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教師會快訊
一同恭賀
寶寶的出生

路

新老師巡禮
袁明茜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麗華老
師，很高興能加入宣小這個大
家庭。我是任教常識科、電腦
科及普通話科的老師。在我的
常識課中，學生們都會常說
一句「常識常識，你我都要
識」，我希望大家不但都有常
識，而且喜歡常識科，哈！

黃潔雯老師

我當上了「宣小」家教會的常務委員
當我踏進上水宣道小學校園，我頓時變
成了一位新老師；再走進5A課室時，彷彿回
到初執起教鞭的開學日。但屈指一算，我已
執教了十年。經驗不算多，但不可說淺。一
直以來，我總是抱著從學生學習的角度來施
教和指導，因我相信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學習
和成長。現在我已為人母，兒子剛足一歲，
更能使我明白到為人父母的感受，相信這有
助我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共同為孩子建立愉
快的學習環境，培育他們健康成長。

陳晞瑗老師

雅

你們好！蒙 神的恩典，我今年加入了宣
小這個大家庭。我現時任教中文、英文、普通
話和視藝科。雖然我的外貌和心境一樣年輕，
但已有多年的教學經驗，對於教導那些頑皮的
孩子特別有心得，哈哈！

賞

作

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
朱懿坤校長
校自2006年遷入現址後，不斷改善學校的環境，致力提昇學生歸屬感、成就感和樂觀感。經過了兩年的實踐，我們累積了寶貴的
經驗，為學校未來的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學校本年度更以「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為主題，透過多樣化的學習及活動，培養
學生的自信心及樂觀感，期望學生在面對困難時仍心存感恩，積極學習。願主祝福我們的孩子，讓他們滿有喜樂，以堅毅不屈的精神，
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使他們的生命更添色彩，成為一首生命讚歌。

本

家長教師會委員(秘書)劉玉琼女士(6A 陳敬孜家長)
我當上了「宣小」家教會的常務委員！
猶記得兩年前的一個下午，學校的文少蘊主任致電給我，邀請我擔任家教會的委員，我和她談了一會，便毅然接納了她的邀請。現
在回想起來，慶幸自己當時胸前貼了一個「勇」字，否則我便會錯過一個了解學校的好機會。在那一年我深深地體會到，學校的老師為
我們孩子的付出：精神、愛心、體力、時間、包容……
今年我不再被動了，我主動地報名參選，幸運地被選中了（今次是我第二次擔任此職務）。我的孩子已是六年級了，也是他最後一
年在「宣小」讀書，我要珍惜這最後服務學校的機會。
我相信「家長多一分參與，孩子多一分投入」，家長多參與支持學校活動，加深對學校的了解，可帶動孩子對學校有更大的歸屬
感，孩子自然就更愛上學了。

師奶兵團

家長教師會委員(宣傳及聯絡)張鈺芳女士(3C 陳頌喬家長)
我的女兒頌喬快到九歲了，在頌喬五歲的時候，我曾再次踏足社會，但工作了大約一年後，決定回到家裏全情投入「師奶兵團」的
行列！其實，「工作」或「師奶兵團」兩者我也一樣熱愛。
在社會工作只要完成每天的計劃，便能準時放工，準時出糧！Very Good！那麼，當全職「師奶」的生活又是怎樣呢？當女兒上學
去後，我能花上一小時享用「早餐+午餐」，悠閒地閱報、看「香港早晨」和做運
動，之後便做一點兒家務和預備晚上的餸菜。 這些生活是十分美滿，但是當女兒放
學回家後，便像打仗一樣，「分秒必爭」：做功課、溫習、吃飯、故事時間、心事
時間和睡覺。哈！哈！每一天的功夫也大同小異，有些朋友問我：「做『師奶』很
沉悶，是嗎？」「不是！相反，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時間沒多沒少，唯一遺憾的
是沒有時間去「悶」！」
我認為無論是「在職」還是「當家庭主婦」，我也會享受和欣賞當中的過程，
只要盡心、盡力和盡性地去幹，不叫苦連天，即使真的很苦，也會覺得值得的！
頌喬
願主祝福我們寶貴的孩子平安快樂，阿們！
爸爸
媽媽

校本訓輔主題活動
還記得開學初期我們一同創作
「自信樂觀操」的口號及進行「班際
招式創作比賽」的情境嗎？感謝各位
同學及家長的踴躍參與，創作出很多
具有創意又令人鼓舞的口號。口號除
了首兩句是本年度的德育及宗教主題
自信樂觀操得獎班別
外，其餘四句都是同學的創作。經過
全校師生的投票後，最終選出3A 蔡可儀同學的作品：
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
我有自信心，心裏常歡欣。
失敗不要緊，高峰再攀登。

洪淑敏主任
行樂觀人物選舉及舉辦各項比賽，讓同學培養出勇於嘗
試、積極面對成功與失敗的情操，更鼓勵同學之間互相勉
勵，加強同學的抗逆的能力。

選舉結束後，我們隨即請各班為口號設計活潑的動作，讓積極樂觀
的精神印記在同學的腦海裏。
除了全校師生一起耍「自信樂觀操」以外，為了幫助同學在遇到困
難的時候能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我們還分享樂觀的思考方式、進

宗教主題活動

主席：蔡錦輝先生(2B蔡逸、2C蔡遙家長)

6B

秘書：劉玉琼女士(6A陳敬孜家長)
陳美芍姑娘
宣傳及聯絡：張鈺芳女士(3C陳頌喬家長)
喬國民主任
會籍：梁潔棉女士(4B張蒨、6B張軒家長)
馮嘉安老師

宣小樂逍遙 – 暢遊企嶺下
濕地及錦田鄉村俱樂部

「好緊張呀！就黎出發啦！」 「我哋見到好多有趣的東西呀！」
基督少年軍

冬季校服義賣活動

4A 鄧浩峰

3B吳朗齊

大家好！我是宗教主任李慧賢姑娘。如果你問我最感激父母的事
情是什麼，我一定會說是他們安排我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因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顧問：朱懿坤校長
編輯委員會：文少蘊主任 鍾綺明老師 周淑美老師 金芷洋老師

