流，是一個『不一

樣的旅行團』呢！」

校園電視台不斷豐富同學的學習環境，本學年除了內容

吸引的早會直播外，更與多個科組攜手合作，為同學製

作了很多有趣的短片，大受老師、同學及家長歡迎。當

中包括：聲量五級制、玩具奇兵系列、Ming Tao's Got 

Talent系列、中國成語故事系列等。我們以生動的手法，

為同學介紹本校特色課程及精彩的科活動，務求令同學

更容易明白當中內容，更積極投入參與。

出
參觀「將軍澳寶琳分區警署」

2019生命教育台北行

盧碧霞主任

盧碧霞主任

鄭文匯副主任

跳 課 室

穿上警隊制服的小一
同學格外威風

大家齊來跟警
察巡邏車拍照

，真開心 來到報案中心，同學們覺得很新奇，
不斷地發問

除了獲得書本以外的知識，還收到
不少紀念品，收獲豐富

大家猜一猜四方形的車輪能走在
甚麼路上？

在國民小學上了一節烹飪課，
同學們親手做了窩夫和蛋餅，

大家都很興奮

到十分放天燈，齊把祝福
和願望送到天上去

動動手，做出自己的口琴

校園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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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關愛‧愛中成長

在一個平凡的日子，一班五年級同學參加了由將軍澳區耆樂警訊舉辦的探訪老人活動，令當天變

得不平凡。同學們與耆樂警訊的長者義工一起探訪本校附近的獨居長者，積極關心社區，盼望長

者們感受到明道人的愛心。

本校九十多位師生於二月份參加了世界宣明會主辦的「歷奇 180」半天難民體驗活動，一起踏上

歷奇之旅。當天，透過不少模擬情景，大家跨越一連串挑戰，從 180度體驗南蘇丹戰火兒童的

生活，從中訓練出創意、解難能力和抗逆力，擴闊個人的國際視野，關愛有需要的人士，成為具

有同理心的世界小公民。

探訪獨居長者

宣明會「歷奇 180」

胡偉軒副校長、周雪熙老師

盧碧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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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在近年來急速發展，老師及學生都

一同學習，一同接受挑戰。除了在正規課程中

加入電子 Lego、Scratch編程及 mBot機械

車外，又在拔尖課程中安排 RoboSTEAM比

賽組、Micro:bit智能車比賽組及 123紅綠燈

STEM比賽組等，以上組別均有出色表現，獲

得多個獎項，實在是可喜可賀的好消息。

「品德同行」計劃是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

的大型活動，目的是讓同學認識社區內的視障

朋友，透過交流、話劇及討論，引導學生發揮

創意，並運用 STEM精神，用新設計的產品為

視障人士解決日常生活的困難。最後，同學運

用 Micro:bit設計智能衣架、能探測距離的小

型設備等去幫助視障朋友，並在本校禮堂舉行

產品發佈會，由本校同學及評判投票選出我最

喜愛的產品。

今年，本校的「衝上雲霄」課程已踏入第三及

第四階段，我們成功舉辦了 VR（虛擬實境）

飛行課程及航模科技飛行課程。同學利用虛擬

現實 VR飛行模擬系統進行飛行訓練，以及利

用電腦編寫飛行程式。透過課程，學生不但增

進了航空知識，更能發揮創意，提升科學探究、

解難及科技創新等能力。

STEM 教育發展

編程教學大步走

品德同行 ‧ 服務社群

衝上雲霄

梁玉蘭主任、鄺麗雅副主任、洪選玲老師、余錦才副主任

同學們編寫程式，讓 Artec機械人
把物件搬到指定位置

「2019 RoboSTEAM比賽」
獲得冠軍及其他獎項

「九龍東 VEX機械人比賽」
榮獲季軍及評判嘉許獎

同學專心地用 VR飛行模擬
系統進行飛行訓練

紙飛機能刺穿鳳梨嗎？
答案是可以的

編寫了程式的航模飛機能順
利穿過呼拉圈嗎？

利用 VEX機械人完成任務

「全港中小學 STEM機械人大賽
2019」勇奪冠軍

「全港中小學 mBot & Arduino
機械人挑戰賽」47隊中獲得亞軍

視障人士大駕光臨，同學與他們初次接觸，
彼此間樂於分享，難能可貴

導師帶領同學思考視障人士的需
要，啟發他們對產品設計的意念

產品已接近完成，進入試驗階段
──同學忙於排劇、背對白、
製作道具，為發佈會做最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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