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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心粵劇團到校主持粵劇推廣及導賞活動

蘇慧詩主任

參加香港青苗粵劇
團的導賞活動

藝術課程教師培訓工作坊

課餘粵劇培訓課程

體育課上，同學們用
心學習中國民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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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主要學習內容

音樂
�
�
�

中國粵劇
認識工尺譜，學唱簡單兒童粵曲
學習敲打鑼鈸的方法
學習舞動水袖

體育
�
�

中國民族舞蹈
認識不同民族舞蹈特式
學習漢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的民
族舞蹈

視覺藝術
�
�

中國民族衣飾
學習設計漢族/維吾爾族/蒙古族
的民族服飾
學習不同色彩、圖案紋飾的配搭

首年課程內容：

音樂課上，同學們積
極學習中國粵劇的知

識和技巧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
館

「跨越國界．探索世界」校本綜合藝術課程   

視藝課上，同學們專注地設計中國民族衣飾

觀賞香港舞蹈團
的《粵港澳兒童
舞蹈匯演》

「藝術週」活動舉隅：

藝墟

中國民族舞工作坊

兒童粵劇工作坊

藝術作品展

白欖及鑼鈸演出

蒙古族舞演出

漢族舞演出

新彊舞演出

粵劇團體演出

本年度，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發展「跨越國界．探索世界」校本綜合藝術課程。計劃目的是以世界藝術為主

題，讓學生接觸不同地區文化。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我們期望學生能深入淺出地從文化藝術角度認識世界，拓展藝術視野，並

獲得整全的藝術學習。

此計劃分三學年推行，首學年的主題為「中國藝術」。透過邀請富經驗的藝術工作者或藝術團體與本校教師共同編寫相關課

程，並安排藝術家駐校進行協作教學，有關「中國藝術」的課程已順利於4月至5月的音樂課、視覺藝術課及體育課進行。此外，為

豐富學生的藝術經驗，拓展學生的藝術視野，本校為四至六年級同學安排多次藝術參觀活動，更定於六月底，舉辦「藝術週」，讓

全校學生一同體驗豐富多采的藝術文化，及展示學生課堂中的學習成果。

同時，為更有效推廣中國藝術，本校參與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劍心粵劇團合辦的粵劇培訓試驗計劃，讓同學透過「粵劇互動

劇場及粵劇折子戲導賞」工作坊接觸和認識粵劇的表演元素，進深認識中國文化，並挑選具潛質的學生參加的課餘粵劇培訓，以對

有興趣學藝或觀賞粵劇的學生提供更全面的培育。

小舞臺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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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截至10/6/10)

願榮耀頌讚歸與 神！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全校總成績
冠軍 2 亞軍4 季軍 9
優良獎狀118  良好獎狀11

粵語朗誦比賽

1A 朱栢霖  散文獨誦  亞軍

1B 林芷銦  詩詞獨誦  季軍

2A 楊梓然  散文獨誦  季軍

3A 李穎姿  詩詞獨誦  季軍

3A 陳婉溶  詩詞獨誦  季軍

4B 歐采盈  散文獨誦  季軍

英詩朗誦比賽Solo Verse Speaking
2A 林子軒  冠軍

4A 梁沛瑜  冠軍

2A 蘇卓妍  亞軍

3A 李恩潼  季軍

3B 王以琳  季軍

6B 林悅祺  季軍

普通話朗誦比賽
三四年級詩詞集誦  優良獎狀

2C 胡家皓  詩詞獨誦  亞軍

4B 梁君睿  詩詞獨誦  亞軍

6B 潘燕瑜  詩詞獨誦  季軍

教聯會、中語會主辦

2009正字大行動頒獎典禮
教師榮譽證書(本校中文科教師)
最佳表現獎 4B歐采盈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
閱讀嘉年華遊戲設計
最佳遊戲設計獎亞軍