6

嘩！「常滿米！」

一起玩集體遊戲，真刺激！

此，我能夠在充滿關愛的校園中成長，並且成為基督徒，過著一個精彩
而有意義的生活。我從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今天有幸成為宣小的宗教主
任，與學生、家長們分享基督的愛，實在感到十分光榮。
學期初，宗教組配合學校主題，首先以「積極人生」為題，透過介
紹不同的聖經人物，學習他們積極向上的精神；剛過去的的宗教週，我
們以「感恩人生」為題，班主任老師和同學一起製作感恩飾物，寫上他
們對天父、家人、老師、朋友的感恩心聲，令學校洋溢着感恩的氣氛。
下學期，我們將會以「喜樂生命」為主題，教導同學在各樣事情上學習
找到喜樂之源。
除此以外，一如往年，我們仍繼續舉辦豐富的宗教活動，如學生團
契、基督少年軍、教育營、福音營、聖誕節及復活節佈道會等，期望塑
造學生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人。

1

家長班

圖書義賣活動

梁沛瑜

3C

李慧賢姑娘

大衛團

副主席：盧影芬女士(5B林悅祺家長)
文少藴主任
財 政：林鳳儀女士(2B吳亦喬家長)
林翠玲老師
康 樂：馬素茹女士(2C高明蔚家長)
謝嘉穎老師

宗教週活動

鄧詠賢

梁皓鈞

6A

5

地址：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2號 電話：2670 2257 傳真：2668 5357 電郵： apsmail@apsss.edu.hk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共

陶藝浮雕創作

第十三期（2009年1月）

齊來創作招式

大家好! 我最喜歡看書和發
掘新事物，其實，小時候的我只
懂努力讀書，追求讚賞。感謝天
父，讓我認識了愛比一切更為重
要，現在祂更給我機會與孩子們
一起分享這份體會。我很希望在
宣小裏與大家融洽相處，一起成
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蔡錦輝先生 ( 2B 蔡逸、2C蔡遙家長)

看著囝囝囡囡平安愉快地渡過了第一年的小學生活，心裏著實感恩無限……
如今新一年度的校園生活又展開了，在此謹代表家教會向每一位宣小的家長和老師問好，祈望天父的慈愛、平安與大家同在，特別
是金融海嘯的艱困日子下，我們都能持有盼望的心迎向明天！
猶記得秋日郊遊樂那天，我們浩浩蕩蕩四百餘人高高興興地享受著天父造物之美，置身天與地之中，感覺人真是很渺小的，我們一
生所追逐、所擁有的也不比一朵野地的小花那麼美麗。
企嶺下那段最終之大斜路，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大挑戰，但路就擺在眼前，不得也不能逃避，幸而在妻子的協助下，終能艱辛地和大
家一同走完這段斜路；當走到路的高處，回首過來的路，心裏著實有一番感慨，人生的路途也是如此沒得選擇的擺在我們眼前，有時平
坦、有時下滑、又有時斜路難行；但我們卻可選擇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
主耶穌向我們陳述：祂臨到這個世界，是讓我們得到一個新生命（永恒的生命），並且是一個有著豐盛生命力的人生。
天色不會常藍、花香不會常漫；不管你我的人生路會是如何，我衷心的祝福您有一個豐盛的生命邁向前路！

看看他們多可愛呢！

梁麗華老師

校
上水宣道小學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Sheung Shui 訊

張 明 明 老 師 的 BB

陳 美 芍 姑 娘 的 BB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教師挑戰日營

哥 林 多 後 書 （9章15節）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教育城、小校園、兒童的科學 合辦

中國藝術教育促進會 主辦

學體會主辦 2008 - 2009年度

全校總成績

小學數多酷sudoku大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3B 馬弘忻 初級組 亞 軍

第八屆PHE國際中小學生
幼兒美術書法大賽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3A 林明鋒 初級組 季 軍

5A 黃紫楹 二等獎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3B 梁君睿 初級組 優異獎

6A 田沅臻 優秀獎

4A 曾詠璇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6B 湯松佳 優秀獎

4A 楊恩琳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冠軍 3 亞軍12 季軍 6
榮譽獎狀4 優良獎狀65 良好獎狀23
英詩朗誦

4B 余進文 初級組 優異獎

Solo Verse Speaking

香港珠算協會主辦

2C 文 慧 冠軍
2B 莫晉諺 亞軍
2C 陳秋而 亞軍
3A 蘇卓瑤 亞軍
3B 林逸晴 亞軍
6A 王尚哲 亞軍
3B 程珀清 季軍
6A 賴采伶 季軍

3C 李濬閣 小二組 優異獎
5B 馮懷樂 小四組 優異獎

3A 劉舒蔚 中級組 亞軍

5B 梁文輝 小四組 優異獎

廉政公署

香港珠算協會主辦

6B 周彥嵐 男子甲組 60米第四名

滅罪倡廉家滿FUN心聲填色比賽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60米第七名

3C 陸匯靈 詩詞獨誦冠軍

4B 張 蒨 散文獨誦亞軍

6B 周彥嵐 男子甲組 跳遠第七名

2A 李恩潼

初小

季 軍

6B 許治港 男子甲組 擲壘球第七名

3B 梁君睿 十二級 銀 獎

2B 莫晉諺

初小

優異獎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 主辦

2C 陳琛陶 六 級 優異獎

6A 吳家僑

高小

優異獎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週年大賽2008

第二十屆閱讀嘉年華
遊戲攤位設計比賽

5B 馬雋忻 詩詞獨誦亞軍
多元智能盃

2B 張芷瑩 散文獨誦季軍
5A 葉卓靈 詩詞獨誦季軍
6B 潘美玲 散文獨誦亞軍

蘇慧詩主任

4A 楊恩琳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亞 軍

教協書叢悅閱俱樂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合辦

3C 梁沛瑜 詩詞獨誦亞軍

戲劇教學法

4A 曾詠璇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初小

海天堂有限公司

為促進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提昇學生的表達能力和信心，本校引入戲劇元素到課堂教學。為進一步提昇教師運用戲劇教學的技
巧，於八月底邀請了明日教育藝術教育機構的王添強先生到校主持「戲劇教學法」工作坊。工作坊已於八月二十八日順利完成，在講者
生動活潑的帶領下，進行了各類的戲劇活動，教師均十分投入當天的活動，更深入思考如何在日常課堂上有效運用戲劇技巧，讓學生能
在體驗中學習。在未來的日子，教師們將會繼續透過共同備課及觀課，互相砥礪，將戲劇教學法運用到各科課堂學習上，以求學生有更
大得益。

