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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感恩，跨廿載，滿憧憬，迎未來
  不經不覺，明道已踏入 20個年頭，如以人生階段作
比喻，就像一位 20歲的青年，可說「如日方中」。我們
一方面為到明道的過去心存感恩，一方面迎接未來，滿

有憧憬，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打造孩子美好的未來。

  面對未來，國際間一直在研究如何培養 21世紀學生
應具備的生存技能，學者總結要在「軟技能」和「軟力量」

這兩方面的培養 1下功夫。故此，我們未來三年學校發

展計劃，也會依此方向前進，我們希望：

  藉著優化校本課程，加強價值教育 ;

  培育孩子正向學習態度，從而提升學與教效能。

關注事項 1：讓孩子愛學習、愛閱讀、愛夢想

  疫情令我們進入了新的學習模式，加快了電子學習
的進程，實體及網上混合學習模式成為新常態。未來三

年，BYOD策略會涵蓋中高年級，我們希望讓孩子善用
資訊科技，優化電子學習；至於低年級，則使用課室內

的互動大電視，提升課堂互動性及趣味性。

  我們亦希望讓孩子能學習、會學習和愛學習。（「軟
技能」的培養）

  為了提升孩子的未來技能（future skills），鼓勵孩
子發揮所長，在課程中我們着重加強能力培養的元素，

並進行跨科組學習，培養共通能力。

關注事項 2：培養孩子正向思維一信有用、

信有愛、信有理（「軟力量」的培養）

  能夠掌握未來生存的技能就如手中持有鋒利的
寶劍，寶劍越鋒利，殺傷力就越強；故此，我們需

要培育孩子有品德有修養，就如一把劍的劍套，制

衡著這些能力。故此，我們的第二項關注事項是想

讓孩子信自己有用、有愛、有理。

  我們希望為孩子建立正向的思維來處事為人，
不論是孩子之間、師生之間、甚或在家與家人相處，

都能培養相互認同及彼此欣賞的氛圍。加強孩子的

成就感，結出 2「喜樂」、「節制」、「信實」的果

子；讓孩子努力建立良好關係，結出「和平」、「仁

愛」、「恩慈」果子；培養孩子正面情緒，結出「忍

耐」、「溫柔」和「良善」的果子。

  我們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神），縱然
我們有最好的計劃，但沒有上主祝福，我們所作的

也是徒然，聖經說：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翰福音

十五 5）

  深願明道孩子既能掌握未來生存技能，亦能培
養出良好品德，在明道打好根基，他日成為十八般

武藝俱備的卓越「未來領袖」。

1.新加坡 21世紀技能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 http://
www.iedusg.com/show-40-15745-1.html
軟力量和軟技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四個學習支柱提出：學會學
習（learning to know）、學會做人（learning to be）、學會做事
（learning to do）、學會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2.九種聖靈果子的特質包括「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五 22-23）。

陳群好校長

明道 全接觸  



  聖經說︰「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

撒羅尼迦前書五 16-18）。明道小學為了鼓勵同學珍
惜眼前的人和事，以及常存感恩的心，同時為了慶

祝我們 20周年校慶，因此特意在地層重新製作馬賽
克壁畫。

  新的馬賽克壁畫將體現感恩的特質，同時培養
同學結出豐盛的聖靈果子。九種聖靈果子的特質包

括「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加拉太書五 22-23）。

  我們於 2019-2020年度舉辦了主題為「感恩珍
惜」的馬賽克壁畫親子設計比賽，收集了超過 400份
作品。最後，校長及一眾評委老師選出了 9份，分別
代表 9種聖靈果子的優秀作品。我們把各同學及家長
的意念融入壁畫中，成為具有學校特色的創作。作品設計的構思來自不同的同學及家長