香港及華南中小學英文徵文比賽
入圍獎 （兒童組）

4A梁沛瑜、6A李佐殷、6B李崇基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Award
Poet of the school
6B 李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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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主辦
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6A 阮溢恆  個人總成績  第1名
6A 阮溢恆  3金獎
   張浩    3金獎
   林倩婷  1金獎2銀獎
   黃文玉  1金獎2銅獎
   鄭穎心  2銀獎
   陳妍如  1銀獎2銅獎
6B 李崇基  3金獎
   梁文輝  2金獎1銀獎
   馬雋忻  2金獎1銀獎
   文諾言  2金獎1銅獎
   黎鎮煒  1金獎2銀獎
   馮懷樂  1金獎1銀獎1銅獎
   潘燕瑜  1金獎1銀獎1銅獎
   馬翠薇  3銀獎

中國教育學會現代數學藝術研究課題
華夏教育科學研究所
全國小學數學教改研究會主辦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協辦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小二組） 特等獎  2C王志謙
           二等獎  2A余帕熹                   

2B簡志富
2B黃曦樂                  
2C龐皓文

           三等獎  2A 李穎謙
（小三組） 一等獎  3B陳家樂
                   3B萬可晴
                   3C郭文皓
           二等獎  3C文  慧
           三等獎  3B吳奕銘
小三級團體總成績第七名
（小四組） 一等獎  4A馬弘忻
           二等獎  4B梁君睿
           三等獎  4A李梓彤
                   4B陸匯靈
                   4B魏子俊
                   4B葉詠琳
                   4C李濬閣
（小五組） 二等獎  5A王譽霖
                   5B楊振樂
           三等獎  5A梁嘉穎
（小六組） 特等獎  6A阮溢恆
           一等獎  6A梁紹銘
           二等獎  6B馮懷樂
                   6B李崇基
                   6B梁文輝
                   6B馬雋忻
           三等獎  6A張   浩
                   6B黎鎮煒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合辦

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北區)
銅獎     6A阮溢恆、6B馮懷樂

       6B梁文輝

優異獎  6A梁紹銘、6B李崇基

       6B馬雋忻

優良獎  6A張    浩、6B黎鎮煒

       5A王譽霖

             5B鄭朗怡、5B梁峻維

       5B李雋滙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主辦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組）

金獎  6A 阮溢恆

銅獎  6B 馮懷樂、6B 梁文輝

保良局主辦

2010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

一等獎 6A 阮溢恆

二等獎 6B 馮懷樂、6B 梁文輝

三等獎 6A 梁紹銘

數學競賽

一等獎 6A 阮溢恆

三等獎 6A 梁紹銘、6B 梁文輝

總成績

一等獎 6A 阮溢恆

二等獎 6B 馮懷樂、6B 梁文輝

三等獎 6A 梁紹銘

教育評議會主辦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大賽總亞軍

6A阮溢恆、6A梁紹銘、6B梁文輝

6B馮懷樂、6B馬雋忻、6B黎鎮煒

6B李崇基、

6B林悅祺

「數學迷城之明考你IQ」大賽冠軍

「數學迷城之奇異數獨」大賽冠軍

「數學迷城之齊心砌算式」大賽亞軍

6A 阮溢恆、6B 梁文輝、6B 馮懷樂

6B馬雋忻

4B歐采盈正字大行動
最佳表現獎

校際朗誦節獲獎 全港18區小學
數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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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截至10/6/10)

願榮耀頌讚歸與 神！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全校總成績
榮譽獎狀 1   優良獎狀 30   良好獎狀 37
1C 盧基立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中文聖詩組（初級組）  季軍
3C 蔡芯兒  二級鋼琴獨奏  榮譽獎狀

香港學校舞蹈節現代舞比賽
低級組  乙級獎
高級組  乙級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小學廣東話組
傑出男演員獎 小學廣東話組  3C 馮澤森
傑出女演員獎 小學廣東話組  4B 梁君睿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
第八屆中國菲律賓日本國際
書畫大賽（兒童組）
6A 黃紫楹  三等獎
6A 陳倩琪  優秀獎
6B 李崇基  優秀獎