2C 蔡 逸 男童色帶組A組 冠軍

主辦

「學得健康@海天堂」填色比賽
2A 李恩潼 初級組 冠 軍
3A 劉舒蔚 初級組 優異獎

最佳美術設計獎 小學組 冠軍

3B 吳朗齊 初級組 優異獎

最佳遊戲設計獎 小學組 亞軍

4B 范潁心 高級組 優異獎

6A 朱雪瑩 女童色帶組B組 亞軍
2C 黃靖朗 男童色帶組A組 亞軍
6B 陳君源 男童色帶組G組 季軍

齊學戲劇教學法

2C 黃景渝 男童色帶組D組 季軍

優良獎狀

3C 姜依琳 詩詞獨誦亞軍

明日教育藝術教育機構──王添強先生

齊說普通話

獎項截至08年12月19日

6A 黃晞莛 詩詞獨誦季軍

上水廣場聖誕表演

成語默劇表演

此外，學校安排了每逢星期二為「普通話日」，鼓勵全校師生以普通話溝通，普通話母語老師會透
過中央廣播播放普通話的歌曲、跟大家說笑話和故事等，大大增加了本校說普通話的氣氛。到了現在，
即使不是普通話日，部分同學也會在小息期間以普通話交談呢！

建立數學科學習社群協作計劃
滅罪倡廉家滿FUN心聲填色比賽

歌唱比賽

科技活動比賽

聖誕崇拜

小朋友們載歌載舞

成長的天空

2

恭

學生
喜得獎

北區幼稚園歌唱比賽

鍾綺明老師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簡稱「普教中」）計劃今年已經推展至二年級。跟去年一樣，我們繼續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合
作，邀請了來自國內，有多年「普教中」經驗的戴園園小姐作緊密的備課會，一起商討及剪裁教材。據老師觀察及研究結果顯示，
參與計劃的學生，除了提昇了普通話口語能力，也因為口語與書面語接近，書寫表現也明顯得到改善。

屆 閱 讀 嘉年
十
華
第二

普通話朗誦

本年度的主題是「積極創
滿分，喜樂常感恩」，我們一
班教師也趁著開學前，先感受
一下這種積極、樂觀的氣氛。
在暑假結束前，由香港宣教會
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為我們
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行了一
個挑戰日營，一班教師們也在
當中體驗各種挑戰自我的活
齊來接受挑戰
積極+感恩=笑得好開心
動，認識自己和同工，不但讓
我們同工之間更有默契，並培養我們有積極樂觀，勇敢面對挑戰的精神，更不少得的是─建立了我
們成為一支更強更堅固更有活力的團隊。你看我們多勇敢！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1C 李凱盈

3C 李濬閣 十 級 優異獎

3C 歐采盈 詩詞獨誦亞軍

金芷洋老師

北區巡遊花式跳繩表演

五六年級詩詞集誦 女子組亞軍

一二年級詩詞集誦

香港聖經公會

「變、變、變」繪畫比賽

2C 黃景渝 十二級 銀 獎

粵語朗誦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3B 梁君睿 小二組 三等獎

信心之梯-建立團隊精神

跆拳道比賽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100米冠軍

2A 李恩潼 優秀獎

2008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珠心算大賽

3C 陸匯靈 季軍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100米冠軍

4B 范潁心 優秀獎

2008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數學大賽

5B 潘燕瑜 冠軍

學校旅行

北區學界田徑比賽

學生活動及獲獎
感謝 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

教師專業發展

國際知名

指揮家石
信之先生
為我們擔
任評判

3

義賣愛心券

賽

健康填色比

海天堂學得

mf

林翠玲老師

為了進一步建立專業的數學教師團隊，本
年度數學組參與了教育局和香港中文大學協辦的
「建立數學科學習社群協作計劃2008」，是次計
劃為期一年。老師除了定期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舉
辦的數學課程和工作坊外，亦於5月期間到了國
內中山兩所實驗小學進行三日兩夜的考察、觀課
及學術交流。此外，計劃還安排了大學教授及數
聯校老師到內地交流
學專家到校作專業支援，我校選定了小二的課題
學生的課堂表現十分踴躍
「報時」，與專家們在校內進行一個為期3個月的行動研究，當中我們會作定期的備課會議、觀課交流
及教研等。我們期望以此計劃為基礎，往後能進一步優化數學教學，裨益學生。

4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教師挑戰日營

哥 林 多 後 書 （9章15節）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教育城、小校園、兒童的科學 合辦

中國藝術教育促進會 主辦

學體會主辦 2008 - 2009年度

全校總成績

小學數多酷sudoku大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3B 馬弘忻 初級組 亞 軍

第八屆PHE國際中小學生
幼兒美術書法大賽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3A 林明鋒 初級組 季 軍

5A 黃紫楹 二等獎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3B 梁君睿 初級組 優異獎

6A 田沅臻 優秀獎

4A 曾詠璇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6B 湯松佳 優秀獎

4A 楊恩琳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冠軍 3 亞軍12 季軍 6
榮譽獎狀4 優良獎狀65 良好獎狀23
英詩朗誦

