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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們歡迎新老學生重返校園！

在新冠病毒的環境下，作為一所學校我們學會了靈

活應對來辦學。新學期開始，我們進行了一週的網絡教

學，這對我們的老師和學生來說都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網絡課程結束，看到一張張笑臉重回學校開始面對

面的學習，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學生們都知道了本學期

與以往有些不同:

1.排隊集合時，需測量體溫;

2.乘坐校車前，手要消毒;

3.全天佩戴口罩;

4.學生需自帶點心和午飯，中午在戶外用餐;

5.用餐前後，需用消毒紙巾清潔桌子和墊子;

6.學生出現流感症狀，將請父母接送回家。

感謝所有家長和監護人的理解、耐心和配合，讓我

們一起攜手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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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二零二二學年。

首先，非常歡迎本學期新加入明德的老師們 Cathy Yan、 Deb Tully 以及行政

Krisna Li。

並且，至誠感恩所有家長和監護人，在開學第一週網絡課程時的大力支持和

配合。

英文學習的加強

面對面教學恢復以後，Sue 老師一直在評估學生們的閱讀和英文能力。評估

得到的結果，老師們會予以參考，以便更好地指導學生下一步的學習。

學校老師已將每日課前的行禮問候譯成英文，學生將開始練習每天行禮時用

英文問候。

更多的詳情信息，請留意之後的校刊。

作業更新

明德國際學校相信，家庭作業會為學生提供鞏固課堂學習的機會，可以培養

課堂之外的終身學習習慣，還能讓家長參與到孩子的學習中。

每晚回家，學生的家庭作業大致如下：

1. 經典讀誦預習或複習（不超過 20 分鐘）；

2. 通過完成老師提供的英文識字和算術家庭作業，來修正在課堂上學到的關鍵技

能（老師會就何時需要完成任務以及完成活動所需的時間長度給出一些指

導）；

3. 閱讀（語言/閱讀評估完成後），我們將為您的孩子提供一本家庭閱讀讀物，

以鼓勵他們進行與其能力水準相匹配的晚間閱讀；

4. 拜佛（道德/宗教課程）。

每一週：

1. 中文學習的準備和活動（老師會告知每週需要什麼）；

2. 在學習期間，學生需要做一些為某個學科領域所涵蓋的未來學習任務的相關準

備，也是爲了四年級的學習研究（同樣，老師會告知需要完成的功課內容和所

需時間）。

家庭作業需要翻譯？

如果任何家長/看護人希望將老師提供給學生的家庭作業翻譯成中文，請發送

電子郵件至 admin@ming-de.qld.edu.au。

校長 MISS ANN 的一封信 明德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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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規矩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教學團隊一直致力於制定課堂規矩，從而促進、提醒和

指導學生的良好行爲，以營造安全、快樂和高效的課堂環境。

在去年與我的晨會中，四年級的學生已經開始練習，並著手遵守這些規矩。

為了幫助學生瞭解，在學校什麼言語行為是適宜的，什麼是不適宜的，我們

選擇了以下三個重點領域：

 安全

 學習和

 尊重

接下來的幾週內，我們會將重點放在“安全”上，老師會使用適合學生年齡

層的活動，來幫助學生進一步認識和瞭解“安全”的重要。

在師生互動中，學校的辦學理念將會完全貫徹。

接下來几週會有更多咨詢提供。

游泳課

家長/監護人已被告知，由於新學年開始時採取了新冠肺炎的安全措施，我

們已經推遲了原計劃的游泳課的開始時間。

同學們在 Glennie 水上運動中心上游泳課，可以確保所有 COVID 安全措施都

到位，您的孩子將由游泳教練和學校工作人員陪同上課。

課程將在下週二和週四下午進行：

 3 月 1 日和 3日

 3 月 8 日和 10 日

 3 月 22 日和 24 日

家長/監護人已在上週收到郵件，信件中會列出您需要知道的，關於您孩子

參加游泳課程的所有信息。

NAPLAN
附件中有一份供家長/照顧者參考的小冊子。雖然 2022 年我們只有一名學生

(3 年級)參加 NAPLAN 測試，但明年 3 年級和 5 年級的學生(現在的 2 年級和 4

年級)也都將參加 NAPLAN 測試。

作為 NSSAB 認可的學校，明德的所有學生都會參加 NAPLAN 測試，但需要

強調的是，NAPLAN 不是一個通過/不通過的考試。

您孩子的 NAPLAN 測試結果，將為他們的老師提供進一步的信息。根據測試

結果，老師會知道學生的優勢在哪裡，還有哪些需要加強學習，以幫助學生在讀

寫和計算方面的進一步提升。

明德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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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信息
親愛的家長和監護人，感謝大家在上週五的這場大雨中給

