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禧校慶

壽文化悠悠展風姿 寫下明莊不朽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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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周年校慶活動—千壽賀金禧
情懷墨寶中 成紀錄創舉
「壽」在中國文化佔了一席位。不
論在中國歷史傳說，還是在文學作品中，
往往也有它的蹤影，如「八仙祝壽」、
「蟠桃赴會」等；也見於日常生活，如
餐具上的壽字花飾；亦見於食物，如壽
桃、長壽麵等。形形式式的「壽文化」，
目的就是給壽辰者一個祝福。可知向他
人的祝福，其實自身也能得到快樂。適
逢本年度是本校金禧壽辰年，本校及友
校師生共 308 人便於 1 月下旬以「五體書法壽字」為本校送上祝福，
成就「千壽賀金禧」創世界紀錄活動。
活動當天，師生魚貫入座後，校長便為活動致辭。致辭中提及傳
統文化值得宏揚，文化需要親身體會和感受。接著，世界紀錄認證官
吳華江先生便向參與者解釋創紀錄規則。然後，活動在吳先生的鑼聲
中開始了。參與者在柔和的中國文化音韻縈繞下徐徐執起毛筆、舔墨，
再在紅紙上大筆一揮，一個個篆、隸、楷、行、草書體，雄渾有力的
壽字便湧在跟前。整個場面，冠以文人雅士的光華，操場上每個人都
專注在五體書法壽字上。至於在旁的協助老師，則或為參與者提供書
法意見，體貼地預備更多的紅紙，甚或為本班團隊拍照，捕捉優美倩
影，又或與友校二三子分享寫字心得，一片樂也融融。身處其中，有
著「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之感。大家不知不覺之間與五體
書法壽字融為一體，同時也把這份情獻給明愛莊月明中學，為之動容。
二十分鐘後，當吳先生再響鑼鼓，寫字活動便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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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吳先生在蔡副校長的陪同下立即進行認證工作。與此同時，
司儀便訪問校長對書法的心得。校長指出學校在藝術的發展已很出色，
書法可讓學生擴闊接觸面。訪問校長後，
司儀再訪問了中一甲班的李兆豐同學及
中四丙班的毛碧琪同學，雙雙指出需要
多練習才能把字寫得工整，這是學好書
法的不二法門。就在此時，認證官也公
布是次活動能達標，創下「最多師生寫
書法壽字」世界紀錄，隨之，立即頒發
證書。合照過後活動也在喜慶滿溢的氣
氛下圓滿結束。

許統承老師後記：

陳俊冰同學後記：

在此，我需要感謝多方協助，活動才能順利完成。
活動前，協辦機構就程序、場地佈置等與校方協調妥當。
當中，校務處各同事在同學考勤及行政事務上做了很聯
絡工作；工友也在活動用具、場地佈置上花了很多功夫。
各位老師、同學各展所長、各司其職，積極享受文化內
涵。最重要是學生在活動過後主動協助工友清理場地，
不消半小時，整個操場已變回原來模樣。可見一個活動
的成功，團隊合作是關鍵。再次感謝各個單位的緊密合
作，玉成其事。

千壽賀金禧，除了為學校賀壽外，最主要的莫過是在壽字。壽字
的文化，經歷無數的歷史演化、傳承。從五體書法的遞變，從單一的
表達演化成書法，從複雜演化成簡單，這正能說明時代不斷進步，書
法藝術的博大精深，一筆一劃都能反應出文字的源遠流長。在書寫的
過程中感悟自然，一氣呵成，心靈無所異念，從書法中享受超脫自然，
這正是書法的精深之處。學校想讓學生在書寫書法中感受自然，感受
傳統文化的絢麗，文化的燦爛，這所做的一切讓我明白，學校是個傳
承者，先驅者，更是踐行者。這讓我明白了書法的魅力，更讓我明白
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千壽賀金禧」

事前準備花絮
本校為慶祝創校五十周年金禧，於一月二十二日假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金禧校慶感恩祭，荷蒙夏志誠輔理主教主禮，梅杰
神父、鮑致謙神父共祭，區嘉為執事襄禮。感恩祭由校董、校監、全校師生、職工參與，嘉賓包括友校校長、教師、舊同事、校友等。
彌撒中，夏主教於講道時，提及本校 50 年來由職業先修中學發展到文法中學，過程中歷屆師生共同努力創造佳績，達致金禧校
慶主題—「超越」。他又鼓勵學生要謹守校訓「忠誠勤
樸，敬主愛人」，作為人生目標。當生活遇到不滿意時，
應依靠天主信仰，由主而來的力量「超越」困難。從讀經
中，上主教導人們要從卑微貧窮的人中得智慧，當耶穌遠
離群眾上山祈禱，這是「超越」的表現，門徒義無反顧跟
隨耶穌，過程是辛勞的，眾人要尋找智慧更要「超越」。
夏主教藉此勉勵眾人，求天主賜予力量讓學生超越自己，
找到成長的智慧。