4B 余進文 初級組 優異獎

Solo Verse Speaking

香港珠算協會主辦

2C 文 慧 冠軍
2B 莫晉諺 亞軍
2C 陳秋而 亞軍
3A 蘇卓瑤 亞軍
3B 林逸晴 亞軍
6A 王尚哲 亞軍
3B 程珀清 季軍
6A 賴采伶 季軍

3C 李濬閣 小二組 優異獎
5B 馮懷樂 小四組 優異獎

3A 劉舒蔚 中級組 亞軍

5B 梁文輝 小四組 優異獎

廉政公署

香港珠算協會主辦

6B 周彥嵐 男子甲組 60米第四名

滅罪倡廉家滿FUN心聲填色比賽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60米第七名

3C 陸匯靈 詩詞獨誦冠軍

4B 張 蒨 散文獨誦亞軍

6B 周彥嵐 男子甲組 跳遠第七名

2A 李恩潼

初小

季 軍

6B 許治港 男子甲組 擲壘球第七名

3B 梁君睿 十二級 銀 獎

2B 莫晉諺

初小

優異獎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 主辦

2C 陳琛陶 六 級 優異獎

6A 吳家僑

高小

優異獎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週年大賽2008

第二十屆閱讀嘉年華
遊戲攤位設計比賽

5B 馬雋忻 詩詞獨誦亞軍
多元智能盃

2B 張芷瑩 散文獨誦季軍
5A 葉卓靈 詩詞獨誦季軍
6B 潘美玲 散文獨誦亞軍

蘇慧詩主任

4A 楊恩琳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亞 軍

教協書叢悅閱俱樂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合辦

3C 梁沛瑜 詩詞獨誦亞軍

戲劇教學法

4A 曾詠璇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初小

海天堂有限公司

為促進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提昇學生的表達能力和信心，本校引入戲劇元素到課堂教學。為進一步提昇教師運用戲劇教學的技
巧，於八月底邀請了明日教育藝術教育機構的王添強先生到校主持「戲劇教學法」工作坊。工作坊已於八月二十八日順利完成，在講者
生動活潑的帶領下，進行了各類的戲劇活動，教師均十分投入當天的活動，更深入思考如何在日常課堂上有效運用戲劇技巧，讓學生能
在體驗中學習。在未來的日子，教師們將會繼續透過共同備課及觀課，互相砥礪，將戲劇教學法運用到各科課堂學習上，以求學生有更
大得益。

2C 蔡 逸 男童色帶組A組 冠軍

主辦

「學得健康@海天堂」填色比賽
2A 李恩潼 初級組 冠 軍
3A 劉舒蔚 初級組 優異獎

最佳美術設計獎 小學組 冠軍

3B 吳朗齊 初級組 優異獎

最佳遊戲設計獎 小學組 亞軍

4B 范潁心 高級組 優異獎

6A 朱雪瑩 女童色帶組B組 亞軍
2C 黃靖朗 男童色帶組A組 亞軍
6B 陳君源 男童色帶組G組 季軍

齊學戲劇教學法

2C 黃景渝 男童色帶組D組 季軍

優良獎狀

3C 姜依琳 詩詞獨誦亞軍

明日教育藝術教育機構──王添強先生

齊說普通話

獎項截至08年12月19日

6A 黃晞莛 詩詞獨誦季軍

上水廣場聖誕表演

成語默劇表演

此外，學校安排了每逢星期二為「普通話日」，鼓勵全校師生以普通話溝通，普通話母語老師會透
過中央廣播播放普通話的歌曲、跟大家說笑話和故事等，大大增加了本校說普通話的氣氛。到了現在，
即使不是普通話日，部分同學也會在小息期間以普通話交談呢！

建立數學科學習社群協作計劃
滅罪倡廉家滿FUN心聲填色比賽

歌唱比賽

科技活動比賽

聖誕崇拜

小朋友們載歌載舞

成長的天空

2

恭

學生
喜得獎

北區幼稚園歌唱比賽

鍾綺明老師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簡稱「普教中」）計劃今年已經推展至二年級。跟去年一樣，我們繼續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合
作，邀請了來自國內，有多年「普教中」經驗的戴園園小姐作緊密的備課會，一起商討及剪裁教材。據老師觀察及研究結果顯示，
參與計劃的學生，除了提昇了普通話口語能力，也因為口語與書面語接近，書寫表現也明顯得到改善。

屆 閱 讀 嘉年
十
華
第二

普通話朗誦

本年度的主題是「積極創
滿分，喜樂常感恩」，我們一
班教師也趁著開學前，先感受
一下這種積極、樂觀的氣氛。
在暑假結束前，由香港宣教會
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為我們
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行了一
個挑戰日營，一班教師們也在
當中體驗各種挑戰自我的活
齊來接受挑戰
積極+感恩=笑得好開心
動，認識自己和同工，不但讓
我們同工之間更有默契，並培養我們有積極樂觀，勇敢面對挑戰的精神，更不少得的是─建立了我
們成為一支更強更堅固更有活力的團隊。你看我們多勇敢！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1C 李凱盈

3C 李濬閣 十 級 優異獎

3C 歐采盈 詩詞獨誦亞軍

金芷洋老師

北區巡遊花式跳繩表演

五六年級詩詞集誦 女子組亞軍

一二年級詩詞集誦

香港聖經公會

「變、變、變」繪畫比賽

2C 黃景渝 十二級 銀 獎

粵語朗誦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3B 梁君睿 小二組 三等獎

信心之梯-建立團隊精神

跆拳道比賽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100米冠軍

2A 李恩潼 優秀獎

2008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珠心算大賽

3C 陸匯靈 季軍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100米冠軍

4B 范潁心 優秀獎

2008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數學大賽

5B 潘燕瑜 冠軍

學校旅行

北區學界田徑比賽

學生活動及獲獎
感謝 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

教師專業發展

國際知名

指揮家石
信之先生
為我們擔
任評判

3

義賣愛心券

賽

健康填色比

海天堂學得

mf

林翠玲老師

為了進一步建立專業的數學教師團隊，本
年度數學組參與了教育局和香港中文大學協辦的
「建立數學科學習社群協作計劃2008」，是次計
劃為期一年。老師除了定期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舉
辦的數學課程和工作坊外，亦於5月期間到了國
內中山兩所實驗小學進行三日兩夜的考察、觀課
及學術交流。此外，計劃還安排了大學教授及數
聯校老師到內地交流
學專家到校作專業支援，我校選定了小二的課題
學生的課堂表現十分踴躍
「報時」，與專家們在校內進行一個為期3個月的行動研究，當中我們會作定期的備課會議、觀課交流
及教研等。我們期望以此計劃為基礎，往後能進一步優化數學教學，裨益學生。

4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教師挑戰日營

哥 林 多 後 書 （9章15節）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教育城、小校園、兒童的科學 合辦

中國藝術教育促進會 主辦

學體會主辦 2008 - 2009年度

全校總成績

小學數多酷sudoku大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3B 馬弘忻 初級組 亞 軍

第八屆PHE國際中小學生
幼兒美術書法大賽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3A 林明鋒 初級組 季 軍

5A 黃紫楹 二等獎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3B 梁君睿 初級組 優異獎

6A 田沅臻 優秀獎

4A 曾詠璇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6B 湯松佳 優秀獎

4A 楊恩琳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冠軍 3 亞軍12 季軍 6
榮譽獎狀4 優良獎狀65 良好獎狀23
英詩朗誦

