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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教會代表聯同校長、教師、
家長、校友、學生點燃蠟燭，喻意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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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紀念碑揭幕，主禮嘉賓為
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太平紳士

及命名捐款人陳伯勇醫生

金禧運動會—全校師生齊做感恩讚美操

洪雅蓮主任
　　學校踏入五十周年，為與家長、校友及學生分享這份喜悅，共
證主恩，並慶祝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於本年度籌辦了一連串
金禧校慶活動。
　　蒙 神恩領，大部分校慶活動已經圓滿舉行，6月30日的校慶綜
藝匯演座無虛席，學生演出十分成功。餘下的7月9日校慶聚餐及9
月17日金禧校慶開放日，仍有賴各界蒞臨出席支持。本年度金禧
校慶讓我們一班同工深深經歷神的厚恩。不論過去、現在，甚至未
來，信實的主都不改變，祂一直看顧着「宣小」，願我們念記 神
恩，並持守 神交付給「宣小」的異象，繼續以愛培育莘莘學子。

金禧校慶活動巡禮

4月16
日金禧校慶感恩崇拜

家長、校友、學生點燃蠟燭，喻意薪火相傳家長、校友、學生點燃蠟燭，喻意薪火相傳

全體教職員與學生合唱

陳元喜多元化活動室命名典
禮

上水宣道小學

第十八期 (2011年7月)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Sheung 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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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訊

班際
感恩詩

歌比賽(低年級)

班際感恩詩歌比賽(高年級
)

北區幼稚園綜藝匯演

感恩點唱活動

視藝科老師帶領同學
製作巨型生日蛋糕

校友家庭感恩短劇
 —點滴回憶話當年

學生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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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榮耀頌讚歸與 神！
願願願榮榮榮耀耀頌頌頌讚讚歸歸

二零一零至二
零一一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截至31/5/2011)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全校總成績

冠軍 6　亞軍 6　季軍 11
優良獎狀106　良好獎狀36

英詩朗誦比賽Solo Verse Speaking

1A 羅晞文 冠軍

4B 陳琛陶 冠軍

5A 梁沛瑜 冠軍

5A 程珀清 冠軍

5C 林逸晴 冠軍

3B 李凱盈 亞軍

4A 劉家翎 亞軍

3B 蔡恩橋 季軍

4B 馮澤森 季軍

4B 王以琳 季軍

5C 梁芷淇 季軍

粵語朗誦比賽
女子集誦三至四年級　冠軍

1A 李德熙 亞軍

5A 梁沛瑜 亞軍

1A 戴卓羲 季軍

1B 周浩天 季軍

2C 廖凱鳴 季軍

3A 盧佩影 季軍

3C 黃曦樂 季軍

5B 歐釆盈 季軍

普通話朗誦比賽
五至六年級集誦　亞軍

5B 葉詠琳 亞軍

3C 梅頌恩 季軍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5C 姜依琳 高小 銅獎

5C 姜依琳 高小 優異星獎

4B 黃文欣 中小 優異星獎

5A 王晴欣 高小 優異

5B 葉詠琳 高小 優異

1C 周芷欣 初小 良好

3B 胡家皓 中小 良好

澳洲教育聯網
全港中小學英文徵文比賽

4A 劉家翎　兒童組　初賽入圍獎

教育評議會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大賽

總亞軍

4B 郭文皓　4C 陳家樂
5A 李濬閣　5A 魏子俊
5B 馬弘忻　5C 梁君睿
6A 王譽霖　6B 梁峻維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鬥智填算式大賽　亞軍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數獨接力賽　季軍

4C 陳家樂　5A 李濬閣　5C 梁君睿　6B 梁峻維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歡樂棋城大賽　冠軍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數獨接力賽　冠軍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齊齊合24大賽　季軍

4B 郭文皓　5A 魏子俊　5B 馬弘忻　6A 王譽霖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1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1B 周浩天 小一組 金獎

