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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訊訊

校

蘇少玲姑娘

各位好！我是駐校社工蘇少玲姑娘，很高興能加入「宣小」的大家庭為大家服務。
本校訓輔組一直致力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以及提昇學生的抗逆力。本年度以「盡
責有禮人人讚，Never Give Up不怕難」作主題，舉辦家長培訓工作坊及推行各項多元化的
校本輔導活動。培訓工作坊包括有「如何培養兒童的責任心及抗逆力」及各類課後培訓小
組，如：「醒目兒」計劃、「善用我才閃亮小組」及「真我的風采小組」。而校本輔導活
動包括「交齊功課比賽」、「禮貌運動」及「Never Give Up 不倒翁計劃」，透過「愛拼才
會贏」體驗活動、分享成功人物故事，令學生學習「勝不驕、敗不餒」的態度，培養堅毅
不屈的精神，能以積極樂觀的態度解決困難。

盡責有禮人人讚，Never Give Up不怕難 

本 年 度 訓 輔
主
題

多結聖靈果，耶穌錫晒我 

不 倒 翁 先 生

可 愛 新 象

2B 黃曦樂2A 廖嘉穎 2A 吳熙媛 2A 余振邦 2B 林明蔚 2B 曾在紓 2C 呂婉怡 2C 彭祉穎

1B 陳芷芊1A 溫鎔而 1A 蔡中儀 1A 林逸朗 1B 高穎雪 1B 陳熙賢 1C 簡思慧 1C 陳維進 1C 梁睿珉

3B 杜朗呈3A 李恩潼 3A 陳穎浩 3A 尹祉晴 3B 袁紹晴 3B 賈進溢 3C 林天澤 3C 莫晉諺 3C 吳沛殷

葉靜儀老師

主愛的家長們及同學：

您好！我是葉靜儀老師，是
今年2C班的班主任。我任教英文、
常識及聖經科，相信每一位學生都
能學好英文。我最喜愛的動物是蝴
蝶，因為牠經過不斷的努力、掙
扎，便能破繭而出，成為一隻美
麗的蝴蝶。我希望每一位學生
都能努力不懈，追求卓越！

您好！我是葉靜儀老師，是
今年2C班的班主任。我任教英文、
常識及聖經科，相信每一位學生都
能學好英文。我最喜愛的動物是蝴
蝶，因為牠經過不斷的努力、掙
扎，便能破繭而出，成為一隻美
麗的蝴蝶。我希望每一位學生

喬國民主任

我凝望着書桌上「恩上加恩，力上
加力」上水宣道小學送贈的三十週年服務記念座，思潮起伏，心裡湧出
不住的感恩⋯⋯
自一九七九年開始，蒙 神帶領讓我有機會在「宣小」教學，學習事奉到今

天， 神豐盛的恩典實在是口舌筆墨未能數盡，漸漸地，心裡開始明白慈愛的天父為
何早年要在上水設立「宣小」，建立教會的心意。小孩子從一年級入學，得到老師們
充滿愛心的教導，與同學友伴相親相愛一起成長，至六年級畢業。一直受聖經教導，
追求公義、仁愛、信德、和平，在言語、信心、愛心上都能作信徒的榜樣。學生除學
科知識外，更能從聖經裡認識 神，能相信、敬畏耶和華，成為一生的祝福。

感謝 神，讓我是宣小眾忠心同工的一份子，在 神所付託的工作上有份。深
信無論是現在或將來，主耶穌必會更大大使用在「宣小」事奉的同工們。願榮
耀歸天父！

最後有兩句聖經的話語想和大家分享：「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
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詩篇100：1）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
（羅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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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

李嘉慧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嘉慧老師，是本

年度４C班的班主任，主要任教中

文科及普通話科。希望在「宣小」

這個大家庭裡能跟學生、家長共

享 神的祝福。

我在宣小的日子
應屆校友會理事(康樂)  第十四屆校友蔡寶賢先生(3C蔡芯兒家長)