「千壽賀金禧」活動的成功，事前準備功夫實不可少。校長
先按級開班傳授書法技巧；中一級李兆豐同學也揮毫示範五體
壽字，並拍成短片上載校網，供師生隨時觀看，領悟要義。
李兆豐同學示範五體書法

同學嘗試書寫「五體壽字」
楷書

信友禱文中，彭校長、教職員及學生向上主祈禱：求
主繼續以真理之光引領教會，實踐仁愛，締造和平；賞賜
惠及本校的恩人及賜給教育工作者愛心與耐心，使他們能
成就更美好的事工；求主使家庭充盈著基督的恩寵與護佑
學生，使他們在洋溢溫情與平安的愛內得到明悟，行徑正
直，珍惜天恩。
整個感恩祭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下圓滿結束。祈願聖
神繼續祝福大家，使本校每一位成員都能成為地上的鹽、
世上的光；更祈願上主的愛充滿明莊，使全體成員能互助
互勉，不斷發展，攜手邁向另一個五十周年。

隸書

篆書

校長教授書法技巧

草書
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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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唱共敍同超越 妙韻縈牽幾代情

金禧校慶開放日
開放日是學校和家長、坊眾交流的好日子。2019 年 11 月 9 至 10 是本校的開放日，主題是：超越
（TRANSCENDENCE）。適逢 50 周年金禧校慶，可謂雙喜臨門。為隆重其事，特意邀請了前校監、校長
李崇德太平紳士、前校監黃寶琳先生、前校長李英儀先生、李劍華總主任及南區中學的一眾校長，為金
禧校慶開放日揭開序幕。

50 週年校慶舞

月明光輝剪影同畫上 師生校友共留倩影
今年開放日的主題是「超越」。我們嘗試突破常規，超越前人的想法，追求進步，「50 周年金禧校慶暨開放日開幕儀式」便是一個嘗試。彭校長陪同一眾嘉賓，立在操場的禮台上，鑼鼓一響，齊把手上的紅色紙飛機投向空中，
象徵本校超越前進，奮發高飛。同時，教學大樓每一層的學生都把七彩繽紛的紙飛機向操場投擲，數以百計的紙飛機在空中飛旋轉繞，構成七彩紛陳光彩奪目的畫面，場上各人拍手稱慶，氣氛熱鬧鼎沸。航拍飛行器在天空逡巡
遊弋，把這美好的光輝剪影收錄下來。接着，中一級的張梓淇、黎朗耀、李兆豐舞旗，香島道官立小學的學生揮舞一條紅黃相間、長約 20 米的巨龍由校門盤旋進入操場，跳躍游動地走到嘉賓面前。台前又有數位學生手舞紅旗，
在巨龍前打圈游走，營造喜氣洋洋的氣氛。

吶喊呼叫聲同在響 禮堂比賽表演齊慶賀
隨著巨龍的步伐，一眾嘉賓移步禮堂，繼續慶祝活動。甫進場，魔術表演隨即登場，魔術師 Kelvin sir 帶領「魔法派學生」表演「針穿氣球」，
學生們為了應付魔法考試，求教於「科學派」的湯兆昇博士；湯博土隨意示範「空氣炮」，也極有魔法效果；其後，Kelvin sir 和湯博士更來一個「夢
幻與理性」的大融合，把魔術與物理理論結合，製作了一張大生日卡，為本校送上祝福。最後是 50 周年話劇《打大佬》預演。表演的同學載
歌載舞，勁力四射，投入認真。話劇尾段，舊生唐洁玲聯同學生齊唱 50 周年金禧校慶主題曲 —《明愛金色歌舞會》，此曲
由唐小姐作曲、填詞、主唱。台上，同學搖動金色啦啦球，光彩耀目；台下，舞蹈組同學，配以節奏勁快的音樂，跳遍全場。
開幕禮節目精彩，比賽、魔術、話劇、舞蹈，拼湊成一張歡騰四溢，熱度十足的畫面，為金禧校慶增添光彩。

超越藩籬束縛 締造成就契機
「相信學生，讓他們闖練吧！」是我們的信念。是年度，配合「超越」的主題，「學生大使」的設
立就體現其中。地下歷史長廊掛滿了校園半世紀演變相片，以色彩斑斕的畫面代替文字，呈現在來賓
眼前。是年度一改以往由老師導賞的傳統，由學生大使為來賓細說當年，讓來賓感受明莊的傳承、
演變及繼往開來的動力。

湯博士示範充氣炮

鄭玉玲老師與她的孩子

在有蓋操場設置 STEM CORNER，共有 6 個攤位，包括智能聰明車、氣球直昇機、羅馬炮架、
空中迴旋杯、七彩變幻聰明豆和京港列車。這都是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利用創意思維，批判性思考，
解難等不同的能力來設計的活動。學生大使投入認真地指導來賓嘗試，尤其用心指導小學後進，讓他們習
得知識外，也樂而忘返。