4B 余進文 初級組 優異獎

Solo Verse Speaking

香港珠算協會主辦

2C 文 慧 冠軍
2B 莫晉諺 亞軍
2C 陳秋而 亞軍
3A 蘇卓瑤 亞軍
3B 林逸晴 亞軍
6A 王尚哲 亞軍
3B 程珀清 季軍
6A 賴采伶 季軍

3C 李濬閣 小二組 優異獎
5B 馮懷樂 小四組 優異獎

3A 劉舒蔚 中級組 亞軍

5B 梁文輝 小四組 優異獎

廉政公署

香港珠算協會主辦

6B 周彥嵐 男子甲組 60米第四名

滅罪倡廉家滿FUN心聲填色比賽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60米第七名

3C 陸匯靈 詩詞獨誦冠軍

4B 張 蒨 散文獨誦亞軍

6B 周彥嵐 男子甲組 跳遠第七名

2A 李恩潼

初小

季 軍

6B 許治港 男子甲組 擲壘球第七名

3B 梁君睿 十二級 銀 獎

2B 莫晉諺

初小

優異獎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 主辦

2C 陳琛陶 六 級 優異獎

6A 吳家僑

高小

優異獎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週年大賽2008

第二十屆閱讀嘉年華
遊戲攤位設計比賽

5B 馬雋忻 詩詞獨誦亞軍
多元智能盃

2B 張芷瑩 散文獨誦季軍
5A 葉卓靈 詩詞獨誦季軍
6B 潘美玲 散文獨誦亞軍

蘇慧詩主任

4A 楊恩琳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亞 軍

教協書叢悅閱俱樂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合辦

3C 梁沛瑜 詩詞獨誦亞軍

戲劇教學法

4A 曾詠璇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初小

海天堂有限公司

為促進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提昇學生的表達能力和信心，本校引入戲劇元素到課堂教學。為進一步提昇教師運用戲劇教學的技
巧，於八月底邀請了明日教育藝術教育機構的王添強先生到校主持「戲劇教學法」工作坊。工作坊已於八月二十八日順利完成，在講者
生動活潑的帶領下，進行了各類的戲劇活動，教師均十分投入當天的活動，更深入思考如何在日常課堂上有效運用戲劇技巧，讓學生能
在體驗中學習。在未來的日子，教師們將會繼續透過共同備課及觀課，互相砥礪，將戲劇教學法運用到各科課堂學習上，以求學生有更
大得益。

2C 蔡 逸 男童色帶組A組 冠軍

主辦

「學得健康@海天堂」填色比賽
2A 李恩潼 初級組 冠 軍
3A 劉舒蔚 初級組 優異獎

最佳美術設計獎 小學組 冠軍

3B 吳朗齊 初級組 優異獎

最佳遊戲設計獎 小學組 亞軍

4B 范潁心 高級組 優異獎

6A 朱雪瑩 女童色帶組B組 亞軍
2C 黃靖朗 男童色帶組A組 亞軍
6B 陳君源 男童色帶組G組 季軍

齊學戲劇教學法

2C 黃景渝 男童色帶組D組 季軍

優良獎狀

3C 姜依琳 詩詞獨誦亞軍

明日教育藝術教育機構──王添強先生

齊說普通話

獎項截至08年12月19日

6A 黃晞莛 詩詞獨誦季軍

上水廣場聖誕表演

成語默劇表演

此外，學校安排了每逢星期二為「普通話日」，鼓勵全校師生以普通話溝通，普通話母語老師會透
過中央廣播播放普通話的歌曲、跟大家說笑話和故事等，大大增加了本校說普通話的氣氛。到了現在，
即使不是普通話日，部分同學也會在小息期間以普通話交談呢！

建立數學科學習社群協作計劃
滅罪倡廉家滿FUN心聲填色比賽

歌唱比賽

科技活動比賽

聖誕崇拜

小朋友們載歌載舞

成長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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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學生
喜得獎

北區幼稚園歌唱比賽

鍾綺明老師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簡稱「普教中」）計劃今年已經推展至二年級。跟去年一樣，我們繼續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合
作，邀請了來自國內，有多年「普教中」經驗的戴園園小姐作緊密的備課會，一起商討及剪裁教材。據老師觀察及研究結果顯示，
參與計劃的學生，除了提昇了普通話口語能力，也因為口語與書面語接近，書寫表現也明顯得到改善。

屆 閱 讀 嘉年
十
華
第二

普通話朗誦

本年度的主題是「積極創
滿分，喜樂常感恩」，我們一
班教師也趁著開學前，先感受
一下這種積極、樂觀的氣氛。
在暑假結束前，由香港宣教會
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為我們
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行了一
個挑戰日營，一班教師們也在
當中體驗各種挑戰自我的活
齊來接受挑戰
積極+感恩=笑得好開心
動，認識自己和同工，不但讓
我們同工之間更有默契，並培養我們有積極樂觀，勇敢面對挑戰的精神，更不少得的是─建立了我
們成為一支更強更堅固更有活力的團隊。你看我們多勇敢！

3A 葉慧雅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1C 李凱盈

3C 李濬閣 十 級 優異獎

3C 歐采盈 詩詞獨誦亞軍

金芷洋老師

北區巡遊花式跳繩表演

五六年級詩詞集誦 女子組亞軍

一二年級詩詞集誦

香港聖經公會

「變、變、變」繪畫比賽

2C 黃景渝 十二級 銀 獎

粵語朗誦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4 x 100米亞軍

3B 梁君睿 小二組 三等獎

信心之梯-建立團隊精神

跆拳道比賽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100米冠軍

2A 李恩潼 優秀獎

2008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珠心算大賽

3C 陸匯靈 季軍

4A 周芷菁 女子丙組 100米冠軍

4B 范潁心 優秀獎

2008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數學大賽

5B 潘燕瑜 冠軍

學校旅行

北區學界田徑比賽

學生活動及獲獎
感謝 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

教師專業發展

國際知名

指揮家石
信之先生
為我們擔
任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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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愛心券

賽

健康填色比

海天堂學得

mf

林翠玲老師

為了進一步建立專業的數學教師團隊，本
年度數學組參與了教育局和香港中文大學協辦的
「建立數學科學習社群協作計劃2008」，是次計
劃為期一年。老師除了定期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舉
辦的數學課程和工作坊外，亦於5月期間到了國
內中山兩所實驗小學進行三日兩夜的考察、觀課
及學術交流。此外，計劃還安排了大學教授及數
聯校老師到內地交流
學專家到校作專業支援，我校選定了小二的課題
學生的課堂表現十分踴躍
「報時」，與專家們在校內進行一個為期3個月的行動研究，當中我們會作定期的備課會議、觀課交流
及教研等。我們期望以此計劃為基礎，往後能進一步優化數學教學，裨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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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快訊
一同恭賀
寶寶的出生