1971年是我踏進「宣小」的年份，這年我特別開心，因為我

能從以唐樓作校舍的小規模學校轉到校園寬敞及極富盛名的「宣

小」就讀小二，合指一算那已是38年前的事了。

自那年開始，我穿上白裇衫和藍色褲的校服，每天踏進那花

岡岩石柱大門，走到班房，丟下綠色布袋書包，便即時跑到大大

的籃球場，跟同學追趕跑跳，在那寬闊的紅樓梯上跑上跑下，再

溜到沙池跟同學們相撲，懶理汗濕衣衫，務必要樂在其中。

當年，全校學生都要每天齊集做早操。校長或老師會高聲大

喊：「排排站，叉叉腰，擰擰頭，伸伸手，寬寬腿，彎彎身，手

筋腳筋登登直，不可偷懶！」天天如是，一來可驅走睡意，二來

可提起精神，準備上課，三來更可健健身，真是極佳的安排！

早操後，我們便進入教室上課，發悶時間正式開始。學校對

學生的品德、成績、健康和信仰都很重視。老師授課時，同學不

可談話耍樂說笑，貪玩的我只好光等待小息或放學後再玩，還有

那每星期一次的週會，論說禮貌人生，道理云云，雖然使我今天

路行四正，但當時實在悶得發慌！

那時的我，頑皮又懶惰，只懂玩樂，成績是「滿江紅」，

又不守紀律，不時被老師訓示和懲處。有一次，還要罰站在操場

上，我只好不時仰望那高高的花岡岩石牆，欣賞，欣賞！對於我

這土鄉小子，這絕對是一等一的藝術建築，心想再罰何妨！不

過，老師同學眾多，白眼難受，始終怕怕！

幸好！校長和老師們都不因我的頑皮和懶惰而放棄我，反而

悉心教導我這個頑童，還特別為我進行「補底行動」，促使我感

恩發奮，後來追上，最後方能達至及格，可以升中，否則，今天

的我可能是個只有小學程度的臭小子。

在此，我必須對母校、校長及各位偉大的老師，致萬二分

謝意！

一生不忘 良師益友
應屆校友會理事(文書)  第十二屆校友葉玉梅女士

「上課時，我是老師，要你們專心學習；下課

後，我是朋友，與你們一起玩耍。」小時候的我，害

羞內向，其貌不揚，學業表現屬中等，運動更不出

色，朋友也不多，十分自卑。曾任我們班主任多年的

邱靄權老師（「宣小」前任校長）毫不猶疑地讓我參

加一些我不擅長的項目，例如賽跑、手球比賽、班上

講聖經故事等，還讓我戴上臂章當風紀呢！平凡的

我感到被關心和被重視，自我形象漸漸地變得不再

一樣。邱老師不但在學業上和社交技巧上使我有進

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帶領我信耶穌，他說：「沒有

人把錢給我去傳福音，我這樣做因為祂是真神。」我

即時相信耶穌，那時候是小學三年班，從此，我的生

命不再一樣！感謝 神賜我們一位好老師。

中學時，我把邱老師的事蹟寫在作文上，國文

老師評語：「良師形象，活現紙上矣！」

校友會號外消息
我們敬愛的第二任校長---錢恩培先生，
將於3月26日一同參與本校的陸運會，
誠邀各位校友到來相聚，詳情請留意學校網頁。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大澳龍鼓沙洲齊追中華白海豚 宣小校園燒烤樂 