上海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主辦
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
少兒書畫攝影大賽
2C 彭祉穎  書法  三等獎
4C 鍾靖    書法  三等獎
6A 陳倩琪  國畫  二等獎
6B 李崇基  國畫  二等獎
4A 陳琸凌  國畫  三等獎
3C 蔡遙    國畫  三等獎
3C 蔡芯兒  國畫  三等獎

大埔及北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盛愛之家
庇護工場及宿舍主辦
「傷健社區齊共享」
杯墊設計比賽（小學組）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2B 吳日朗  冠軍
3B 萬可晴  亞軍
4A 江心怡  季軍

粉嶺基督教聖召會主辦
「捉緊聖誕的盼望」
填色及聖誕卡設計比賽
初小組(填色)
3A 李恩潼  冠軍
3B 馮嘉麟  亞軍
3B 萬可晴  季軍
1A 林逸朗  優異
高小組(聖誕卡設計)
5A 老睿騫  季軍

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
「北區風貌」繪畫比賽
5B 范潁心  亞軍
4C 吳朗齊  優異獎

廉政公署主辦
北區滅罪倡廉樂滿家「自選結局」
漫畫創作比賽
4B 劉舒蔚 高小組   優異獎  
北區滅罪倡廉樂滿家親子活動之
「智團迷宮」填色比賽
3C 莫晉諺 初小組   季軍 

升中伯樂計劃
視覺藝術科
6A 阮溢恆 銀獎  
科學科
6A 阮溢恆 銅獎  

北區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主辦
北區各界慶祝60周年國慶嘉年華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冠軍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意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主辦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最佳參與獎

國民教育中心主辦
「全球華人慶祝建國60周年」系列
繽紛光影獻真情校際比賽（小學組）
4A 李梓彤  優異獎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主辦
小學劍擊邀請賽
6A 莫曉琳  女子組  冠軍
4C 邱靖桐  女子組  亞軍
3A 黃子瑜、4B 歐釆盈  女子組  季軍
3C 蘇展博  男子組  季軍

學體會主辦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5B  曾華恩  女子組單打 冠軍
女子組團體 季軍
4A何海澄、4B梁君睿、4C黃思樂
5B 曾華恩、6A黃紫楹
男子組團體殿軍
5A崔倬僑、范梓熙、5B 黃梓賢
6A 阮溢恆

北區體育會主辦
北區體育會乒乓球比賽
5B 曾華恩  女子乙組  冠軍
4C 黃思樂  女子乙組  亞軍
2B 黃曦樂  女子丙組  季軍
4B 梁君睿  女子乙組  季軍
3A 何海荍  女子丙組  殿軍
4A 何海澄  女子乙組  殿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小一組） 亞軍 金獎  1C 趙恩浩

                           銀獎  1B 高穎雪

                                     1B 陳熙賢

                                     1B 謝靜潼

                                    1C 鄧幸怡

                            銅獎  1A 蔡中儀
（小二組） 銀獎  2B 黃曦樂
                2C 王志謙

                   銅獎  2A 葉卓峰
                2C 龐皓文
（小三組） 金獎  3C 郭文皓

                   銅獎  3B 陳家樂
                3B 萬可晴
                3C 文  慧
（小四組） 金獎  4A 馬弘忻

                   銀獎  4B 魏子俊
                4C 李濬閣

                   銅獎  4B 陸匯靈
（小五組） 銀獎  5A 朱立勤
                5A 王譽霖
                5B 梁峻維

                            5B 鄭朗怡

                   銅獎  5B 李雋滙
（小六組） 金獎  6A 阮溢恆

                   銀獎  6B 馮懷樂
                6B 梁文輝

家庭學習協會
奧林匹克教育協會主辦
第七屆香港解難奧林匹克
金獎（小六組） 6A阮溢恆
金獎（小四組） 4A馬弘忻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
香港珠算協會主辦
二零一零年《多元智能盃》
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1B 陳熙賢 珠心算初級組  優異獎

