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道 全 接 觸 2021-2022下學期

學校地址：將軍澳彩明苑彩明街七號 電話：31294294   傳真：31294194
學校網址：http://hkmlc-mtps.edu.hk  電郵：mtps@hkmlc-mtps.edu.hk

港 澳 信 義 會 明 道 小 學
Hong Kong and Macau Lutheran Church Ming Tao Primary School

各位明道小學的師生及家長：

　　九月開學，同學可以回校上面授課堂，原以為一切會慢慢重回正軌，豈料聖誕過後，疫情再度爆發，
四處肆虐，甚至相比過去兩年更為嚴峻，後來陸續收到同學、家長、教職員需要強制檢測甚至染疫的消
息，心裡既難過又擔憂，想像在疫情之下，同學每天聽著新聞報導，看著感染數字，心中的恐懼可想而知；
家長照顧子女之餘，還要四出張羅抗疫物資及在家進行消毒清潔，還有部分家庭因染疫後的不適所帶來
心理壓力⋯⋯這段時間，常常記掛著大家。

　　難關難過仍會過，感恩我們現時的生活稍微回復正常，然而，過往的經歷及專家們的意見均提醒我
們，在可見的未來，我們不得不與病毒共存，我們需要應對因疫情帶來的教育新常態，為此作好準備。

學習環境的變化— 疫情讓同學的學習環境產生了很大變化，學習的場所不再限於學校，可以在家裡，
甚至在社區；教育新常態下，隨著網課及電子課業的開展，學習時間也不再限於
上課時間表內，為了保護眼睛，網課時間較以往正常課堂短了，即或恢復面授課
堂，為了控制疫情，也只能半天上課，部分學習需要在家中進行。一旦疫情再度
爆發，屆時又得暫停面授課堂，再次改為在家網課。所以，同學能積極學習及自
律自理，將會成為學習是否有成效的關鍵，而家校聯繫和合作對於協助孩子學得
好顯得更為重要。

混合學習模式— 在疫情反覆的日子裡，我們需要協助孩子適應傳統面授課堂與遙距網上學習兩種截
然不同的學習模式：在配套上做好準備，培養同學既能掌握上網課的技術（如：網
課禮儀、學習軟件的操作等），又具備上實體課堂的學習態度（如：上課常規、與
同學協作溝通的技巧等），能善用兩種學習方法的優點，提升學習效能。同時，我
們也不要忽略孩子的感受，他們的年紀還小，要一下子適應不同的學習模式，談何
容易，我們需要關注他們的幸福感，多聆聽、多鼓勵、多支持，幫忙他們維持學
習興趣，尋求學習樂趣及滿足感。

能力培養— 美國教育學家 Fernando M. Reimers教授指出，未來我們更應注重培養孩子的學習能力，
而不是內容，當中以認知能力、人際能力、自省能力，以及自主學習能力尤其重要。
進入資訊爆炸的年代，加上一場世紀疫症，促進了遙距學習、網上學習、電子學習，
知識的掌握成了彈指之間的事，但在網絡的世界、資訊的大海裡，如何辨別真偽、明
辨是非、有自制能力、善用及選取資料、具
備素養等，遠比擁有知識更為重要，且並非
一朝一夕能建立，需要學校和家長的指導與
幫忙。

　　在與病毒共存的時代裡教養孩子， 不論學校或家長也
面對著重重挑戰，但仍要心存感恩，因為時代選中了我們，
上帝使用了我們，期盼大家攜手協力，在學校和家庭裡致
力培育這一代的孩子！

           范婉君校長

校長的話

hkmlcmtps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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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閱讀文化，學校舉
行慶祝「世界閱讀日」活動。
當天安排了五個精彩的活動，
包括故事樂繽紛、真人圖書
館、電影欣賞、圖書速遞和
Healthy Living英語活動，同學
們在輕鬆的學習氣氛中能認
識到「健康生活」的重要。

明道

不一樣的世界閱讀日 

中文科活動 

陳淑娟老師

廖靄蕊老師

　　中文科「健康生活在明道」，已於上學期 Happy Friday 
時段順利舉行。初小及高小同學分別競逐標語設計、短片
創作比賽的獎項。活動當天，低小同學認真地投選入圍作
品，十分踴躍；而高年級同學欣賞各班所創作的短片，進
行即場投票，反應非常熱烈。此活動能提高同學對健康生
活的意識，培養同學建立健康生活的習慣。

