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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種子在我心 享受生活無限 FUN

「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勞碌中自得其樂；這就
神的恩賜。」( 傳道書 3:13)

神賜給我們上好的福份，在勞碌的生活中可以自得其
樂，讓我們擁有享受生活的能力，也能享受生命給予我們的
快樂。
然而，香港人的生活節奏急促，能享受生活並不容易。
小童群益會今年初進行香港兒童快樂因素問卷調查，調查報
告顯示，10.8% 兒童感到不快樂，較八年前約增加 2%；至
於感到快樂的兒童則有 57%，急跌近 20 個百分點；兒童十
大快樂活動的第一位是和朋友一起玩耍，第二位是到郊外旅
行。報告提醒我們要培育快樂的孩童，必須平衡孩子的學習、
嬉戲及休息的時間，而遊戲、友伴、大自然皆是兒童快樂的
泉源。
本年度學校正透過推行校本輔導計劃及科組活動，幫助
宣小同學在學習、與人相處及欣賞大自然三方面尋找生活的
樂趣。家長也可預留空間，與孩子發掘興趣，安排郊遊活動，
營造親子快樂的時光，與學校共同努力下，為孩子的成長添
上動人的色彩。相信同學快樂、大家相處融洽，亦會成為老
師及家長快樂的泉源。就讓我們一同學會作工有時、行樂有
時，領略神所賜予的恩賜，在生活中自得其樂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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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懂得尋找和享受生活中的樂趣，建立同理心及
關愛精神，本年度的宗教及德育主題定為「愛的種子在我心，
享受生活無限 FUN」。訓輔組舉辦了「生活如此多 Fun」計劃，
透過「趣趣學 • 處處樂」活動，推動學生在學習、遊戲、欣
賞大自然及與人相處方面尋求樂趣，讓學生能認識及發掘生
活中令人快樂的事物。本年度又開展了「開心聚一聚」時段，
讓教師於午膳時間與學生進行小組談天，促進師生關係及同
儕之間的認識。此外，逢星期四早會設有「好人好事」環節，
表揚學生良好的行為，以建立學生的同理心及關愛精神。
為了營造快樂的校園氣氛，校園內各處已張貼學生學習活
動及生活照片。全體教師於學期初參與了「快樂教師」工作
坊，下學期亦將為全校家長舉辦「做個親子溝通達人」講座
及「日日遊戲十分鐘」家長工作坊，期望藉此培養學生積極
樂觀的態度，創設正向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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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er ful, Co l o ur f ul B r i sban e !
A Wo nder f ul Tr i p!
With sun, showers and double rainbows, the 11-day study tour in Brisbane was an unforgettable trip for us.
From 11th to 21st June, 20 students from P4 to P6, along with Ms Tang and Ms Yip, ﬂew 8 hours to a brand
new campus at St Paul’s School!
The giant playground was so big that you could play different kinds of sports there - soccer, basketball,
netball, hockey, golf, rugby or cricket. According to our grades, we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lasses. Luckily, we
never felt lonely or hesitated to enter a classroom as we were all accompanied by a "buddy"! Our buddies were
local students who came along with us and talked to us.
At St. Paul’s School, everything was just so fresh to us. We enjoyed the reading lessons, movie sessions and
tried out new classes like the IT class and drama class. We enjoyed our recesses too; hanging out with buddies,
playing ball games, petting the school rabbit and buying food in a kiosk. You just can’t imagine how we got along
with each other so well!
We also had two full days for some unforgettable excursions. The ﬁrst place was Movieworld, one of the
theme parks in Brisbane. We all rejoiced in a fun day there! We learnt to read the map, plan our own route, go on
different rides and play carnival game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was buying souvenirs without Mum being there!
We learnt to spend money wisely and share our joy with our family and friends.
Another memorable place was Australia Zoo. When we entered the zoo, there were crocodile posters
everywhere. You know, it was the Home of the Crocodile Hunter! In Hong Kong, we can see just one crocodile
‘Pui Pui’ which lives in a small tank in the Wetland Park. At the Australia Zoo, we could enjoy a breath-taking
crocodile show! Moreover, the bird show was fantastic too! The birds showed their intelligence and that they could
interact with humans. We also took selﬁes with kangaroos and the koalas. Before we only saw photos like that in
magazines!
Last but not least, we had some time to spend with our homestay families. It wa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us
to stay with Australian families. We did different things with our host dad and mum; visiting a museum, a crazy
shopping day, a fun beachside barbecue, a water spa and baking cookies together. All these activities showed the
love and care of the homestay families and taught us how to cherish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oo.
Undoubtedly, we have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from this trip. We have learnt more about English, the local
culture, how to get along with oth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became more skilled to deal with our fears of being
independent. These 11 days in Brisbane had a big impact on us and will remain in our hear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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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fun at Movieworld

We are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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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 師介紹

我是宣小的新丁──梁杏蘭姑娘。

我來自元朗，曾任教中學、小學和教會的主日學。
我喜歡小朋友，跟他們一起玩、說故事、談理想……更愛與他們分享信仰。
我愛大伙兒去踏單車、遠足、看日落、看星空、看日出……欣賞上帝的創造。
我喜歡吃東西，期望吃遍聯和墟的美食，你願意作我的食伴嗎？
梁杏蘭姑娘
你們好，我是張瀞文姑娘，很高興加入宣小的大家庭。欣賞每一張天真爛漫的
笑臉，認識每一個獨特可愛的孩子，安慰每一個受傷的心靈，分享每一個快樂的時
刻，是我每天的工作，更是我工作的動力！
再次感謝天父讓我加入宣小，讓我有機會走進孩子們的生活，走進你們的心！