1B 陳君瑤 小一組 銀獎

1B 劉永信 小一組 銅獎

1B 駱浩洋 小一組 銅獎

1C 文正豐 小一組 銅獎

2B 趙恩浩 小二組 金獎

2B 鄧幸怡 小二組 金獎

2A 蔡中儀 小二組 銅獎

3C 王志謙 小三組 金獎

3C 黃曦樂 小三組 銀獎

3B 羅志傑 小三組 銀獎

3A 余帕熹 小三組 銀獎

4B 郭文皓 小四組 金獎

4C 文慧 小四組 銀獎

4B 吳奕銘 小四組 銅獎

4C 陳家樂 小四組 銅獎

5B 馬弘忻 小五組 金獎

5C 梁君睿 小五組 銀獎

5A 陸匯靈 小五組 銀獎

5A 魏子俊 小五組 銀獎

5B 葉詠琳 小五組 銅獎

6A 王譽霖 小六組 銅獎

6A 朱立勤 小六組 銅獎

6B 梁峻維 小六組 銅獎

中國教育學會現代教學藝術研究課題辦
華夏教育科學研究所、全國小學數學教改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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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李德熙 小一組 二等獎

1C 文正豐 小一組 三等獎

2B 趙恩浩 小二組 一等獎

2B 鄧幸怡 小二組 三等獎

2B 謝靜潼 小二組 三等獎

2B 梁睿珉 小二組 三等獎

2C 高穎雪 小二組 三等獎

2C 吳昊霖 小二組 三等獎

3C 王志謙 小三組 一等獎

3C 龐皓文 小三組 一等獎

3B 羅志傑 小三組 一等獎

3A 余帕熹 小三組 二等獎

3B 簡志富 小三組 二等獎

4C 陳家樂 小四組 一等獎

4B 萬可晴 小四組 二等獎

4C 文慧 小四組 二等獎

4B 陳琛陶 小四組 三等獎

4C 蘇展博 小四組 三等獎

5B 馬弘忻 小五組 一等獎

5C 梁君睿 小五組 二等獎

5A 陸匯靈 小五組 二等獎

5B 葉詠琳 小五組 二等獎

5C 劉舒蔚 小五組 二等獎

5A 魏子俊 小五組 三等獎

6A 王譽霖 小六組 二等獎

6B 鄭朗怡 小六組 二等獎

6B 梁峻維 小六組 三等獎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鬥智填算式大賽　

北區小學「數學迷城」大賽總亞軍

朗誦冠軍合照

朗誦比賽獲獎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亞軍

三、四年級女子粵語集誦 冠軍

港澳盃小四組

華夏盃小三組

港澳盃小五組

華夏盃小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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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榮耀頌讚歸與 神！
歸歸與與

二零一零至二
零一一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截至31/5/2011)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5B 劉佐靈　5級鋼琴獨奏　亞軍

2B 盧基立　2級鋼琴獨奏　季軍

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3A 林紫晴　3B 曾在紓　3C 李　致　3C 彭祉穎　3C 龐皓文
4A 何海荍　4C 謝騏謙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第六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2B  陳維進 初級組 優異獎

粉嶺基督聖召會
平平安安過聖誕親子創作填色比賽 

4A 李恩潼 高小組 冠軍

4B 馮嘉麟 高小組 亞軍

5A 梁沛瑜 高小組 優異獎

2C 廖凱鳴 初小組 優異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藝術教育
全港中小學書法比賽

3C 彭祉穎 三等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藝術教育
全港中小學國畫比賽

4B 王以琳 優秀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同心同力同行

小學禁毒海報設計比賽

2B 林詠彥 優異獎

4C 馮穎妍 優異獎

4C 蔡　逸 優異獎

5A 江心怡 優異獎

6B 范潁心 優異獎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
第11屆中國－菲律賓－日本
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

1A 黃頌怡 二等獎

3B 胡家皓 二等獎

2C 林煒羲 三等獎

6B 何鎧淇 三等獎

2C 彭凱羚 優異獎

2C 房卓亨 優異獎

健康城市工作小組
健康城市在北區「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4A 李恩潼 高小組 季軍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學校舞蹈節
高級組　甲級獎
低級組　乙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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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馬弘忻　小五組　金獎