健康生活在健康生活在

高小同學在投票過程中表現雀躍。

看！小評判仔細地欣賞
同學的標語作品。

繪本故事的吸引力—同學
都很留心地聽故事！

你使用電腦時的姿勢正確嗎？
聽聽物理治療師怎麼說吧！

大家快來看看新購的英文圖書！

外籍老師拍攝英語影片，
讓我們認識健康生活。

中文科短片創作
比賽得獎作品

最具動感獎 4B
最配合主題獎 5D 
最佳創意獎 6C

冠軍 2B 陳芊霖
亞軍 1E 羅匡賢
季軍 3C 蔣諾曦

高小短片創作比賽結果：

低小親子標語設計創作比賽結果：

校長、老師和同學也齊來做伸展運動。

同學認真地匯報自己的參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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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年年賀

校園新

送上麥芽糖餅讓學生疫下嚐甘甜 廖秀怡主任

　　學校舉辦非一般的「中國傳統美食分享」，與同學
齊賀新春。學生透過網上活動認識中國傳統美食，了解
中國飲食文化的起源及特色，提升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興趣和認知，學生獲益良多。

　　活動期間，學校更安排網上互動形式的有獎問答遊
戲，獎品豐富。每位同學獲得賀年小吃「麥芽糖餅」，
由當天家長回校交收功課時把「麥芽糖餅」轉送給子女，
讓學生在疫情中嚐得一點甘甜，將新年氣氛送到家中。

何嘉怡老師

　　Hi everyone! I am Miss Ho. This is my first year learning with you at Ming 
Tao Primary School.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I teach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and Computer Studies. I love cycling and playing badminton. I also enjoy watching 
movies, playing games on Switch and PS5 in my free time! My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 is Lotso from Toy Story 3. It is poor but cute. It smells like a sweet strawberry. 
I cannot wait to share more about myself with you all. See you on the campus!

林君洛老師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明道大家庭的林君洛老師，任教體育及
數學。我的興趣主要是打羽毛球及跑步。每當有空閒的時間我便會做
運動。因為它能令我們感到愉快輕鬆，又能使身體變得強壯。我鼓勵
大家多和家人一起做運動，期望所有同學也能活出健康的生活態度。

劉錦蘭老師

　　大家好！我是劉錦蘭老師，任教中文、常識及普通話。我的
興趣是閱讀，特別愛閱讀繪本。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相信
只要不放棄，凡事都有可能發生。劉老師希望與你們共創所有的
「可能」！

新歲美食年年賀

同學線上寫揮春互相祝賀。

同學在學校特意設
計的卡通賀年板前
留影，份外醒神。

校長送上「麥芽糖餅」，
令節日更添溫暖 。網上直播「中國傳統美食分享」。

面孔校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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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碧霞主任

葉杼靈姑娘

　　聖經約翰一書四章 19節
指出「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我們。」從上帝身上，我們學
懂去愛別人及接納別人給予
的愛。不少明道的同學都在
「愛的展現」平台內以相片
或影片展現出不同的「愛」，
可見人間有愛，愛可長存。

　　為了讓同學體驗照顧生命的不容易，並明白生命的珍貴，我們今年辦了生命教育
活動「彩虹小幼苗」。學校向每位一年級同學派發一盆花苗，讓他們帶回家照顧，兩
個月後需把花苗帶回學校和同學分享。透過種植花苗，同學體驗到照顧花苗和照顧人
一樣，需要花心機、時間及耐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而明白生命的可貴。

我和妹妹用行動展現
對環境及社會的愛 。

緊抱媽媽的合照，
展現了對母親的愛。

向弟弟講睡前故事，展
現了姊姊的愛 。

齊齊為爸爸慶生，
展現了對父親的愛。

手牽手，展現了兩代之間的愛。

1A張博森

6D林鈞濤 3E張靖琳

2D譚阡彤

1B 吳芯怡

相信就有愛相信就有愛

嘩！大家栽種的花苗成
長後，變得很漂亮呢！

同學分享照顧花苗的
過程裡的喜悅和挑戰。

在「種植記錄工作
紙」中，同學表達
了照顧花苗的感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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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少偉主任

　本年度的關注事項是「建立良好關係，結出和平、仁愛、恩慈果子」，所以宗教
組以此為目標，推行「明道親善大使」活動。目的是鼓勵同學透過不同的任務，例如：
服務他人、讚賞別人、主動打招呼等等，以表達對別人的關愛，成為明道親善大使，
活出聖靈果子—「仁愛」的特質。 

一年級親善大使

四年級親善大使

同學積極參與是次活
動，希望學校和老師能
聽到他們的心聲。

五年級親善大使

同學也藉此活動向
老師表達感謝之情。

六年級親善大使

二年級親善大使

老師收到同學的心聲卡，開心之餘更會用心細閱同學的心聲。

三年級親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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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芳副校長

　　自 4 月復課後，感恩同學們每天健康愉快上學，只可惜半天上課時間，大大減少
了師生的交流。有見及此，學校特別安排了「我有心聲想跟你分享」活動，讓同學透
過文字或圖畫跟老師談談天、談心事，藉此打開同學和老師的話匣子，讓老師了解學
生之餘，更可以藉此關心每位學生。



迎難而上疫情下的

機會永遠是留給有準備的同學

「信有愛」-「特別德福時間」

　　l am very grateful to Ming 
Tao Primary school for helping 
me develop my interview 
skills. The school prepared 
classes and mock interviews, 
both online and in person. 
Thanks to that, l did well in my 
interviews and get to study in 
my favourite secondary school!