唐洁玲小姐

最受歡迎的攤位依舊是視覺藝術科展室，來賓魚貫。視藝科的學生大使細心指導來賓製作如拼豆（熨珠）、手繩、烙畫、
玻璃畫、㦸絨小盆栽、小藤環等小手工藝，不但提升學生大使的自信，並從指導的經歷獲得啟發，成為創新的養分，達到視藝科
的學習精神。
開幕典禮來賓合照

超越半世紀成就 跨代共創未來路
配合 50 周年校慶的主題—「超越」，何錦瑛老師設計了一對趣致可愛的襟章：一男一女穿着整齊校服，頭髮端莊樸素，充滿朝氣，此表現
了我校學子的陽光氣息。另一方面，又把他們製成高逾十尺大充氣學生玩偶，站在休閒閣，任人拍照，很受歡迎。何老師談起創作靈感：「看見兩個
羅馬炮架
10 尺高的吹氣公仔，頭髮整齊，女的扣上一個髮夾，端莊優雅；男的頭髮不過耳，文質彬彬，就是我校學生的模樣。我看到學生把襟章掛在校服、背包，
真是受寵若驚！這對襟章為學生提升了歸屬感 – 大家都是『明莊』人。」
舊生回來的時候都會爭相站在充氣學生玩偶旁拍照。他們有的已成家立室，抱住 BB 仔回校與昔日任教老師緬懷過去。在學校，老師就像他們的父母，用愛重情的去教。現在，
老師就成了 BB 的外公外婆、祖父母。這是一種愛的昇華，「回家」的舉措，或者簡單說就是：「愛回家」。鄭玉玲老師說：「我非常感動，孩子回來探我，他們在學校的時候
我是他們的媽媽，現在我榮升為嫲嫲啦！」期望我們能繼續為教育界開枝散葉，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喜見兒孫滿堂。

開幕典禮儀式

學無止「境」 突破常規 超越界限

Like 爆校園

匯聚正能量 散發熱情

疫症兇猛，惟人間有愛，把眾人的正能量匯聚時刻，就是人類的亮
點，帶來無限溫暖。是年度，本校舉辦「Like 爆校園」
活動， 並在教 育局與 南區教 育基金 合辦的「第四 屆
品德教 育傑出 教學獎 」初賽 入圍， 評審仍 在進行
中。此 活動不 但為師 生帶來 正能量，而且 更把這
份愛與 誠延展 至小學 友校， 以至社 區各界，讓人
們抖擻精神，繼續為校園，為社區，為自己服務的
崗位，為有特別需要的人們繼續發熱發亮。

開拓 ZOOM 的教學世界

獲悉停課的訊息後，老師便開始錄製教材予學生自學，維持學生的學習狀態。可是，這種單向講授之法侷限甚大，也與時下學與
教模式相悖。老師必須要透過與學生的互動，才能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調整教學策略。於是，在第二次宣布延期復課後，我校便安
排老師使用 ZOOM 軟件實時上課。雖然運用 ZOOM 上課甚具挑戰，但畢竟已是現有最好的工具。因此老師便積極學習，也是一種身
體力行，向學生展現正確的學習態度。

ZOOM 教學心得

3C 周俊杰
我覺得 zoom 是在停課學習的重要工具。雖然網上教學會受
到訊號、互動不足等方面的影響，但可以讓我們在停課期間維持
學習，不會荒廢學業，保持學習心態，尤其是我們準備升讀高中
的一群，至關重要。

梁兆儀副校長（初中商業課堂）
我從不會 FACE CALL，更不認識 ZOOM 這軟件。猶記
得第一次用 ZOOM 的時候，我真是很緊張。「紙上談兵」容
易，實際操作才知真章，初時都花了不少時間解決技術問題，
使我感到挫敗。其後，不斷地嘗試，從經歷中成長，讓我提
升信心，到現在應用自如。另外，這種新授課模式給我最大
滿足感，是學生在課堂的參與。課堂甫開始，聽到「叮叮叮」
聲音，學生精神抖擻，準時「魚貫」而入，那感覺很好。課
堂內，學生有問有答，反應熱烈，與在課室上課無異，師生
均在互動中活得快樂。其實，學生只要抱有積極學習的真心，
相信是甚麼平台或形式，學習仍可以持續及有效地進行。

蔡起銘副校長（高中物理課堂）
「每月最讚同學」得獎及分享

Like 爆小學老師

視像教學當然比正常課堂有所局限，如生生間的交流不足，又不能觸摸實物
等。但是，老師仍可以透過螢幕邊寫邊講解，也可以在同學眼前展示實物，加以
描述；又或預留時間供學生討論，老師從旁作指導者；甚或按學生需要，延長課
時，照顧個別差異等。因此，同學大多留心上課、態度積極。

3C 邱兆康
我覺得用 zoom 上課可以讓老師
在停課期間知道我的學習情況。
我有不明白可以直接請教老師，
跟上學習進度，避免以往只是閱
讀學材回答問題般欠缺支援。

4A 歐陽一
自從停課以來，我在家中使用了 zoom 上課，老師和學生
都提升了科技知識之外，更能讓我在疫情期間維持學習狀態，
不會變得懶散。另外，在學術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面對
面」請教老師，以備復課後能追上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