3C 陳琛陶 珠心算中級組  銅獎

3C 郭文皓 數學小三組      一等獎

4A 陳祉穎 數學小四組      優異獎

4B 魏子俊 數學小四組      優異獎

4C 李濬閣 數學小四組      優異獎

國民教育中心
全球華人慶祝國慶建國六十周年
校際問答比賽
優勝學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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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1A 
高小組
5A 5A 

建國六十週年
問答比賽優勝學校獎

中國菲律賓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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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主辦

屯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B 黃曦樂  女子單打青少年K組   亞軍

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B 黃曦樂  女子單打青少年F.K組 亞軍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B 黃曦樂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殿軍

北區乒乓球隊際比賽

女子兒童組  季軍  2B 黃曦樂、4C 黃思樂

學體會主辦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B 周芷菁  女子乙組跳遠   冠軍

4A 葉慧雅  女子丙組跳遠   亞軍

5A 葉鵬瀚  男子乙組擲壘球 亞軍

5B 周芷菁  女子乙組100米  亞軍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學田徑比賽

5B周芷菁  女子乙組  跳遠冠軍、100米殿軍、團體季軍

4A葉慧雅  女子丙組  團體殿軍

Asian Rope Skipping Federation主辦

第五屆亞洲跳繩比賽

6A何朗為 (14歲以下男子組)
二人同步 亞軍

交互繩三人花式 亞軍

四人同步 亞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

全港跳繩精英賽2010
6A  何朗為 (12-14歲男子組)
單人繩個人花式  冠軍

單人繩速度跳      亞軍

個人總成績         季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主辦

北區小學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團體優異獎

2A 梁澤權、2B 馮懷信、2B 李君浩

3A 林 山、3C 周浩程、4A 葉文迪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辦

外展(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

5B周芷菁

女子E組跳遠 冠軍、100米 冠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2010

女子丙組 2分鐘6人大繩賽亞軍、團體總成績季軍

3A李恩潼、4A吳綺華、4A陳頌喬、4C林妙亭

4C蘇卓瑤、4C程柏清

女子甲組 1分鐘3人交互跳花式季軍

6A莫曉琳、6A唐樂瑤、6A葉卓靈

男子甲組 2分鐘8人大繩賽冠軍

男子甲組 1分鐘3人交互跳花式亞軍

1分鐘3人交互跳速度賽亞軍

團體總成績亞軍

2A葉卓峰、4A葉銘軒、4A歐陽民楓、4A陳琸淩

4B羅愷軒、4C張昊揚、4C郭文軒、5A崔倬僑

5B葉銘釗、5B謝睿弢、6A何朗為

4A吳綺華  女子丙組30秒2重跳     季軍

6A何朗為  男子甲組45秒個人花式  冠軍

男子甲組連續2重跳  冠軍  

4A葉銘軒  男子甲組連續2重跳   亞軍

4A陳頌喬  女子丙組30秒速度跳  亞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B 周芷菁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學生優異表現獎

6A 何朗為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

3A李恩潼、4C吳朗齊、6A 何朗為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A 阮溢恆

校際音樂節比賽

現代舞
比
賽

(低年級—變)

(高年級—一窩蜂)

4

田徑比賽獲獎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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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閱讀工作坊

校友接力賽

愛心天使到老人中心探訪

參觀東亞運網球賽

參觀東亞運排球賽

親子賣旗

粵劇班

5

同根同心
國內

交流活動

學 生 活 動

親子閱讀工作坊親子閱讀工作坊

中文閱讀大使及參與同學

英文閱讀大使及參與同學

無煙劇場

小五教育營

校友接力賽校友接力賽

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

5

藝 術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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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流活動及服務學習

張明明老師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畫（2009）
民間藝術匯穗

為了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培養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去年本校參加了香港教育局「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同根同

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畫（2009），並於11月26日至28日，老師帶領高年級同學們前往廣州進行一連串的交流活動。我

們在寶墨園、群眾藝術館及陳家祠遊覽，欣賞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包括瓷器、裝飾品及雕刻；認識了木偶的種類和欣賞了不同的木偶

