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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拉太書 5：22-23
近年時有聽聞，部份人士對個別類型的家長冠以名號，如「怪獸家長」、「直升機家
長」、「虎爸虎媽」等等，據說他們都有一些共通點，就是不自覺地把教育當成商品，時
刻講求服務、權益、問責，也千方百計讓孩子贏在起跑線，凡事不甘後人；而成績、名次、
獎狀、銜頭、派位結果等，更是半步不讓的爭霸點，氣勢教人側目。
我認為，追求進步絕對是好的，按進度將目標提升以勉勵孩子精益求精、全力發揮，
也是幫助他們成長的必要動力。可是，如我們只過份着眼於分數高低，而忽略了一個人成
長中最重要的部份，包括品格的建立、待人接物的態度、靈性的栽培、同理心、抗逆能力、
快樂指數、對夢想熱熾的追求、對生命誠實的反省等等，那就非常可惜了，一切的虛榮和
美言，都會變得空洞、膚淺、不真實也不持久。
孩子是一株幼苗，怎樣才能讓他健康成長、結出好果子來呢？《聖經》加拉太書
6：7 說「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馬太福音 7：20 又說「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原來，引導孩子認識神，讓神的話澆灌心靈，讓上帝管理心思意念，
就能模造良好品格，讓人看見，發出馨香，感染四周，這樣的人，不用外在催逼、鞭策，
自然也會懂得真誠、自愛、在正面思維中茁壯成長的。
或許，聖靈所結的九種果子，我們都耳熟能詳，但同學都能真正明白並實行出來嗎？
讓我們再來檢視一下自己今日的光景，看看又能做到多少？
仁愛：一種願意付出自己燃亮別人的無私精神。
喜樂：不受外在環境影響，內心常常保持湧流不息的愉悅，在困難中看見恩典。
和平：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在任何處境中仍極力保持和諧的人際關係。
忍耐：即使在逆境中仍能堅持熱情和希望，安靜等候。
恩慈：對人充滿憐恤寬容，樂施恩惠，不問回報。
良善：所思所想都合乎美好的道德標準，追求公義，與人有益。
信實：言行一致，不隨時空而改變。
溫柔：行事為人柔和謙卑，以委婉諒解的態度回應衝擊。
節制：願為真理和責任付出代價，不求自己的益處。
從來，由心而發的氣質和能力、人際間相處的氣氛、處事的模式、困難中對上帝的信
心等，最能表現一個人的性情和境界，所以，願同學在新一年，不單要在成績上打穩基礎、
力求進步，也要在品格方面更上一層樓，順從聖靈的感動，效法上帝的美善，讓生命自然
流露出聖靈果子的特性，讓人在我們身上看見耶穌，這些「成就」，比起單單遵守法則、
依靠自己能力或互相競爭重要得多，更值得我們竭力追求。我相信，心中有愛，學會感恩，
自然會懂得珍惜身邊的人，珍惜每個機遇，凡事盡責、不負所託；又因愛人如己，必會顧
全大局、對自己有所要求、願意承擔。同學們，讓我們一同努力！至於其他好處，上帝已
應許：「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共勉！

德育主題

本年度的德育主題為「關心欣賞你我他，愛惜宣小我的家」。兩句開首二
字帶出我校今年的德育目標—關愛。我們希望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從小學會關
心自己、關顧別人、關懷社會及世界。學期初，我們與學生一同製作手指畫，象徵
師生互相關心，亦藉此提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另外，我們與宣明會合辦「清淡一餐」活動，讓同學體驗飢餓的滋味。
我們又邀請非洲 Watoto 合唱團到校進行表演，除了擴闊學生視野外，也讓他們與非洲兒童互相交流，了解及關心世界
各地的需要。但願每位同學不僅着眼自己的需要，也學懂關愛世界！

與非洲兒童共進午膳

「清淡一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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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一同製作手指畫
非洲 Watoto 合唱團與師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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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會充斥着不同的價值觀。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小朋友每
天的生活都受到不同的價值觀、資訊和潮流文化影響。他們是否有足
夠的認知能力去分辨是非對錯 ? 他們又知道甚麼可跟從或甚麼應拒絕？
本年宗教主題：「靠著主耶穌，向試探 Say No」，目的是幫助同學提
昇對抗潮流歪風的能力，並以「十誡」為指南，教導同學為生活訂立
界線，希望同學不受罪惡、引誘所捆綁和轄制，活出自由和喜樂的生
命。
就着今年的宗教主題，本校邀請明光社為老師進行「閱讀潮流文
化」工作坊，並在宗教周會向同學講解如何面對沉溺使用「手提電話」
的試探。一如過往，本校亦會透過宗教早會、團契、基督少年軍、營
會等等向同學傳遞正確的價值觀。《聖經》提醒我們：「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二十二章 6 節）惟
願我們一起努力，塑造同學們美好的靈性及品格，導引他們一生走在
正路中。