5A 魏子俊　小五組　銅獎

家庭學習協會、奧林匹克教育協會主辦
第八屆香港解難奧林匹克

2B 趙恩浩 小二組 金獎

4B 郭文皓 小四組 金獎

5A 魏子俊 小五組 銀獎

5B 馬弘忻 小五組 銀獎

香島中學  香島盃親子數獨比賽

5C 梁君睿 冠軍

中國教育學會現代教學藝術研究課題舉辦
華夏盃奧數之星創新思維決賽

3C 王志謙 小三組 二等獎

保良局、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合辦
2011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A 王譽霖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B 梁峻維 數學競賽　三等獎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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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創意解難　團體獎

4C 陳家樂 亞軍

5C 梁君睿 亞軍

5A 魏子俊 季軍

5B 馬弘忻 季軍

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北區)

4B 郭文皓 銅獎

4C 陳家樂 銅獎

5A 李濬閣 銅獎

5B 馬弘忻 銅獎

5C 梁君睿 銅獎

5A 魏子俊 銅獎

6A 王譽霖 優異獎

6B 楊振樂 優異獎

6B 梁峻維 優異獎

香島教育機構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B 葉銘釗

粉嶺禮賢會中學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教育協會
北區機械人培育計劃　優異獎

5A 李濬閣　5C 林明鋒

文康事工生命教育中心
綠化創新天－天台綠化創作及種植比賽

高年級園藝組

最佳種植 冠軍

最佳創作 亞軍

5A 陸匯靈　5A 黃思樂　5B 劉愷晴　5B 鄧曉嵐
5B 梁萃文　6A 徐曉盈　6A 曾詠璇　6A 許　楊

中國－菲律賓－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

粉嶺禮賢會中學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教育協會

優秀學生選舉6B葉銘釗

高級組舞
蹈比賽(

甲級獎)

香港解難奧林匹克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平平安安過聖誕」
親子創作填色比賽

低級組舞
蹈比賽(

乙級獎)3



世界青年跳繩錦標賽2010
應屆畢業生何朗為 (暑假往英國參加)

男子組二人同步花式 冠軍

男子及公開組

個人繩項目總成績 冠軍

四人同步花式 亞軍

四人個人繩速度接力 季軍

交互繩項目總成績 季軍

陳式宏學校北區小學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殿軍

3A 葉卓峰　3C 馮懷信　4A 葉卡琳
4A 林　山　5A 江心怡　5C 陳琸淩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全港跳繩分齡賽

3A 葉卓峰　8歲以下男子組 花式賽冠軍

3A 葉卓峰　8歲以下男子組 三分鐘速度賽亞軍

3A 葉卓峰　8歲以下男子組 個人總成績亞軍

5B 陳頌喬　9至11歲女子組 三分鐘速度賽季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女子乙組 團體總成績　冠軍

4A 李恩潼 4A 葉卡琳 4B 高明蔚
4B 張詠琳 4B 鍾焯嵐 5A 江心怡
5B 梁卓怡 5B 葉芷珊 5B 蘇卓瑤
5B 陳頌喬 5C 吳綺華

男子丙組 大繩跳亞軍及團體總成績　冠軍

3A 梁澤權 3A 葉卓峰 3C 李君浩
3C 馮懷信 4A 林　山 4C 周浩程

女子乙組 大繩跳　冠軍

4A 李恩潼 4B 張詠琳 4B 高明蔚
4B 鍾焯嵐 5B 梁卓怡 5B 葉芷珊
5B 蘇卓瑤

男子甲組 團體總成績　亞軍

4B 莊昊霖 4B 郭文皓 5A 郭文軒
5A 羅愷軒 5B 張昊揚 5B 歐陽民楓 5C 葉銘軒
5C 陳 淩 6A 崔倬僑 6B 謝睿弢 6B 葉銘釗

男子甲組 大繩跳　亞軍

4B 莊昊霖 4B 郭文皓 5A 羅愷軒 5B 歐陽民楓
5C 葉銘軒 5C 陳 淩 6B 謝睿弢 6B 葉銘釗

女子乙組 交互跳速度賽　亞軍　　　交互跳花式　季軍

4A 葉卡琳　5B 陳頌喬　5C 吳綺華

3C 馮懷信　男子丙組個人花式跳 冠軍

5B 陳頌喬　女子乙組個人花式跳 冠軍

5B 陳頌喬　女子乙組 耐力跳 冠軍

3C 馮懷信　男子丙組 速度跳 亞軍

4A 林　山　男子丙組 速度跳 亞軍

5A 郭文軒　男子甲組 速度跳 亞軍

3A 葉卓峰　男子丙組個人花式跳 季軍

5C 吳綺華　女子乙組速度跳 季軍

6A 崔倬僑　男子甲組耐力跳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3C 黃曦樂　8歲以下 冠軍