同學設計的木槿
花圖案用在壁畫

上

  明道小學二十歲了，二十歲是青春活力的年紀，就像我們學
校一樣，充滿活力、生氣、歡樂。

  我們在十月十六日舉辦了簡單而隆重的啟動禮。雖然因為疫
情，我們未能安排全體同學聚首一堂，但每班均派出代表參與，

並透過校園電視台，於課室直播整個過程。啟動禮上，陳校長為

我們分享了學校二十周年的意義，我們一同做出（20）的手勢：
「2」代表勝利，意思是主帥領明道，讓我們紮根將軍澳，成為越
來越受歡迎的基督教學校；「0」代表圓滿、無縫，也代表明道校
長、老師、職工、教會、同學，上下同心，彼此

相愛，就如拼圖的意思，缺一不可。

  啟動禮的精華片段已上載到學校網頁及
Facebook，大家可以隨時重溫啊！

校慶啟動禮

范婉君副校長

鄭文滙老師

直擊        周年校慶活動

來個大合照，YEAH！

學校二十周年的校慶圖案砌好了

大家同心合力

「我們的馬 賽克」
壁畫設計

20

陳校長和部分得獎同學合照

請觀看短片

傳媒「明報」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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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 STEM優秀學生

多謝校長替我貼車牌！

  我不經不覺已經抵達明道小學一年了！雖
然學校已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批核我的翻新工程，

但教育局正審視全港學校的相關計劃，所以我和

學校只能無可奈何地等待，希望能盡快展開改造

工程。雖然如此，學校也希望為我添新意，讓

同學們對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所以經過校長

及老師的努力，終於為我設計了一套新「衣

服」。實在太美了！我的新「衣服」還加入

了我們明道小學不同的元素及特色課程。

看看你們能否在我身上找到答案？

辜少偉主任

多謝校長、老師和書記姐姐的設計！

穿好新衫啦！我很美啊！

再生巴士「換新衫」啦！

請觀看短片

全港首間小學 奪兩項國際發明金獎

鄺麗雅老師
  小小年紀也可以大有作為！

  我校有三名獲林氏基金獎學金的同學，得到科學園生物科技公司事務
總監 Gordon及教育大學講座教授鍾博士的協助，憑着「AI（人工智能）拐
杖」的科學發明，在面對超過 31個國家和 1000件發明項目的競爭對手中，
成為全港首間能同時奪得歐洲盃（EUROINVENT）和加拿大（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n Canada （iCAN）國際創新發明大賽
金獎的小學。

  有關發明品和傳媒報導詳情，請掃描此
二維碼。

「加拿大國際創新發明大賽」
金獎

「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大賽」
金獎

發明品介紹影片傳媒「香港 01」
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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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的新冠病毒疫情仍未過去，全港學校在疫情停課期間無法在校內進行面授
課程，所以我校設計了網課時間表，配合電子學習，利用學習平台下載課業及教材，

「教育的新常態」出現了。

  在網課時間表的設計意念中，低年級同學的課堂具彈性，除了上主要的學科外，
同學更可以透過我校「輕輕鬆鬆自主學習平台」，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我們明白到

同學長時間對着屏幕的疲累，所以老師自行拍攝影片教授同學護眼操及健腦操，讓同

學稍作休息。同學們亦可於早會時段進行「自主悅讀」，從書海中不斷學習，擴闊視

野。最受學生歡迎莫過於「HAPPY FRIDAY」，同學們在這時段已先後進行了故事
遊樂園、馬賽克工作坊等活動，真的貫徹了愉快有效學習的精神。

徐燦麗主任

言語治療師葉 sir生動地説故事，帶領同學走進有趣的故事遊樂園

  配合學校課程持續更新，我校參考教育局
指引後，更新了英文、數學、常識和普通話的

教科書。新的教科書配合多元化的電子互動平

台，有系統地建構知識，讓同學輕鬆地學習不

同的學科知識，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及信心，

從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面對着「教育

的新常態」，我們一起用「新」的心態來嘗試，

那麼我們不管疫情變化，仍能持續學習。

徐燦麗主任

老師利用電子書和同學一起上課

電子學習新常態

疫情中的不一樣學習

電子書樂趣多

陳校長在網課的早會上和同學們打招呼

你看！同學多投入
，多開心！

「讓眼睛閃耀」2 - 梁睿圖同學和 梁睿哲同學
《大象荷頓在孵蛋》

四年級 BYOD英文課，
提升了學習興趣 

「讓眼睛閃耀」2 - 李愷霖同學 
《你好啊，故宮，皇帝與皇后》

請觀看「讓眼睛閃耀」
圖書分享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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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一年級
的同學，