劇表演，大家都對我國民間藝術之精湛嘆為觀止。此外，我們還到了廣州市滙景小學進行交流活動，是一次難得及寶貴的經驗。

4B 文得殷

在這三天的交流活動中，我們欣

賞了不少中國民間藝術，使我們的學習生

活更多姿多彩。

我們在寶墨園內欣賞了無數手工細緻的銅

像、蠟像及陶瓷製品，當中《清明上河圖》美麗得

令人感到驚訝，它還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呢！我

們在陳家祠內欣賞巧奪天工的象牙雕刻品，其中一

個象牙球內竟有二十五層精細的雕刻，令同學們讚

嘆不已。此外，我們又在群眾藝術館內觀看木偶

劇，那兒的木偶製作精雕細琢、別具匠心，

木偶特技更是出神入化、機巧靈活，其中

《白鶴和農夫》運用了奇妙的燈光

效果，令木偶栩栩如生。

學 生 5B 范潁心

這次的活動，令我覺得非

常難忘，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離開父

母到外地交流，令我認識了中國古

代建築特色和民間藝術，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寶墨園內溪水環繞，巨樹叢

叢，風景優美，真是人間仙境啊！

而我還有機會跟內地的同學接觸

和溝通，增進了溝通技巧

呢。

6A 林嘉欣

這三天的交流活動令我獲益良

多。我在寶墨園裏欣賞了無數古物，而

我最喜歡的是《清明上河圖》，原來畫中

繪畫了數千人，可是女性只有六、七位。我

在欣賞木偶劇時，感覺到那些木偶好像真人一

樣，有着不同的神情和動作，而我們更有機會

製作木偶呢！我所製作的木偶叫楚雨，她身

上穿了一套海軍裝，神氣極了！我們在陳家

祠裏看見裡面珍藏着豐富的歷史文物。

當中，我覺得最有趣的是「米上刻

字」，人們竟可在一粒小小的白

米上刻上那麼多字。

聲
心

這次的活動，令我覺得非

的

張明明老師

為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價值

觀和態度，豐富學生切身體驗的學習，

從而達致全人發展，常識科於本學年配合

「全方位學習」，推行各級校本服務學習課

程，透過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如遊戲、合作

學習及戲劇教學等，並透過一連串學習活動，

如進行清潔、表演、設計遊戲、製作小禮物

等，讓學生清楚了解服務學習計劃的安排；

了解義務工作的概念及精神；掌握做義工

應具備的態度及條件。於各項活動中，

同學們均展現出無限的愛心，樂

於助人的精神。

各級課程簡介

老幼是一家，
不分你我他!

大家來一起認識學校的特色!

關愛大聯盟 (義工篇)

海灘大變身

大家同心協力,做到最好!Yeah!

還我美麗的蝴蝶灣!

交流照

校本服務學習課程

梁麗華老師  袁明茜老師

效果，令木偶栩栩如生。

送
暖
大
聯
盟

 (長
者篇)

級別 主題 活動地點/服務對象

小一 關心大行動 (家人篇) 家人

小二 關心大行動 (鄰舍篇) 鄰居

小三 郊野大變身 鶴藪郊野公園

小四 海灘大變身 屯門蝴蝶灣

小五 送暖大聯盟 (長者篇) 粉嶺區內的長者

小六 關愛大聯盟 (義工篇)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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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上水宣道小學第二任校長—錢恩培校長
       謝佩盈老師