5A 黃思樂　9-10歲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3C 黃曦樂　8歲以下 季軍

5A 黃思樂　9-10歲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黃大仙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8歲以下單打)

3C 黃曦樂　亞軍

北區小學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

6B 曾華恩　單打冠軍

5A 黃思樂　單打季軍

團體冠軍

3C 黃曦樂　5A 黃思樂
5C 何海澄　5C 梁君睿
6B 曾華恩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乒乓球比賽

6B 曾華恩　女子組　傑出運動員

女子團體亞軍

5A 黃思樂　6B 曾華恩

大坑東宣道小學、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聯校乒乓球比賽

6B 曾華恩　女子高級組單打 冠軍

6B 曾華恩　親子組雙打 亞軍

5A 黃思樂　女子初級組單打 冠軍

3C 黃曦樂　女子初級組單打 亞軍

3C 黃曦樂　親子組雙打 季軍

6A 崔倬僑　男子高級組單打 殿軍

香港警察跆拳道會週年大賽(兒童色帶組)

4C 蔡　逸 冠軍

3B 蔡恩橋 亞軍

2B 蔡　遨 季軍

4B 高漢禧 季軍

4B 黃景渝 季軍

新界區體育協會新界區際田徑運動大會
4X100米接力 女子成年組

6B 周芷菁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60米

6B 周芷菁　女子甲組 冠軍

康文署主辦外展田徑章別挑戰日

4C 何茜彤　女子E組 壘球冠軍

5B 文得殷　男子E組 60米冠軍

5B 梁卓怡　女子E組 60米冠軍

5B 梁卓怡　女子E組 100米冠軍

6B 李顯栢　男子D組 跳遠冠軍

4C 何茜彤　女子E組 60米亞軍

5B 李浩民　男子E組 60米亞軍

5B 文得殷　男子E組 100米季軍

4B 莊昊霖　男子E組 跳遠優異獎

4B 莊昊霖　男子E組 100米殿軍

飛達田徑會春季少年田徑錦標賽

4C 陳家樂　男子01年組　擲壘球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B 周芷菁　跳遠 女子甲組　冠軍

6B 周芷菁　60米 女子甲組　冠軍

4C 陳家樂　擲壘球 男子丙組　第四名

4C 何茜彤　擲壘球 女子丙組　第四名

5B 梁卓怡　100米 女子乙組　第四名

男子乙組4X100米接力　第四名

5A 羅愷軒　5C 吳朗齊　5B 文得殷
5C 張嘉希　5B 李浩民　5C 葉文迪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4C 蔡涴雯　4C 馮穎妍
4C 何茜彤　5A 梁沛瑜
5B 梁卓怡　5C 林天悅
6B 周芷菁

女子組 神射手

6B 周芷菁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6A 梁天穎　女甲　季軍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5B 歐采盈　6A 梁天穎

女子乙組　團體季軍

3C 梁曉嵐　4A 黃子瑜　5B 邱靖桐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6B 周芷菁

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優異表現獎

6B 曾華恩　6B 周芷菁

全港小學田徑比賽
6B 周芷菁　冠軍

警察跆拳道會周年賽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女子組亞軍

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獎學金
6B 曾華恩　6B 周芷菁

全港跳繩分齡賽
5B 陳頌喬  3A葉卓峰

北區小學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　冠軍

全港小學劍擊比賽

世界跳繩錦標賽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女乙團體總冠軍

 5C 葉銘軒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男丙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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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戶外教育營