予的支持。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在週末都有一切平安。

冠狀病毒病(COVID-19)最新信息:總理宣布從 3月 4日下午

6 點開始，放寬學校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以下補充信息將

有助於澄清學校即將開展的運營。從 3 月 4 日下午 6 時起，返

校計劃將不再實施，學校將恢復正常運營，並將考慮以下一些

額外因素。

從 3 月 4 日下午 6 時起，教職員工和學生在學校、校車或

其他教育工作場所，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但如果您依然想戴口

罩，也可繼續佩戴。

針對返校計劃所實施的快速檢測，將於 3 月 4 日結束，但

學校仍會在第一學期繼續為出現症狀的教職員工和學生提供

RAT。根據目前的健康建議，對於 RAT 檢測結果是陽性的、有症

狀的工作人員和學生，目前的安排仍然有效。

明德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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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Deb 老師
我叫 Deb Tully，今年我將教授藝術、健康理論、

音樂(二年級和四年級)、歷史和地理(學前班和一年

級)，並在英文學習方面予以協助。

我從 1990 年開始教小學，在昆士蘭州立教育系統

和天主教教育系統有豐富的經驗。我在許多圖文巴天

主教小學擔任帶課教師。我對幼兒教育和輔助英文教

學非常有興趣。

我有三個孩子，一個 20 歲，一個 18 歲，一個 16

歲，所以，他們不再是小孩子了。他們現在都比我高

了!

我很高興能在明德國際學校，與您的孩子們一起

學習，與這裡出色的敬業的員工們一起工作。

感謝大家，並致以親切的問候。

我的名字是 Cathy Yan (Ms Yan)。非常榮幸加入明德國際學
校的大家庭。

在我十几岁時，我曾在淨宗學院的弟子規班學習，在那裡
我找到了未來從事的方向——教學。所以，我在昆士蘭大學讀
了科學和教育學的雙學位。畢業後，我在當地的一所高中，教
授了四年的科學和數學。工作之餘，我還在布里斯班的弟子規
班，志願教授了七年的《弟子規》，孩子年齡從 3 到 12 歲不
等。

當聽到明德國際學校開學時，我非常的興奮和激動，我想
要回來報答小時候在淨宗學院得到的恩惠。我喜歡每天和同學
們在一起學習和提升，最重要的是能把所學付諸實踐。
.

歡迎閆薪宇老師 明德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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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學年報告大會 明德校刊

第六頁
明德國際學校於去年 12 月舉行了首次報告大會。

家長、照顧者、家人及朋友，為他們的子女在報告大會上取得的成就而歡欣

鼓舞。舉辦此次活動也是對所有學生的肯定和鼓勵。我們為獲得獎狀的學生鼓

掌，讚揚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和學習。同時，我們也祝賀所有學生的成長和個人

成就。

我們也要感謝來自三年級的兩位可愛的主持人——孫語瞳和王彥容，感謝她

們的精彩主持。此次活動，兩位同學協助主持，銜接起了每一個活動流程，使得

報告大會順利圓滿的進行。

活動在同學們優美的歌聲中結束，最後，全體人員和學生家長合影留念。



明德校刊

第七頁學校需要家長或監護人的最新聯繫方式，

以便我們可以隨時地聯繫到您。如需更改家長

或學生的個人資料(如電子郵件、家庭住址、

家庭電話、移動電話或緊急聯繫方式等) 請發

電子郵件到 admin@ming-de.qld.edu.au。

郵件中，請包含您孩子的姓名和年級。

溫馨提示

 《家長信息手冊》

《家長信息手冊》現已翻譯完畢。如果您需要一份中英

文版本，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admin@ming-de.qld.edu.au，學校

工作人員會予以回復。

 食物過敏

請注意，點心和午餐不建議學生，將堅果類或含有堅果

的食物帶到學校，因為班級里其他學生可能對堅果過敏。

 遲到

如果您的孩子在早上 8:30 以後到校，請先到學校接待

處，學校會安排工作人員將您的孩子送到教室。

 美術課課前準備

本學期同學們會在新的美術教室，進行動手操作的活

動，所以特請家長們，為您的孩子準備一件防水的、塑料材

質的工作服/圍裙/舊的長袖，以防止校服沾上顏料。

請孩子們於每週五將衣服帶來學校。

Ming-De International
School Toowoomba

48 Althaus Rd
WESTBROOK QLD

4350 Australia

Mon. – Fri. 8:30-16:30

PHONE
07 4630 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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