路

新老師巡禮
袁明茜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麗華老
師，很高興能加入宣小這個大
家庭。我是任教常識科、電腦
科及普通話科的老師。在我的
常識課中，學生們都會常說
一句「常識常識，你我都要
識」，我希望大家不但都有常
識，而且喜歡常識科，哈！

黃潔雯老師

我當上了「宣小」家教會的常務委員
當我踏進上水宣道小學校園，我頓時變
成了一位新老師；再走進5A課室時，彷彿回
到初執起教鞭的開學日。但屈指一算，我已
執教了十年。經驗不算多，但不可說淺。一
直以來，我總是抱著從學生學習的角度來施
教和指導，因我相信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學習
和成長。現在我已為人母，兒子剛足一歲，
更能使我明白到為人父母的感受，相信這有
助我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共同為孩子建立愉
快的學習環境，培育他們健康成長。

陳晞瑗老師

雅

你們好！蒙 神的恩典，我今年加入了宣
小這個大家庭。我現時任教中文、英文、普通
話和視藝科。雖然我的外貌和心境一樣年輕，
但已有多年的教學經驗，對於教導那些頑皮的
孩子特別有心得，哈哈！

賞

作

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
朱懿坤校長
校自2006年遷入現址後，不斷改善學校的環境，致力提昇學生歸屬感、成就感和樂觀感。經過了兩年的實踐，我們累積了寶貴的
經驗，為學校未來的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學校本年度更以「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為主題，透過多樣化的學習及活動，培養
學生的自信心及樂觀感，期望學生在面對困難時仍心存感恩，積極學習。願主祝福我們的孩子，讓他們滿有喜樂，以堅毅不屈的精神，
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使他們的生命更添色彩，成為一首生命讚歌。

本

家長教師會委員(秘書)劉玉琼女士(6A 陳敬孜家長)
我當上了「宣小」家教會的常務委員！
猶記得兩年前的一個下午，學校的文少蘊主任致電給我，邀請我擔任家教會的委員，我和她談了一會，便毅然接納了她的邀請。現
在回想起來，慶幸自己當時胸前貼了一個「勇」字，否則我便會錯過一個了解學校的好機會。在那一年我深深地體會到，學校的老師為
我們孩子的付出：精神、愛心、體力、時間、包容……
今年我不再被動了，我主動地報名參選，幸運地被選中了（今次是我第二次擔任此職務）。我的孩子已是六年級了，也是他最後一
年在「宣小」讀書，我要珍惜這最後服務學校的機會。
我相信「家長多一分參與，孩子多一分投入」，家長多參與支持學校活動，加深對學校的了解，可帶動孩子對學校有更大的歸屬
感，孩子自然就更愛上學了。

師奶兵團

家長教師會委員(宣傳及聯絡)張鈺芳女士(3C 陳頌喬家長)
我的女兒頌喬快到九歲了，在頌喬五歲的時候，我曾再次踏足社會，但工作了大約一年後，決定回到家裏全情投入「師奶兵團」的
行列！其實，「工作」或「師奶兵團」兩者我也一樣熱愛。
在社會工作只要完成每天的計劃，便能準時放工，準時出糧！Very Good！那麼，當全職「師奶」的生活又是怎樣呢？當女兒上學
去後，我能花上一小時享用「早餐+午餐」，悠閒地閱報、看「香港早晨」和做運
動，之後便做一點兒家務和預備晚上的餸菜。 這些生活是十分美滿，但是當女兒放
學回家後，便像打仗一樣，「分秒必爭」：做功課、溫習、吃飯、故事時間、心事
時間和睡覺。哈！哈！每一天的功夫也大同小異，有些朋友問我：「做『師奶』很
沉悶，是嗎？」「不是！相反，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時間沒多沒少，唯一遺憾的
是沒有時間去「悶」！」
我認為無論是「在職」還是「當家庭主婦」，我也會享受和欣賞當中的過程，
只要盡心、盡力和盡性地去幹，不叫苦連天，即使真的很苦，也會覺得值得的！
頌喬
願主祝福我們寶貴的孩子平安快樂，阿們！
爸爸
媽媽

校本訓輔主題活動
還記得開學初期我們一同創作
「自信樂觀操」的口號及進行「班際
招式創作比賽」的情境嗎？感謝各位
同學及家長的踴躍參與，創作出很多
具有創意又令人鼓舞的口號。口號除
了首兩句是本年度的德育及宗教主題
自信樂觀操得獎班別
外，其餘四句都是同學的創作。經過
全校師生的投票後，最終選出3A 蔡可儀同學的作品：
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
我有自信心，心裏常歡欣。
失敗不要緊，高峰再攀登。

洪淑敏主任
行樂觀人物選舉及舉辦各項比賽，讓同學培養出勇於嘗
試、積極面對成功與失敗的情操，更鼓勵同學之間互相勉
勵，加強同學的抗逆的能力。

選舉結束後，我們隨即請各班為口號設計活潑的動作，讓積極樂觀
的精神印記在同學的腦海裏。
除了全校師生一起耍「自信樂觀操」以外，為了幫助同學在遇到困
難的時候能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我們還分享樂觀的思考方式、進

宗教主題活動

主席：蔡錦輝先生(2B蔡逸、2C蔡遙家長)

6B

秘書：劉玉琼女士(6A陳敬孜家長)
陳美芍姑娘
宣傳及聯絡：張鈺芳女士(3C陳頌喬家長)
喬國民主任
會籍：梁潔棉女士(4B張蒨、6B張軒家長)
馮嘉安老師

宣小樂逍遙 – 暢遊企嶺下
濕地及錦田鄉村俱樂部

「好緊張呀！就黎出發啦！」 「我哋見到好多有趣的東西呀！」
基督少年軍

冬季校服義賣活動

4A 鄧浩峰

3B吳朗齊

大家好！我是宗教主任李慧賢姑娘。如果你問我最感激父母的事
情是什麼，我一定會說是他們安排我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因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顧問：朱懿坤校長
編輯委員會：文少蘊主任 鍾綺明老師 周淑美老師 金芷洋老師