他們就是未來的
發明家！

恭喜以上獲獎的同學，太棒啦！

厲害！明道同學的創意真的超乎我們所想的。

「登！登！登！」這就是我的新發明。

常識科活動日
鄭秀嫻老師

  活動前，同學們透過宣傳單張預先觀看影片、閱讀文章及觀
看各樓層有關發明的海報，讓他們了解發明的科學原理。

  活動中，老師透過簡報分享本校同學們的小發明。接着就是
常識問答比賽，比賽包括四個環節，分別是冷知識題、發明題、

學科題、時事及課外題，同學們認真作答，積極參與。

  活動後，同學們於工作紙上展示自己設計的小發明。透過活
動能讓學生對人類的發明更感興趣，成為未來的發明家。

愛夢想之尋找過去、現在、未來@發明

嘩！常識科的宣傳單張真的很吸引！

緊張刺激的常識問答比賽開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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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心 計勵 劃存

提升學習效能—BYOD 與互動大電視

同學專心地運用平板電腦上課。 同學們都表示十分喜歡使用平板電腦上課。

互動電視屏幕大，而且十分明亮。 同學能在大電視上動手畫與寫。

明道獎勵系統—
存心 APP

存心 APP有很多
禮物換啊！

同學聚精會神地夾聖靈果子。

YEAH！我們夾到啦！

吳錫輝主任

辜少偉主任

辜少偉主任

  本年度的「存 獎勵計劃」跟以往一樣，鼓勵學生在七

大範疇：「勤學」、「服務」、「閱讀」、「體藝」、「感

恩」、「班風任務」及「自我挑戰」存取心心獎勵，以換取

更豐富的禮物。

存 App：

  為了配合本校的BYOD及電子學習的發展，本校把傳統的
獎勵紀錄小冊子發展成為電子化系統，建立「存 App」。讓
教師、學生和家長，更有效地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本校透過「存 獎勵計劃」添置了一部「夾公仔機」，推

行「夾出好品格」活動。學生除了可以透過「存 App」來
換領「明道代幣」外，也可以藉着服務及關愛他人的行為，而

獲得「明道代幣」，夾走精緻可愛、獨一無二的「聖靈果子公

仔」。公仔都是本校自行設計及特別訂造的，以配合推行本校

三年發展計劃的生命教育範疇。

  為了培養學生學會感恩的品格，同學們只要在生日當日或
該星期，在生日卡上寫出感恩事項，便會獲得三個「明道代

幣」，有機會玩一玩夾公仔機，把「聖靈果子公仔」夾走，已

經有很多同學成功中大獎了！希望下一個夾走公仔的人是你！

存心 APP好美啊！

夾出好品格

  由本年度起，四年級同學自
攜平板電腦 (BYOD)上課，同學
在課堂中運用「iPad」，透過電
子書及學習應用程式進行學習，

不但使課堂更有趣，也能令學生

更專注及投入在課堂中。

    另外，本年度全級一年級的
課室安裝了互動觸控大電視，目的是為同學提供更

多互動學習的機會，除了老師能運用互動大電視在

課堂外，還可讓學生有機會動手畫與動手寫，比傳

統投影機畫面更明亮，也能有更多互動學習的機會。 

運用平板電腦上課時，
同學們一樣留心聽老師

講解。

傳媒「香港 01」
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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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迎月」當天，學校在上課的同時，也舉行了「快樂中秋在明道」活動，為所有同學帶來節日歡樂。