大家好！我是黃寶萩老師，感謝天父帶領我加入宣小這個大家庭。

張瀞文姑娘

我今年擔任 2C 班班主任，任教英文科、常識科、聖經科及電腦科。
宣小的同學給我的印象是活潑有禮，用功守規。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成為
神所喜悅的好孩子！
我期望能夠在宣小與大家一同學習，建立愉快的校園生活。
黃寶萩老師
Hello! How are you? 我是張靜雯老師。除了教英文科外，我還任教常識科和視
藝科。我常常跟同學們分享日常趣事。我最愛旅遊，因為可以探索不同地方的文化
和特色。另外，我還喜歡享受陽光與海灘，所以擁有一身健康的膚色。感謝天父賜
給我們明亮的眼睛和靈活的手腳來看看上帝創造的美景，又可探索身邊的事物和好
好享受生活。
張靜雯老師
我是羅小鳳老師。感謝神的帶領，讓我能在宣小擔任老師。我今年主要任教英文及視
藝科。我喜歡旅遊，因旅遊既輕鬆愉快，又可以增廣見聞。我也喜歡學英語，英語不但有趣，
而且在外國旅遊時，可運用英語與人溝通，擴闊視野。
我喜愛吃甜品，也愛吃苦瓜。苦瓜又名涼瓜，苦中帶甘。學習對於你們來說，是甜或是苦？
盼望大家能在困難中堅持，力求進步，享受成果帶來的甘甜。「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腓 4：13
羅小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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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團隊

記得 2013 年年尾，知悉上水宣道小
學取錄了大孫女，全家人歡喜若狂，簡直像中了彩票
一樣開心，因它校風純樸、師資優良，學生成績出類拔萃，
是我們的第一選擇，而且校舍就在我們家附近。今年，第二個
孫兒入讀一年級了，再過兩年，年紀最小的孫女也將會入讀。故
此，我將會有一段長時間在宣小度過。為了感謝它對孩子們的教導
和栽培，為了表達對它的感情，我衷心地想盡一分綿力，貢獻所長。

其實在學校做義工已有一段時間，也曾參加興趣班、親子班和講座
等。在興趣班中，我學會了做一些簡單的工藝品，過程中樂趣無窮。在親
子班裏與孫女一起玩，一起跳，一起比賽，互相擁抱，笑聲震天，感情增進
了不少，心境猶如回到青春少年時。另外，講座也令我獲益良多。
義賣時，看見家長們找到合適的校服或書本時所展現的笑容。大掃除時，
孩子們每個都落力地抹擦、打掃，大家都大汗淋漓，滿面通紅，天真爛漫。目
睹這一切，內心的喜悅，非筆墨可形容。最令我感動的是，無論家長、老師、
同學，甚至校工們，都上下一心，盡力做好每件事、每個活動，力求達至盡善盡
美，而且長幼和睦，愉快共處，能身處這大家庭中，實在感恩。

家長義工協助點票

今年能成為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主席，真是誠惶誠恐，因珠玉在前，絕不能
有失。幸好委員會內人才濟濟，位位精英。相識多時的商泳敏女士，和藹可親，
凝聚力強；何國君先生的義工經驗豐富；葉以勒先生是上屆委員，樂於助人；
徐莉丹女士細心冷靜，積極參與；黃玉蓮女士為人熱誠，充滿幹勁，勇於承擔；
徐艷女士觸覺敏銳，知人善用。此外，還有教師團隊無限量地支持，定能事半
功倍。
雖然年紀不輕，學歷不高，對電腦操作一知半解，但我有的是真誠、
熱心、魄力、體力和勤力。最重要的是我已經退休，有很多時間服務大家。
請相信我，我一定會竭盡所能，協助推動本會會務，增進會員和教師之
間的溝通交流，令學校了解家長的需求，家長亦能配合學校的辦學理
念和教學方針。
最後，我希望能讓小朋友在無盡愛心、愉快的氛圍下成長，
孕育出良好的品格；讓同學們在一個設備及管理完善、清
潔及寧靜的環境下，專心學習，打好基礎，將來學有
所成，回饋社會。

家長教師會委員

校友

席 蔡錦燕女
主
會
士

大家好，我是第八屆校友
會的主席蔡錦燕。第一屆校友會成立的
時候，有幸獲張雲芳主任邀請成為理事，至
今已有 14 年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什麼原因令我一直樂意擔任校友會理事呢？理由
很簡單，就是可以為母校服務，聯繫分散了的校友。當
然，能與一群同心的校友會理事一起商討及推動校友會的
工作，是十分愉快的。

第八屆校友會主席蔡錦燕

55 周年校慶
校友會打手印活動

每年的畢業典禮當天，校友會都會舉辦「歸家日」活
動，一起進行球類比賽、與老師及舊同學聚舊、聚餐等。
我們每年還會舉辦周年活動，如：旅行、燒烤晚會、日
營等，活動多采多姿。
六年級的同學們，你們明年七月便畢業了，
我在此誠意邀請你們加入校友會，將來有
機會亦可一起為母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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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塔門東平洲逍遙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