6

嘩！「常滿米！」

一起玩集體遊戲，真刺激！

此，我能夠在充滿關愛的校園中成長，並且成為基督徒，過著一個精彩
而有意義的生活。我從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今天有幸成為宣小的宗教主
任，與學生、家長們分享基督的愛，實在感到十分光榮。
學期初，宗教組配合學校主題，首先以「積極人生」為題，透過介
紹不同的聖經人物，學習他們積極向上的精神；剛過去的的宗教週，我
們以「感恩人生」為題，班主任老師和同學一起製作感恩飾物，寫上他
們對天父、家人、老師、朋友的感恩心聲，令學校洋溢着感恩的氣氛。
下學期，我們將會以「喜樂生命」為主題，教導同學在各樣事情上學習
找到喜樂之源。
除此以外，一如往年，我們仍繼續舉辦豐富的宗教活動，如學生團
契、基督少年軍、教育營、福音營、聖誕節及復活節佈道會等，期望塑
造學生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人。

1

家長班

圖書義賣活動

梁沛瑜

3C

李慧賢姑娘

大衛團

副主席：盧影芬女士(5B林悅祺家長)
文少藴主任
財 政：林鳳儀女士(2B吳亦喬家長)
林翠玲老師
康 樂：馬素茹女士(2C高明蔚家長)
謝嘉穎老師

宗教週活動

鄧詠賢

梁皓鈞

6A

5

地址：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2號 電話：2670 2257 傳真：2668 5357 電郵： apsmail@apsss.edu.hk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共

陶藝浮雕創作

第十三期（2009年1月）

齊來創作招式

大家好! 我最喜歡看書和發
掘新事物，其實，小時候的我只
懂努力讀書，追求讚賞。感謝天
父，讓我認識了愛比一切更為重
要，現在祂更給我機會與孩子們
一起分享這份體會。我很希望在
宣小裏與大家融洽相處，一起成
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蔡錦輝先生 ( 2B 蔡逸、2C蔡遙家長)

看著囝囝囡囡平安愉快地渡過了第一年的小學生活，心裏著實感恩無限……
如今新一年度的校園生活又展開了，在此謹代表家教會向每一位宣小的家長和老師問好，祈望天父的慈愛、平安與大家同在，特別
是金融海嘯的艱困日子下，我們都能持有盼望的心迎向明天！
猶記得秋日郊遊樂那天，我們浩浩蕩蕩四百餘人高高興興地享受著天父造物之美，置身天與地之中，感覺人真是很渺小的，我們一
生所追逐、所擁有的也不比一朵野地的小花那麼美麗。
企嶺下那段最終之大斜路，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大挑戰，但路就擺在眼前，不得也不能逃避，幸而在妻子的協助下，終能艱辛地和大
家一同走完這段斜路；當走到路的高處，回首過來的路，心裏著實有一番感慨，人生的路途也是如此沒得選擇的擺在我們眼前，有時平
坦、有時下滑、又有時斜路難行；但我們卻可選擇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
主耶穌向我們陳述：祂臨到這個世界，是讓我們得到一個新生命（永恒的生命），並且是一個有著豐盛生命力的人生。
天色不會常藍、花香不會常漫；不管你我的人生路會是如何，我衷心的祝福您有一個豐盛的生命邁向前路！

看看他們多可愛呢！

梁麗華老師

校
上水宣道小學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Sheung Shui 訊

張 明 明 老 師 的 BB

陳 美 芍 姑 娘 的 BB

家長教師會快訊
一同恭賀
寶寶的出生

路

新老師巡禮
袁明茜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麗華老
師，很高興能加入宣小這個大
家庭。我是任教常識科、電腦
科及普通話科的老師。在我的
常識課中，學生們都會常說
一句「常識常識，你我都要
識」，我希望大家不但都有常
識，而且喜歡常識科，哈！

黃潔雯老師

我當上了「宣小」家教會的常務委員
當我踏進上水宣道小學校園，我頓時變
成了一位新老師；再走進5A課室時，彷彿回
到初執起教鞭的開學日。但屈指一算，我已
執教了十年。經驗不算多，但不可說淺。一
直以來，我總是抱著從學生學習的角度來施
教和指導，因我相信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學習
和成長。現在我已為人母，兒子剛足一歲，
更能使我明白到為人父母的感受，相信這有
助我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共同為孩子建立愉
快的學習環境，培育他們健康成長。

陳晞瑗老師

雅

你們好！蒙 神的恩典，我今年加入了宣
小這個大家庭。我現時任教中文、英文、普通
話和視藝科。雖然我的外貌和心境一樣年輕，
但已有多年的教學經驗，對於教導那些頑皮的
孩子特別有心得，哈哈！

賞

作

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
朱懿坤校長
校自2006年遷入現址後，不斷改善學校的環境，致力提昇學生歸屬感、成就感和樂觀感。經過了兩年的實踐，我們累積了寶貴的
經驗，為學校未來的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學校本年度更以「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為主題，透過多樣化的學習及活動，培養
學生的自信心及樂觀感，期望學生在面對困難時仍心存感恩，積極學習。願主祝福我們的孩子，讓他們滿有喜樂，以堅毅不屈的精神，
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使他們的生命更添色彩，成為一首生命讚歌。

本

家長教師會委員(秘書)劉玉琼女士(6A 陳敬孜家長)
我當上了「宣小」家教會的常務委員！
猶記得兩年前的一個下午，學校的文少蘊主任致電給我，邀請我擔任家教會的委員，我和她談了一會，便毅然接納了她的邀請。現
在回想起來，慶幸自己當時胸前貼了一個「勇」字，否則我便會錯過一個了解學校的好機會。在那一年我深深地體會到，學校的老師為
我們孩子的付出：精神、愛心、體力、時間、包容……
今年我不再被動了，我主動地報名參選，幸運地被選中了（今次是我第二次擔任此職務）。我的孩子已是六年級了，也是他最後一
年在「宣小」讀書，我要珍惜這最後服務學校的機會。
我相信「家長多一分參與，孩子多一分投入」，家長多參與支持學校活動，加深對學校的了解，可帶動孩子對學校有更大的歸屬
感，孩子自然就更愛上學了。