  首先是所有同學可以穿華服，拿燈籠回校，帶來節日氣氛。班主任在課室裏為同學介紹中秋節，又一起猜燈謎，
樂也融融。同學又在老師的帶領下，走到雨天操場，走進中秋迷宮，挑戰自己的方向感。大家更趁機會，拍攝了班照。

雖然所有老師及同學戴着口罩，看不見他們可愛的臉孔，卻依然洋溢着濃濃的笑意。

「你能幫幫我
嗎？」 走得快，好世界﹗ 手牽手，互相支持﹗一起加油﹗

「看看我們的燈籠，多美﹗」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坐火箭，到月球上過中秋節。

你看同學預備的
裝飾材料多豐富

。

老師幫忙同學貼上裝飾。

別小看一年級同學，他們的角落同樣美侖美奐。

快
樂
中 秋 在

明
道

胡偉軒副校長

我班最特別
彭德堅老師

  在我校進行的第一堂班風課，主題是「小分享
大發現」。每位學生在壁報上都有自己的小角落，

既可以自行張貼各科的佳作，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喜

好，增進老師與同學彼此之間的認識。同學們都十

分投入，費盡心思去佈置自己的角落，又張貼自己

的得意之作。

同學張貼「學習有 fun」活動佳作，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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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  Th is  i s 
Miss Ng, one of 

the new teachers 
at school this year. I 

teach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Visual Arts 

and I.T. Being a teacher 
is my dream job. My 
ambition as a teacher 
is to help students with 
their academic pursuit 
and personal growth. I love travelling. As a 
'travelholic', I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like 
New Zealand, Japan and Singapore. I enjoy 

spending time and chatting with students. 
If you are also a 'travelholic' or you 

have other things you want to 
share, why not come and 

chat with me?  

  大家好，我是言語治療師—
葉 SIR，很高興今年能成為明道大家
庭的一份子。我通常逢星期一、三及

四全日駐校，主要協助校內同學們如何

利用簡單易明的方法更舒暢、清晰及

自在地表達自己，一起透過言語為

校園生活加多一點樂趣！

Hello! I am Miss Fung. This 
is my first year teaching at 
Ming Tao Primary School. I 
teach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Visual Arts and I.T. I  have a 
Bachelor 's  degree in  Engl 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I love to 
teach English; I could teach it all day! 
I can't wait to explore the study of 
English with you during our lessons! 
Last Christmas, I went to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my friends. We took lots of 
great photos in front of Tower Bridge. 

We also had fish and chips in some 
f amous  res tau ran ts ,  i t  was 

delicious! I can't wait to spend 
th is  year  learn ing  and 

growing with you all! 

校內新面孔

    新老師自白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Lee. I 
teach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Visual Arts and I.T. Every student is 
unique. It is our job as teachers to 
explore their potential and support 
their learning. I hope all of you can 
enjoy your learning journey and 
strive for the best. I am proud of 
being one of the team members at 
Ming Tao Primary School and I look forward to 
learning and growing with all of you.

李少冰老師

葉廣深先生

馮楚喬老師

伍敏妍老師

Hello ！ I am Miss 
Sidrah, the second 

NET teacher of this 
new schoo l .  I  l ove 

ch i ld ren  and  I  l ove 
passing my knowledge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I am an adrenaline 
junkie. I like to go on adventures like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zip-lining and scuba diving！ 

I also love to write poems. I believe that is a great 
way to express your emotions. Anyways,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I look forward to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with you 

all！ Cheers. 

Miss Sidrah

  新的學年，明道小學來了幾張新的面孔，
一位是言語治療師。

  另外四位是任教英文科女老師，所以特別
邀請她們寫了自我介紹。俗語說：「人靚心更

靚，心靚人更靚」。不知道同學們看見美麗的

新老師，有否感受到她們善良的氣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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