家長教師委員會快訊

  
家 的 感 覺

多謝校長、老師和家長們的支持，我很高興再次成為上水宣道小學家教會委員的一份

子。

經過第一次的會議，家教會已經確實給了我一個家的感覺。不少老師和委員都是曾經

與我合作過的，令我更容易投入新一年家教會委員的工作。

說到今個學年，家教會委員的方向與期望，正正就是要給家長和學生們一個「家」的

感覺，讓大家知道家教會委員是一個學校與家長溝通的橋樑；並明白學生的成長，是有賴

學校與家長們一同合作、一同努力的。

盼望我們共同努力，為我們的下一代做得更好！ 

家長教師會委員(秘書)  劉錦成先生(3A劉恩澤家長)

 一個善良的人，用剪刀幫助蝴蝶，將蛹的盡頭剪開，讓蝴蝶很容易來到這個花花

世界。但是，這隻蝴蝶的形態有一點怪，它的身體肥腫，翅膀又細又弱，它只可在地

上爬著走，永遠也不會飛行。這個善良的人，不了解大自然定律：蝴蝶需用它細小的

身體在蛹內 「掙扎」，從小孔中爬出來，它必需經過這個過程，是為著「預備」它將

來飛行的裝備 。

同樣地，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掙扎」 是必需有的一種苦澀。所以，當你碰到有

逼迫或苦難，請耐心地等候一下，讓時日慢慢沖洗，讓心靈慢慢沉澱，你的苦澀就會

慢慢淡化。假如我們順利地過一生，我們也許不會變得堅強，也不會成長，請謹記有

人正為你禱告，最後你也會明白真理豐富了我們的生命，在教養我們未來的棟樑時，

要他們明白真理。真理，不在乎明白多少， 更重要是實踐了多少 。

家長教師會委員(財政)  林鳳儀女士(3B吳亦喬家長)家長教師會委員(財政)  林鳳儀女士(3B吳亦喬家長)家長教師會委員(財政)  林鳳儀女士(3B吳亦喬家長)

一個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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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主 題

多謝校長、老師和家長們的支持，我很高興再次成為上水宣道小學家教會委員的一份

經過第一次的會議，家教會已經確實給了我一個家的感覺。不少老師和委員都是曾經

家教會會員大會

當家長義工是一種生活情趣
家長義工  蕭麗貞女士(5B范潁心家長)

每天清晨，為同學們檢查體溫，已成為我的生活情趣。我們一班家長義

工，互相配合、共同合作，希望減輕學校的負擔。每當我們完成任務，我都感

到十分滿足，每位家長義工給我親切的笑容，都讓我感到很溫馨。

在這個小社羣裏，讓我看到不同的人生百態：有些同學精神抖擻的，有的

睡眼惺忪，有的充滿笑容，很有禮貌的。遇到一些認識的同學，當我稱呼他們

的名字時，可能因為還未睡醒而沒有回應，真是有趣！

相信學生的個人成長有不同的階段和學習，縱然會遇到許多挑戰和考驗，

讓我們帶著愛和包容與孩子們一同去經歷、學習和成長。

李慧賢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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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以聖靈果子作宗教主題：
「多結聖靈果，耶穌錫晒我」，透過舉辦「每月一果」活動、早會信息分享、金句背誦
及主題活動，深化學生對聖靈果子的認識，並在生活中實踐出來。同學完成了該月的活
動後，會獲得一粒聖靈果子種子，以茲鼓勵。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校外比賽成績(截至5/1/10)

獲 獎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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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溢恆 3金

張   浩 3金

林倩婷 1金2銀

黃文玉 1金2銅

鄭穎心 2銀

陳妍如 1銀2銅

6B

李崇基 3金

梁文輝 2金1銀

馬雋忻 2金1銀

文諾言 2金1銅

黎鎮煒 1金2銀

馮懷樂 1金1銀1銅

潘燕瑜 1金1銀1銅

馬翠薇 3銀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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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及北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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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風貌」繪畫比賽
                         5B   范潁心   亞軍
                         4C   吳朗齊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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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體會主辦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5B   曾華恩   單打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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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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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琸靖   書法   三等獎