錢恩培先生在校創校當年（1961）入職宣小，於1965年接任為第二任校長，在本校服務共16

年之久。離開宣小後，錢校長致力發展香港體育運動事業，2009年曾任職東亞運動會(香港)有限公

司總監。現年已退休的錢校長，與家人享受退休生活，亦不忘關心社會、關心宣小。適逢本年度宣

小運動會邀請了錢校長為主禮嘉賓，我們有幸與錢恩培校長會晤，趁機了解當年錢校長在宣小生活

的點滴。

最令錢校長難以忘懷的，是密切且和諧的師生關係。他憶述當年：有一班畢業生離開宣小後

升往九龍區中學就讀，有一次因颳颱風關係，火車停駛，未能回家。他們立時聯絡居住在九龍的

錢校長。錢校長立即招待他們回家晚膳留宿，他們還把錢校長家中的米飯都吃光了。宣小的老師一向關心每一

位學生，更關心他們的家庭，因此，學校每年也會進行家訪。由於學生大多居住在上水一帶的鄉村，每逢老師到訪不同的村落時，

都常常受到村民的熱情款待，場面熱鬧歡欣。

明年是宣小五十週年金禧校慶，錢校長囑咐宣小應繼往開來，秉承優良傳統，培養學生堅毅的精神，以及對學校、社會、國家

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宣小的同學們更應自強不息，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懈，並竭力持守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將來為社會、為國

家作出貢獻。

賞
共作

佳佳佳佳

1A姜芷熹(我是......)

1A蘇慧琳(百變木餐具)

1B林詠彥(蝴蝶)

1B彭凱羚(小花) 1C郭花悅
(美麗的大自然) 1C謝雪雯(蝴蝶)

2A吳寶瑩(花紙設計)
2A溫頌欣(大花面)

2B林倬如(大花面)

2B簡志富(大花面)
2C張籽晴(大花面)

2C龐皓文(花紙)

3A李恩潼(復活節籃)

3A黃詠霖(環保袋)

3B高明慰(復活節籃)

3B萬可晴(復活節籃)
3C文慧(我的小全張)

3C蘇展博
(我喜愛的象形文字)

4A李穎琪(漢服設計)

4A陳頌喬(漢服設計)
4A陳顯烔(靜物素描)

4B李浩民、孫朗日、
文得殷、溫竣仁、
魏子俊(小食店)

4B李諾潼、曾凱琳
(立體主義拼貼畫)

4B馮樂晴(靜物素描)

4C林逸晴
(漢服設計)

4C張嘉希、
林浩君、朱俊愷、
劉愷晴、侯畯然、
吳岳臻(小食店)

5A 文子康(愛護瀕臨
絕種動物海報設計)

5A 侯凱倫(愛護瀕臨
絕種動物海報設計)

5B許澄(愛護瀕臨絕
種動物海報設計)

5B廖佩淇(愛護瀕臨
絕種動物海報設計) 5B駱嘉穎(愛護瀕臨

絕種動物海報設計)

6A 莫曉琳
(運動文具座)

6A 黃紫楹
(運動文具座)

6A黃紫楹、鄭穎心、
黃文玉(我最喜愛的圖書)

6B 梁曉嵐
(運動文具座) 6B 馮靖藍

(運動文具座)

6B馬雋忻、
梁文輝(立體
主義拼貼畫)

年之久。離開宣小後，錢校長致力發展香港體育運動事業，2009年曾任職東亞運動會(香港)有限公

司總監。現年已退休的錢校長，與家人享受退休生活，亦不忘關心社會、關心宣小。適逢本年度宣

小運動會邀請了錢校長為主禮嘉賓，我們有幸與錢恩培校長會晤，趁機了解當年錢校長在宣小生活

的點滴。

錢恩培校長在陸
運會頒發獎項



家長教師會主席 蔡錦輝先生

 ( 1B蔡遨家長、3B蔡逸、3C 蔡遙 )

暮去朝來又一天，冬去春來又一年；

願您莫問前因果，努力奔向前。

翻弄著封塵的舊物中，小學畢業時的紀念冊中留有這句話。

「歲月神偷」能偷走時光，卻偷不走當中的留痕。

回望過去，處處有歲月刻下的足跡，無論悲歡抑或離合，依然觸動情懷。將這些
痕跡拼合起來，就是自己的人生。

六、七月間陽光充盈，金光遍灑，像給小六畢業的同學們贈慶、又似是祝福他們前
程光明。

當然同學們將來的人生會是怎樣，就決定於他們今天向前走出的每一步；你播的是
怎麼樣的種子，明天就會收割甚麼樣的成果。我願天父教你們曉得如何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你們得著智慧的心。

