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着期盼的心情，師生一行三十三人出發往韓國去。

短短五天的行程相當緊湊，我們參觀了LG Science Hall、

Digital Pavilion、三星D'light、首爾能源夢想中心及KOGAS

天然氣科技館等不同的地方，體驗了韓國領先的科技發

展。這次行程不但讓我們大開眼界，也看到創意和科技給人們帶來舒適的生活。

更難得的是，我們能走進韓國的校園，與當地的學生一同上課，此經驗相當寶貴。而在數學博物館中，博士帶領我

們上了難忘的一課。我們發現原來數學除了實用以外，還

充滿趣味性。行程中，我們也享用了不同的韓式美食、韓

服體驗、參觀古代的韓式建築、博物館等，我們看到韓國

的發展迅速。這次旅程中，同學們能互相扶持，在個人

自理和自律方面表現良好，並一同享受書本以外的學習樂

趣，增廣見聞，實在獲益良多。

深願各同學享受這次韓國遊，將所學習的點滴銘記於

心，發揮自己的創意，配合科技的發展，將來貢獻社會。

為了培養學生關愛他人及堅毅勇敢的態度，本年度的德育主題定為「樂於行善愛

奉獻，堅毅不屈敢挑戰」。

上年度，學生藉着「好人好事」活動，掌握了同理心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本年

度延續「好人好事」的文化，除了繼續於星期四早會設有「好人好事」環節以表揚學生良好的行為外，正能量大使更利

用「好人好事」廣播站，分享校園裏或社會上的好人好事，成為同學們的榜樣。再者，本年度增設「日行一善」活動，

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善行，進一步加強學生「樂於行善」的品德，使之成為校園文化。

此外，我們將於下學期舉辦「堅毅放大鏡」主題早會，邀請老師分享自己或名人於生活中不同的挑戰，讓學生從事

件中學習面對挑戰時應持有堅毅、勇敢、樂觀的態度。另外，學生藉着參與午息及周會的「我敢挑戰」活動，透過班際

及個人挑戰，實踐以堅毅勇敢的態度面對挑戰。訓輔組更於十月打響頭炮，推出「交齊功課」挑戰計劃，各班同學以交

齊功課為共同目標，營造良好的班風，成效顯著。

盼望透過以上各種活動，建立學生優良的品行，將來成為社會上的好公民。

透過「好人好事」
環

節鼓勵學生行善助
人

學生在「交齊功課」挑戰計劃中培養
出對己對人負責的態度

學生透過「樂於行善30天」
活動培養行善的習慣

學生積極面對交齊功課的挑戰

上水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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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韓國小學的課室與
當地學生一同上課

參觀KOGAS天然氣科技
館

參觀兒童科學博物館

體驗新科技與遊戲的結合 難得的機會到數學館上
了有趣的一課

奉獻，堅毅不屈敢挑戰」。

上年度，學生藉着「好人好事」活動，掌握了同理心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本年

育德 主 題 

短短五天的行程相當緊湊，我們參觀了LG Science Hall、

Digital Pavilion、三星D'light、

天然氣科技館

資數 科 技 韓 國 遊 

走進韓國小學的課室與
走進韓國小學的課室與 參觀KOGAS天然氣科技

館
參觀KOGAS天然氣科技

館共享韓式美食共享韓式美食共享韓式美食 參觀兒童科學博物館
參觀兒童科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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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APSSS hosts special events for our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We 
carefully select activities which will enhance their skills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outside of the 
normal classroom environment.   

Two special outings stand out for having really captured the enthusiasm of our upper primary students.    
P5 classes attended a very entertaining drama about the famous King Arthur.  After learning the specialized 
vocabulary in the classroom, our students were then able to follow the storyline and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P6 
students took a trip to the airport for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interviewing tourists about their stay in Hong 
Kong.   Most students reported that, after shaking off the nerves, they were thrilled to have real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Each year we invite students with elite abilities to join our English Ambassador programme.  These 
Ambassadors are tremendously helpful on occasions such as our weekly English Day and the annual English 
Fun Day. They prepare games and aid younger students in taking part.  The Ambassadors even took on the 
role of Tour Guides; leading parents around the school,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life at APSSS.

For all of our school-based English events, the goal remains the same; to engage our students with 
enjoyable experiences which uses practical language skills.  Usually, our lower primary students have a great 
time with vocabulary games, while our upper primary students are challenged with more higher-level activities, 
like last year’s English Treasure Hunt.  You can be certain that APSSS students truly delight in using English!