6B Cheng Chi Shun Anakin 

　　今年疫情嚴重，大部分
中學把實體面試改為網上面
試或拍片。校方為我們請來
畢業生分享拍片心得，還安
排外籍英語老師為我們進行
網上模擬面試，並提供回
饋，我們獲益良多。最後，
小兒成功考入心儀中學。

6E 梁睿哲家長

　　在特別假期中，學校每星期透過發放
校本德育或福音影片，讓學生在家也可以
收到「信有愛」的正面資訊，強化心靈之
餘，更透過回應表收集學生每星期的心情
和情緒狀況，從中讓學校能夠與學生緊密
聯繫，老師們更同心守望明道的每位學生。

　　雖然因疫情而突
然間停課，但學校為同
學準備了不同的模擬
面試訓練。這次模擬面
試十分有意義，因為它
可以令我更了解自己
在面試時的表現，從而
為真正面試作好準備。

6D 楊樂晴同學

陳文芳副校長

　　感謝學校為六年級學生舉辦一次模
擬網上面試。雖然一直都知道面試前需
要做好準備，說易行難，小女始終未能
感受到認真準備的重要性。這次模擬面
試讓她深切體會到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
參加面試，結果將會是怎樣。自從參加
模擬面試後，她每天都願意主動練習不
同的面試對答，並且看到明顯改善。

6D 楊樂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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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冬奧會邀請了殘奧 200米賽跑世界紀錄
保持者蘇樺偉擔任嘉賓，透過網上與同學見面分
享，學習運動員的堅毅精神，藉此推動正向文化，
讓他們在身心健康都得到關顧，勉勵同學逆境自
強，面對任何事情都要抱有堅毅與堅持，向著目
標邁進。

　　雖然面對疫情衝擊，明道的
Happy Friday活動仍然沒有停下來，
繼續為同學帶來全方位體驗！繼早
前邀請聲樂老師 Teacher Karen為大
家帶來「無伴奏合唱 (A capella)及
人聲敲擊 (Beatbox)」體驗外，明道
於 6月 10日更為同學邀請前香港
空手道代表隊隊員阮 Sir及其團隊，
帶領大家做運動，大玩動感遊戲！

疫情下的明道冬奧會 

疫情下的 Happy Friday

廖秀怡主任

鄭文滙老師

Teacher Karen帶領同學體驗另類音樂元素。

同學速度與反應的比拼！

終於可以和同學一起動
動身體，做做運動了！

同學的歡笑聲和打氣聲再次響遍明道！

「A capella Junior」精彩片段

校長跟蘇樺偉與同學們隔著屏幕來個大合照。

蘇樺偉與學生一起做熱身運動。
蘇樺偉跟同學大玩互動遊戲，不減活動的熱烈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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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英常跨科學習

鄺麗雅主任

范綺文主任

本校致力發展
學生 STEM能力，成績

有目共睹，

除了透過校本
數學、電腦、

常識和跨科的
STEM

專題研習等不
同課程去培育

學生外，更透
過不同

的課外活動及
比賽去發掘有

潛質的同學，
以達至

STEM教育普及化
及資優化的成

效。

英文科成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在二
年級推行「 以 STEM為元素的校本閱讀
課程」，進行英文、常識的跨學科學習
活動，旨在提昇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
以及培養他們對 STEM的興趣與認知。

一班熱愛無
人機編程的

同

學正聚精會神
地進行比賽。

在「東九龍編程
無人機挑戰賽」

中獲得亞軍，實
在令人鼓舞！

同學們參與機械人網上挑戰賽，全力應戰，校長還親自到場鼓勵同學呢！

外籍老師跟
同學們讀故

事書，

學習浮沉原
理。

同學們透過親手設計及組裝VEX機械人，勇奪機械人技能賽冠軍及評判嘉許獎。

同學研究植
物生長的技

術，

於第 48屆「日內瓦
國際創

新發明比賽」
獲金獎。

同學們要
想盡辦法

把「乘客
」

安全地放
在會浮的

物品上。

同學齊
來幫老

鼠國

王和王后
解決問題

。
同學用不同的物料，一起進行創作。

同學在常識堂創作
的磁力創意車。

有 效愉快
的學

奇趣 STEM @ 明道

實驗進行中，同學們非常興奮。

同學研究的「半透明海藻板」，贏得韓國和馬來西亞的創新發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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