6A琸陳倩琪琸國畫琸二等獎

6B琸李崇基琸國畫琸二等獎

4A琸陳琸凌琸國畫琸三等獎

3C琸蔡琸遙琸國畫琸三等獎

3C琸蔡芯兒琸國畫琸三等獎

2

英詩朗誦

粵語朗誦

體
育
科

5B曾華恩女子組單打冠軍

乒乓球比賽

女子團體季軍

男子團體殿軍

亞洲跳繩賽

3

普通話朗誦

4B梁君睿(亞軍) 6B潘燕瑜(季軍)

2C胡家皓(亞軍)

2A林子軒(冠軍)

4A梁沛
瑜(冠軍

)
2A蘇卓妍(亞軍)

3B 王以琳
(季軍) 3A李恩潼(季軍) 6B林悅祺

(季軍)

1
A
朱
栢
霖

(亞
軍)

1B林
芷銦(季軍)

3A
 李
穎
姿
(季
軍
) 2

A
楊
梓
然
(季
軍
)

4B歐采盈(季軍
) 3A陳婉溶(季軍

)

蘇慧詩主任

本學年適逢祖國成立六十週年，以及本港首次主辦東亞運動會的大日子，故本校於上學期進行了兩個主題學習活

動，分別為9月份的「建國六十年」主題學習月及11至12月的「東亞運動會」主題學習活動。除了課堂學習外，本校亦安

排了多元化的全方位活動，期望藉此良機，豐富學生學習經驗，並提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及對香港的歸屬感。本校於10月

1日當天參加北區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主辦的「北區各界慶祝60周年國慶嘉年華」攤位遊戲設計比賽，更獲得冠軍。花式

跳繩隊獲邀參與北區民政事務處主辦的「慶賀建國六十週年暨回歸紀念園開幕大巡遊」。在12月2日的學校火炬傳送活動

中，本校邀請了五常法幼稚園及嘉寶中英文幼稚園的學生一同參與活動，體驗火炬傳送的氣氛。

主題學習活動

4

本校花式跳繩隊獲邀表演 慶祝建國六十年便服日活動 觀看展板，認識祖國

班級火炬傳送活動讓全校同學近距離
接觸火炬

康文署教練到校帶領
東亞活力操

揭開東亞運倒數序幕 學校火炬接力環校跑 幼稚園小朋友齊參與
「喜迎東亞運」活動

參觀東亞運動比賽，親身體驗運動精神 專訪香港田徑運動代表鄧亦峻先生 全校師生齊做東亞活力操

4

周淑美老師
本校為拓展閱讀空間、拓寬

閱讀視野、提昇學生閱讀興趣及自學
能力、營造愉悅的閱讀氣氛及建立積極分享的       
文化，一直致力推行多元化的校本閱讀活動。而本年度圖書組更結合各界力量，
攜手一起規劃及推動各項閱讀計劃及活動，透過閱讀專家校外及到校的各項培訓，以及
「中學生閱讀大使」、本校「家長閱讀大使」及「學生閱讀大使」帶領閱讀活動，令同學
掌握預測、推理、歸納、連結、合作學習等閱讀策略。

上述校本計劃包括「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數學閱讀月」、「常識閱讀月」、「跨
學科主題閱讀月」、「英文科課後閱讀活動」、「中文科圖書教學計劃」、「大手牽小手」家長
講座及親子閱讀活動。由機構協作之計劃則包括由教育局主辦之「跨校閱讀計劃」，宣道會陳
朱素華紀念中學協辦之「聯校英文圖書伴讀計劃」及「世界閱讀日閱讀分享會」，文化機構主
持之「兒童文學分享會」，語常會及香港教育城合辦之「家長閱讀大使計劃」、「小學生閱
讀大使先導計劃」及「閱讀約章計劃」。此外，圖書組亦積極培訓學生參與各類型社區
閱讀活動，包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普及閱讀獎勵計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之「閱
讀嘉年華」、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兒童節兒童故事比賽」等。