主題壁報

「閱讀潮流文

化」工作坊

Learning & Fun All in One!
Last June, 25 of our advanced English students travelled to Sydney, Australia. Ms. Wong and Ms. Tang led this
eager group on an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For ten days, they lived life as local Australian kids. It was an amazing
opportunity to be surrounded by English and to dive into the culture.
All our students stayed with host families in the suburbs of Sydney. This was a special time for them to really
feel the Aussie lifestyle. Everything wa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trying new foods, interacting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engaging in real conversations. A funny thing that all our students agreed on was “I hate vegemite!” [vegemite: a brown
salty paste made from yeast and vegetables, that is spread on toast]
Their days were filled with activities; English classes in the mornings and a variety of trips in the afternoons. A few
of the highlights were a walking tour of downtown Sydney, a peak through a giant telescope at the Sydney Observatory,
and of course the beach too!
One unforgettable trip was to a farm. Our students got hands-on experience milking a cow, cutting wool off a
sheep, feeding llamas & donkeys, and even cooking a cowboy-style barbeque. But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outing was
to the 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Here students got up-close with some iconic animals. Kangaroos and Koalas can be
expected, but also the chance to learn about wombats, bearded lizards, and kookaburra birds unique to Australia.
This Study Tour was the second overseas trip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s a whole, the program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Developing practical language skills, building confidence, expanding horizons, it’s all a part of the fun
learning environment. Get on board and join our nex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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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老師
介紹
胡小麗老師
黃思寧老師
我是胡小麗老
師，感恩今年能加入宣小大
家庭。在這一個學年，我主要
任教 2C 班及 4A 班的中文科、2C
班及 5C 班的普通話科及 2C 班的視
藝科。
宣小的學生給予我的印象是有
活力、想像力豐富、樂觀積極及
用心學習的。我期望在宣小能
夠與學生共同學習，建立
愉快的學習生活！

能夠成為宣小這個
大家庭的一份子，實在是神莫
大的恩典。
我相信每個孩子都能夠成材，而
這裡的孩子更有着一份純樸和受教的特
質。我今年擔任 3C 班班主任，深感任重
而道遠。盼望神給我指引，讓我能將最好
的教導孩子，幫助他們成材。
在未來的日子，我希望能帶領同
學走進中文、普通話及視藝科的學
習旅程，與他們一同尋幽探秘，
發掘更多知識的寶庫。

陳韻琪老師
邱敏儀老師

感謝主帶領我走
進「上水宣小」這個大家庭。
在這裏，我感受到人與人的
愛和關懷，也領略到神的愛。走進
教室，看到孩子們天真、可愛的笑
臉，再加上他們活潑的性格、主動的
學習態度，令我印象深刻。
盼望以後與大家一起同行，教
學相長。願神祝福你們！保守
你們的心！

學生猶如一顆
小種子，老師和父母便
是園丁，園丁會一直陪伴着
種子成長，縱然艱辛，卻是一
種甜蜜的負荷。
願每一顆小種子在上水
宣道小學的園丁悉心培育
下，都能健康、快樂
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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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各位老師和家長的支持，我很榮幸
能成為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會員大會當天，
家教會邀請了「家長匯習」會長陳敏兒女士主講，講題為
「天使家長」，講座內容真令我們作父母的有不少反思。子女不
是父母的附屬品，而是我們的「骨肉」、「我們生命的延續」，「照
顧他們也等同照顧自己」，因此我們更要好好地學習自我管理。我們期
望子女的行為怎樣，作為父母的我們，行為亦要怎樣。正所謂「身教重於
言教」，所以我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以身作則教育子女良好地管理時
間、勇於接受挑戰、作無私的奉獻。我希望能成為子女的一面鏡子，也
能成為一位「天使家長」，擁有和諧的家庭生活。

第十一屆

家長教師

會常務委

員會

會員大會及「做個天使家長」講座

工隊

家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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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馬綿輝先
主
會
生

校友會成立至今，已經十多個年頭。一直以來，本會
均秉承母校的辦學宗旨，促進校友對學校之愛護及支持。校
友藉着參與活動，增加彼此間的情誼及對母校的歸屬感。
過去幾年，我們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如：燒烤同樂日、
旅行、聚餐、一年一度的歸家日等，均深受校友歡迎。今年
有七十多位小六畢業生加入校友會，是歷年之冠。九月，適逢
學校開放日，校友會舉辦了迎新活動。是日新舊校友共聚，一
起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在此，感謝學校的支持、老師的協助，
以及各位理事無私的耕耘。
展望未來的日子，冀盼校友及學校繼續支持我們的工
作，踴躍參與各項校友會活動。

校友會

2014.09.13 校友會迎新日花絮

編輯委員會

顧問：蘇詠思校長

組長：洪雅蓮主任

組員：陳韻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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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麗老師

周巧珠老師

葉麗雅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