家教會各職員兩年的任期滿了，新一屆選舉在即，家長們你會參與嗎？

每一天當我送兒女上學時，都看見一幅溫馨的景象—家長們站在校外能看
見校內樓梯之處，站著身子、揮著手、展露著笑容……期盼著子女們在樓梯

轉角處間出現時，給他們送上無言卻無盡的鼓勵與叮嚀：我的心與你一
起，努力吧！

讓我們將這份心意擴大，令我們校園內充滿愛的土壤，使
我們的幼苗，在這裡茁壯成長！

家長教師會快訊 歲
月 的

祝

福

家 長 學 堂 家 長 分 享

黎倩嫻女士   1B 彭凱羚家長

為期四堂的插花班已完成了，在這
學堂裏認識了幾位家長，他們的子女都
來自不同的級別，從而可以交流一下學
習意見。

我很喜愛植物的擺設，它能美化
家居，令人心情愉快。我帶同小兒子上
插花班，跟兒子一齊參與其中，有時他
會搗亂搞破壞，我就會不厭其煩地提醒
他，建立兒子學懂主動與合作的態度，
促進親子關係。每當作品完成時，我們
都很開心帶回家與家人共賞。

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家長都踴躍參
與，家校緊密合作，教學生也教家長，
對我們起了一定的作用。

吳林鳳儀女士  3B 吳亦喬家長

你喜歡花嗎？你懂得欣賞花嗎？你會愛惜花朵嗎？答案

是什麼都不緊要，只要你有一次機會體會到花的美態，你就

會懂得花的形態、美艷。插花會使你心境開朗，心情愉快，

下次當你在公園散步時也不防停下腳步，細賞各樣花的形

態。在這個插花過程，你也可感受得到插花的樂趣。

主愛你們！

主恩常在！

盧影芬女士  6B 林悅祺家長

很高興家教會讓我有機會第一次正式學習插花，這個是

我其中的一個多年以來的心願。

面對那些不同顏色及品種的花兒，再由我親手為她們修

飾和打扮，真的是賞心樂事！她們很乖，永無不滿或向我扁

嘴兒。導師指示很清楚，令我很有成功感。「上堂感覺好輕

鬆，盤花人人見到都話唔普通！」這個學插花的過程實在太

棒了！

最後當然要謝謝那位和藹友善的插花導師Amanda、宣小

老師、家長委員、來叔叔和強叔叔！

P.S.請問何時會再開班？

家長義工心聲

讓我們將這份心意擴大，令我們校園內充滿愛的土壤，使
我們的幼苗，在這裡茁壯成長！

家長義工心聲家長義工心聲大家準備就緒啦！

讓風箏在天空中飛
揚吧！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大合照

防疫工作家長義工分享 

吳翠霞女士  2B 梁曉嵐家長
參與家長義工服務，令我對女兒的學校生活加深了

解，女兒亦因媽媽出現於學校活動而感到興奮。我必須多

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因我親眼看到他們的付出，為孩子們

留下美好的回憶。

風箏，請你高飛吧！

大家起筷，齊來品嚐西貢海鮮餐。

編輯委員會 顧問：朱懿坤校長 組長：鍾綺明老師   組員：文少蘊主任 蘇慧詩主任 周淑美老師 李嘉慧老師

8

我們的作品是多麼美麗啊！

禤霞英女士 4B 陸匯靈家長

很高興能夠成為宣小的家長義工，早上為同學們檢查
體温，我覺得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可以為學校出
一分力之餘，還可作女兒的榜樣，讓她知道助人為快樂之
本。 畢竟身教比言教更為有效。

當早上踏進校門，看見小一同學個子小小的，但背著
大大的書包，好像看見多年前女
兒回校上課的情景。現在，她長
大了，書包看起來反而覺得細
小，真是有趣！

這份工作還把我和學校以
及其他家長的距離拉近了。

大坳門放風箏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