最後，願以林語堂先生的說話作結，他說：「沒有閱讀習慣的人，
就時間、空間而言簡直就被監禁於週遭的環境中。他的生活完全公式
化，他只限於和幾個朋友接觸，只看到他生活環境中發生的事
情，他無法逃脫這個監獄。但當他拿起一本書，他立刻就
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盼望我們的孩子能享受閱讀
的樂趣，拓展思想的深度與寬度，成為「面
目可愛」、「語言有味」的人。

國慶攤位

參觀東亞運動比賽，親身體驗運動精神 專訪香港田徑運動代表鄧亦峻先生 全校師生齊做東亞活力操

能力、營造愉悅的閱讀氣氛及建立積極分享的       
文化，一直致力推行多元化的校本閱讀活動。而本年度圖書組更結合各界力量，
攜手一起規劃及推動各項閱讀計劃及活動，透過閱讀專家校外及到校的各項培訓，以及
「中學生閱讀大使」、本校「家長閱讀大使」及「學生閱讀大使」帶領閱讀活動，令同學
掌握預測、推理、歸納、連結、合作學習等閱讀策略。

上述校本計劃包括「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數學閱讀月」、「常識閱讀月」、「跨
學科主題閱讀月」、「英文科課後閱讀活動」、「中文科圖書教學計劃」、「大手牽小手」家長
講座及親子閱讀活動。由機構協作之計劃則包括由教育局主辦之「跨校閱讀計劃」，宣道會陳

結合各界力量．拓展閱讀空間．提昇閱讀能力．
建立積極分享閱讀的文化

家長閱讀大使帶領
讀書會活動

黃潔貞博士及清風老師為
閱讀大使進行培訓

小學生閱讀大使先導計劃成員大合照

閱讀活動，包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普及閱讀獎勵計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之「閱

最後，願以林語堂先生的說話作結，他說：「沒有閱讀習慣的人，

家長閱讀大使帶領家長閱讀大使帶領家長閱讀大使帶領 

2B黃曦樂、3A何海荍
獲乒乓球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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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文署、 南區康樂體育捉進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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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文署主辦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B   黃曦樂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殿軍

學體會主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B   周芷菁   跳遠女子乙組   冠軍
          4A   葉慧雅   跳遠女子丙組   亞軍
          5A   葉鵬瀚   擲壘球男子乙組   亞軍
          5B   周芷菁   100米女子乙組   亞軍
          4A   葉文迪   擲壘球男子丙組   第五名
          5B   許琸澄   跳遠男子乙組   第五名
          4C   吳朗齊   跳遠男子丙組   第五名
          6A   黃子威   推鉛球男子甲組   第五名
          4C   吳朗齊   100米男子丙組   第六名
          4A   葉慧雅   60米女子丙組   第六名
5A徐曉盈、曾詠璇、許楊、楊恩琳、5B周芷菁 

  4X100接力女子乙組   第六名
4B許鈞霖、李浩民、羅愷軒、4C張嘉希、4C吳朗齊

4X100接力男子丙組   第六名
3A葉卡琳、4A梁沛瑜、葉慧雅、4B陸匯靈、4C林天悅

4X100接力女子丙組   第八名

Asian Rope Skipping Federation主辦亞洲跳繩比賽
6A   何朗為

二人同步（14歲以下男子組）   亞軍
交互繩三人花式（14歲以下男子組）   亞軍
四人同步（14歲以下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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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基督教中華宣道會2008-2009年度

學生優異表現獎
6A   何朗為

2010-2011年度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
6A   何朗為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5B周芷菁跳遠冠軍5B范潁心(亞軍)
 4C吳朗齊(優異獎)

北區風貌繪畫比賽

傷健社區齊共享杯
墊設計比賽

6A何朗為獲跳繩獎項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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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閱讀嘉年華亞軍

「祖國騰飛」攤位設計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