風紀就職

English Week

愛心大使就職

基督少年軍參觀挪亞方舟

禁毒講座

一人一利是

大掃除

大衛團

小六學生到尖沙嘴訪問

戶外學習-參觀屯門公園

戶外學習-清潔沙灘

水果日

約瑟團

專題研習攤位

主題學習周訪問亞裔人士

普通話周   

親子賣旗

學 生 活 動

關心社區探訪
跨校閱讀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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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 周淑美老師拓展藝術視野．豐富藝術經驗

臺北藝術之旅

　　在回訪的幾天當中，我
們參觀臺北美術館、故宮博
物館、兒童學藝中心和偶戲
館，以拓展藝術視野。

　　香港教育城與本校
圖書館於去年7月6日協
辦「凝聚社區力量．推
廣閱讀文化」臺北市新
生國民小學跨境分享交
流會，香港教育城高級
計劃主任譚麗施小姐、
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蔡
志鏗校長及６位老師於
當天蒞臨本校，與我校
圖書館主任、語文老
師、家長閱讀大使及學
生閱讀大使於禮堂分享
兩校推動閱讀的經驗及
成果。 一起上課

兩校分享推動閱讀的經驗分享交流會後大合照

參觀圖書
館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邱芷茵女士亦撥冗出席交流會

參觀我校亞洲交化展覽

Primary 4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我校校長、師生共36
人於本年度４月臺北藝術
之旅程中，專誠回訪臺北
市新生國民小學，透過多
觀感學習，體驗台灣小學
的課程。

一起上藝術禮品包裝課程 動手包裝紀念品(環保餐具)

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 參觀圖書館 校園外大合照

我校回訪臺北市新生
國民小

學．體驗台灣小學 課程

香港
教育
城協辦

「凝聚社區力量．推廣閱讀文化」港港教教
育育育育育城城協協

辦 凝凝聚社社 力力量 推推廣廣閱閱讀讀文文文文化化化化

臺北
市新生

國民小學跨境分享交流會

參觀故宮博物館兒童學藝中心

於戲偶館內
齊齊製作戲偶

大顆兒準備乘飛機出發！

　　臺北市新生國民
小學蔡志鏗校長於本
年度1月18日帶領師
生共35人蒞臨本校
參訪，體驗香港小學
課程。

台北新生國小訪校和本校師生大合照

臺北市
新生國民小學參訪本校

　　臺北市新生國民

北市市新新 學學學參參參訪訪本本本

．體驗香港小學課程

校長致歡迎辭

於陶瓷店內參觀、
製作馬賽克相架

麻糬及珍珠奶茶DIY在演講廳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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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竹舞

校本課程

學期 主題

09/10 中國藝術

10/11 亞洲藝術

11/12 歐美藝術

宣小舞台揭幕禮

Meeting with Ms Fung

藝術參觀活動

教師培訓工作坊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been engaging in re-constructing the school’s P.4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with Ms Jeanda Fung from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since August this year. 

P.4 English teachers, Ms Lee (4A), Ms Tang (4B) and Mr Kiu (4C) have regular meetings with 
Ms Fung biweekly. We have been partnering 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modules through 
adapting and enriching the existing textbook materials. By tailoring appropriate learning materials for 
our students, we are helping them to build reading skills through enhancing their reading strategies,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process and independent writing.

We hope that our joint effort will enhance our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glish Department

　　每年的「藝術週」是課程成果的總結，亦會透過綜合藝術
課、藝術創作活動、藝術團體表演欣賞總結全年主題活動，最後
學生會結合課程中體藝科目的學習內容組織一次表演來展示學習
成果。

綜合藝術課程推展活動
1. 藝術參觀活動
2. 教師培訓工作坊
3. 與藝術家共同備課

4. 與藝術家協作教學
5. 邀請藝術團體到校表演
6. 藝術週活動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been engaging in re-constructing the school’s P.4 English 
Primary 4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跨越國界‧探索世界」校本綜合藝術課程獲優質教育基金
資助，以世界藝術為中心，為小四至小六編訂藝術課程。課程分
三年循環進行，從「中國藝術」開始，走到「亞洲藝術」，再到
「歐美及其他國家藝術」。計劃中每年邀請不同的藝術家或藝術
團體為教師提供培訓，與教師進行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等，為教
師提供專業意見及學習資源。音樂、體育及視覺藝術科各不同主
題作中心，編寫約二至四週的學習內容，配合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具體地提供學生的藝術學習經驗，擴闊世界藝術的認知，從
而提昇藝術學習興趣。