English Ambassador --  
Horse Riding Outing

P.1-4 English Fun Day -- Game Booths P.5-6 English Fun Day -- Treasure Hunt

P.6 Outing -- Tourist Interviews

English Ambassador -- Cinema Trip

Using Our English

English Ambassador -- English 
Guided Tour on Open Day

P.5 Outing -- King Arthur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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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同學，大家好!我是新任的圖書館助理何詠洲老師。今年是我第一年於上水宣道

小學服務，很高興認識各位！

我從小時候就喜歡讀書，馳遊書海。只要有空，我總會喜歡拿起書本，享受閱讀的樂趣。

而當我長大後，因着對書籍的喜愛，我選擇了圖書館管理的課程進修。當我畢業後，更選擇了

在圖書館工作，可以說，書籍和我的關係已密不可分了。我認為閱讀應該是快樂的，如讀到精

彩的故事時會拍案叫絕，讀到有趣的知識時會喜不自勝，這些都是閱讀的喜悅。

在未來，我期待能夠和各位同學一起努力，共同分享閱讀的樂趣。

感謝 神！基督少年軍142分隊在本年度踏進十四週年了。現今世代裏，青少

年要學習面對成長的挑戰和衝擊，所以基督少年軍的導師一直堅守使命，本着擴

展基督的國度，以促進隊員服從、敬虔、紀律及自愛的宗旨，耐心地教導他們認

識聖經的真理，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導師們不辭勞苦地透過靈修、步操訓練、野

外體驗及關懷探訪等活動，培養隊員愛神愛人及守規自律的良好品格。

感謝神的保守和看顧，我們看見基督少年軍隊員的生命不斷成長，成為基督

的精兵，把自己的力量獻給主。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 神，阿們。

142分隊立願禮大合照

幼級組慶祝農曆新年活動初級組日營訓練
參與全港賣旗日活動

大家好，我是大家

今年的新朋友—黃清慧

老師，非常感恩可以加入

「宣小」這個大家庭。

在 這 裏 與 大 家 相

遇，見證孩子們一步一

步健康愉快地成長，實

在是件美好的事。願上帝的愛和恩典一直伴

隨着大家，發展和成就出每一個獨特的你。

歡迎大家看見我的時候，跟我打個招呼，送

我一個笑臉。我相信微笑帶着溫暖人心的力

量。我十分期待認識可愛的你。

大家好，我是2017年新來的黃崇然老

師，英文名叫Alvin，很開心可以加入「宣

小」這個大家庭。在這裏工作很愉快，如

果有機會與你碰面，歡迎你跟我打個招

呼，大家做個朋友，分享生活的趣事。

我是一個比較好動的人，平時喜歡做

運動，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做運動呢? 如

果你也喜歡運動，我們可以一起互相分享呢！

基督少年軍巡禮

新老師介紹

在未來，我期待能夠和各位同學一起努力，共同分享閱讀的樂趣。

校園喜訊

李曉彤老師喜獲
麟兒 李曉彤老師全家福

兒子精靈活潑，
非常可愛



主席譚寶儀女士

時光飛逝，轉眼間新的學年又開始了。記得當初對家長教師會認識不深，憑着一個信念─「為孩子好」，我便自告

奮勇加入委員會。

當選主席至今已一年了，我深深體會到家教會的事務繁多，包括：會員大會、家教會委員選舉、親子旅行、親子歷

奇活動、家長講座、家長學堂、義工聯誼活動、義賣課本

和校服等。此外，本會又協助學校推行多項活動，如大掃

除、防疫工作、包裝圖書、講故事等。

幸運地，本屆委員會是一支優良的團隊，每位成員都

精明能幹，而且工作效率高。每當遇到困難時，大家都能

同心協力，使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希

望未來一年的任期內，我可以憑着過去的經驗，加上虛心

學習的態度，做一個稱職的家教會主席。在此呼籲大家踴

躍投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積極參與本會活動，對學校有

更深入的認識。冀望家長與老師之間，無論溝通上、合作

上都更融洽和諧，為孩子締造美好的學習環境。

家教會常務委員
合照

副主席謝亦敏女士

大家好！我是第八屆宣小校友會的副主席─謝亦敏。我和「宣小」有着十分

深厚的感情，因為我們一家四口也是「宣小」的畢業生。我的爸爸─謝燮楨，是

第一屆畢業生，也是我的「學長爸爸」！

「宣小」給我的感覺像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每年的校友會聚會，爸爸也會帶

我們一家人一起參加；每次看到他跟學校的老師、校友見面都十分興奮，因此我覺

得這些聚會很有意義。

從爸爸生病了，直到過身後的那一段時間，更令我體會到「宣小」校友及教會

弟兄姊妹帶給我們一

家人心靈上的安慰與

支持。

上屆校友會主席邀請我加入校友會擔任理事一職的時

候，我感到十分光榮，因為可以繼承爸爸的崗位。當年爸

爸曾經協助錢恩培校長創辦宣小舊生會，也曾經擔任舊生

會會長。

現在，我希望自己能夠在校友會中發揮我的專長、協

助主席，與各位理事通力合作，延續校友會的精神，並作

為校友及師生們之間的橋樑！

筆者（左三）一家參與邱靄權
校長（左五）的榮休晚宴

筆者小時候在舊
校舍前留影

筆者（左四）與第七屆校友會理事合照

校 友 會

超過一百人的義工團隊

親子歷奇活動家長學堂「奇趣曲奇班」

家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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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