師奶兵團

家長教師會委員(宣傳及聯絡)張鈺芳女士(3C 陳頌喬家長)
我的女兒頌喬快到九歲了，在頌喬五歲的時候，我曾再次踏足社會，但工作了大約一年後，決定回到家裏全情投入「師奶兵團」的
行列！其實，「工作」或「師奶兵團」兩者我也一樣熱愛。
在社會工作只要完成每天的計劃，便能準時放工，準時出糧！Very Good！那麼，當全職「師奶」的生活又是怎樣呢？當女兒上學
去後，我能花上一小時享用「早餐+午餐」，悠閒地閱報、看「香港早晨」和做運
動，之後便做一點兒家務和預備晚上的餸菜。 這些生活是十分美滿，但是當女兒放
學回家後，便像打仗一樣，「分秒必爭」：做功課、溫習、吃飯、故事時間、心事
時間和睡覺。哈！哈！每一天的功夫也大同小異，有些朋友問我：「做『師奶』很
沉悶，是嗎？」「不是！相反，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時間沒多沒少，唯一遺憾的
是沒有時間去「悶」！」
我認為無論是「在職」還是「當家庭主婦」，我也會享受和欣賞當中的過程，
只要盡心、盡力和盡性地去幹，不叫苦連天，即使真的很苦，也會覺得值得的！
頌喬
願主祝福我們寶貴的孩子平安快樂，阿們！
爸爸
媽媽

校本訓輔主題活動
還記得開學初期我們一同創作
「自信樂觀操」的口號及進行「班際
招式創作比賽」的情境嗎？感謝各位
同學及家長的踴躍參與，創作出很多
具有創意又令人鼓舞的口號。口號除
了首兩句是本年度的德育及宗教主題
自信樂觀操得獎班別
外，其餘四句都是同學的創作。經過
全校師生的投票後，最終選出3A 蔡可儀同學的作品：
積極創滿分，喜樂常感恩。
我有自信心，心裏常歡欣。
失敗不要緊，高峰再攀登。

洪淑敏主任
行樂觀人物選舉及舉辦各項比賽，讓同學培養出勇於嘗
試、積極面對成功與失敗的情操，更鼓勵同學之間互相勉
勵，加強同學的抗逆的能力。

選舉結束後，我們隨即請各班為口號設計活潑的動作，讓積極樂觀
的精神印記在同學的腦海裏。
除了全校師生一起耍「自信樂觀操」以外，為了幫助同學在遇到困
難的時候能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我們還分享樂觀的思考方式、進

宗教主題活動

主席：蔡錦輝先生(2B蔡逸、2C蔡遙家長)

6B

秘書：劉玉琼女士(6A陳敬孜家長)
陳美芍姑娘
宣傳及聯絡：張鈺芳女士(3C陳頌喬家長)
喬國民主任
會籍：梁潔棉女士(4B張蒨、6B張軒家長)
馮嘉安老師

宣小樂逍遙 – 暢遊企嶺下
濕地及錦田鄉村俱樂部

「好緊張呀！就黎出發啦！」 「我哋見到好多有趣的東西呀！」
基督少年軍

冬季校服義賣活動

4A 鄧浩峰

3B吳朗齊

大家好！我是宗教主任李慧賢姑娘。如果你問我最感激父母的事
情是什麼，我一定會說是他們安排我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因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顧問：朱懿坤校長
編輯委員會：文少蘊主任 鍾綺明老師 周淑美老師 金芷洋老師

6

嘩！「常滿米！」

一起玩集體遊戲，真刺激！

此，我能夠在充滿關愛的校園中成長，並且成為基督徒，過著一個精彩
而有意義的生活。我從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今天有幸成為宣小的宗教主
任，與學生、家長們分享基督的愛，實在感到十分光榮。
學期初，宗教組配合學校主題，首先以「積極人生」為題，透過介
紹不同的聖經人物，學習他們積極向上的精神；剛過去的的宗教週，我
們以「感恩人生」為題，班主任老師和同學一起製作感恩飾物，寫上他
們對天父、家人、老師、朋友的感恩心聲，令學校洋溢着感恩的氣氛。
下學期，我們將會以「喜樂生命」為主題，教導同學在各樣事情上學習
找到喜樂之源。
除此以外，一如往年，我們仍繼續舉辦豐富的宗教活動，如學生團
契、基督少年軍、教育營、福音營、聖誕節及復活節佈道會等，期望塑
造學生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人。

1

家長班

圖書義賣活動

梁沛瑜

3C

李慧賢姑娘

大衛團

副主席：盧影芬女士(5B林悅祺家長)
文少藴主任
財 政：林鳳儀女士(2B吳亦喬家長)
林翠玲老師
康 樂：馬素茹女士(2C高明蔚家長)
謝嘉穎老師

宗教週活動

鄧詠賢

梁皓鈞

6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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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創作招式

大家好! 我最喜歡看書和發
掘新事物，其實，小時候的我只
懂努力讀書，追求讚賞。感謝天
父，讓我認識了愛比一切更為重
要，現在祂更給我機會與孩子們
一起分享這份體會。我很希望在
宣小裏與大家融洽相處，一起成
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蔡錦輝先生 ( 2B 蔡逸、2C蔡遙家長)

看著囝囝囡囡平安愉快地渡過了第一年的小學生活，心裏著實感恩無限……
如今新一年度的校園生活又展開了，在此謹代表家教會向每一位宣小的家長和老師問好，祈望天父的慈愛、平安與大家同在，特別
是金融海嘯的艱困日子下，我們都能持有盼望的心迎向明天！
猶記得秋日郊遊樂那天，我們浩浩蕩蕩四百餘人高高興興地享受著天父造物之美，置身天與地之中，感覺人真是很渺小的，我們一
生所追逐、所擁有的也不比一朵野地的小花那麼美麗。
企嶺下那段最終之大斜路，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大挑戰，但路就擺在眼前，不得也不能逃避，幸而在妻子的協助下，終能艱辛地和大
家一同走完這段斜路；當走到路的高處，回首過來的路，心裏著實有一番感慨，人生的路途也是如此沒得選擇的擺在我們眼前，有時平
坦、有時下滑、又有時斜路難行；但我們卻可選擇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
主耶穌向我們陳述：祂臨到這個世界，是讓我們得到一個新生命（永恒的生命），並且是一個有著豐盛生命力的人生。
天色不會常藍、花香不會常漫；不管你我的人生路會是如何，我衷心的祝福您有一個豐盛的生命邁向前路！

看看他們多可愛呢！

梁麗華老師

校
上水宣道小學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Sheung Shui 訊

張 明 明 老 師 的 BB

陳 美 芍 姑 娘 的 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