校本綜合藝術課程

「同根同
心」交流計畫2010．認識祖國．

考察嶺
南特色與藝術發展

　　本校師生共40人於2010年12月中遠赴廣州及佛山交流。於三天的交流活動中，同學們參觀了佛山民間藝術社和粵劇博物館、
廣州紅線女藝術中心、陳家祠、廣東美術館、冼星海歌劇院、廣州藝博院，嶺南印象園，從中了解和體驗嶺南傳統藝術、粵劇的
歷史和發展，欣賞嶺南建築藝術特色，考察西關建築特色、並學習製作中國傳統技藝──年版畫。

廣東粵劇博物館前合照 參觀廣東美術館參觀廣東粵劇博物館 嶺南印象園內參與年版畫製作

藝墟

藝術週活動

藝術家課堂協作教學 藝術課程課堂活動菲律賓音樂民族服飾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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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朱懿坤校長　　組長：鍾綺明老師　　組員：洪雅蓮主任　周淑美老師　謝嘉穎老師　黃丹青老師

插 花 班

新一代家長小組

6B班范潁心學生家長蕭麗貞女士

　　正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作為家長的我
們，難得可以輕鬆一下，學一些新事物，既能夠暫
且放下家庭瑣事和工作壓力，又可以為自己裝扮一
下，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5B班劉佐靈學生家長陳少賢女士

　　導師清晰地講解皮膚護理的方法及步驟，使我
明白及落實執行每天潔膚的行動，自覺信心增加，
做事亦起勁，真好！                
　　簡單化妝方面，感謝導師的教導，使我能掌握
如何「化個好妝」，這個課程非常合用。

4B班鍾焯嵐學生家長何敏儀女士

　　能夠參與是次化妝班，覺得十分好，因可以對
皮膚的護理能更加了解，希望學校在未來的日子能
舉辦水晶甲班。

6A班張蒨學生家長梁潔棉女士

　　我參加了插花班，導師十分友善，教我們認識
了許多插花的知識，每次把插好的花帶回家的時
候，我感到很有滿足感，也為日常平淡的生活增添
許多色彩。多謝插花班導師吳小姐。

5A班孫朗日學生家長韓樂珊女士

　　知道插花班會在星期六舉辦，實在令人興奮，
我們這些在職媽媽平日為工作、子女的事而忙碌，
沒有時間享受自已的興趣，今次終可如願以償。
　　感謝導師吳安培小姐，每一堂為我們預備美
麗的花材，並細心教導我們完成每一盆作品，豐
富了我的生活色彩，我把花兒放在飯桌上，心
裏充滿喜悅。

家長教師會快訊

家教會
旅行

　　正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作為家長的我

　　導師清晰地講解皮膚護理的方法及步驟，使我

家長學堂學員分享

5B班李梓彤學生家長倪翠蘭女士 

　　五月七日(星期六)我們一家五口的第一次就是這樣給了上水宣道
小學了！
　　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帶備一切用品：每人一條圍裙和一個大
碗，準時二時到達宣小。由零到八個製成品，我們花了兩個多小
時，當中我們學了怎樣令麵粉混為一團，滿手黏上粉團，看着別人
的粉團「發大」，而我們的卻⋯⋯但結果我們親手做出的洋蔥香草
包依然「美味」，因為麵包已包含了我們的用心、笑聲、等待⋯⋯     
　　在此多謝宣小推行此親子活動，令我們一家能有一個愉快、難
忘、飽飽的一個下午！

化妝班

校友會小型足球比賽

親 子 麵
包 班

化 妝 班

插花班

校友盃籃球比賽

親愛的校友們，歡迎你們加入校友會！
徵稿：如閣下想撰文分享畢業後的情
況(可附上照片)，請電郵至heiditse@

apsss.edu.hk。

校友會快訊

校友參與
金禧校慶運動會
校友參與校友參與

第五屆校友會理事合照

校友會燒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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