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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22:6

引導孩童走當行的路叫他永不偏離，是每位家長、老師的
使命和心願，但哪一條才是當行的路呢？隨着年歲日長、角色轉變、閱歷漸豐，也參考不同
人士的看法，我近年對這個題目多了一些反思。

聖經的話是真理，讓孩子從小認識上帝，邀請聖靈進入孩子生命中，叫他們在起起跌跌的旅途
上有平安、有倚靠、有盼望，這是第一要緊和寶貴的事。所以，作為師長，我們致力和家長配合，為孩子制定規範、設
立界線，營造安全合適的環境，用心傳授知識，照着主的說話教導，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有趣的是，即使接受相同教育，各人的發展卻會因應性情、抱負、環境、際遇而有所不同，可見上帝在每人身上確
有不同的計劃和時間，毋須勉強。時有聽到家長抱怨自己的孩子多方不濟，深恐給比下去，將來發展落後於人；這種憂
慮我明白，每當我女兒成績下跌、練琴不順的時候，這種想法都不請自來。然而，每次我都提醒自己，每人的能力和進
度不同，我所求於她的，應是目標清晰、勤奮盡力，既不縱容，也不單以自己或社會潮流標準去量度和限制，而且緊記
一切不過是暫時的，未來大有空間可追。我們的學生也一樣，在穩定的學業基礎之外，還有很多潛能值得栽培和欣賞
的，例如：早前學生大使選舉活動中，看到同學撰寫政綱，站台宣傳時表現自信；在朗誦比賽中看到同學勇於嘗試落力
演繹；在旅行時，同學分工合作、有禮守規；在課外活動及科技學習中，同學設計的遊戲創意無限；風紀當值時的領袖
風範；宣小舞台上同學認真活潑的演出……這一切，都是成全美好人格的一部份，我非常高興我們的孩子能在這種學習
氛圍中成長。

我相信上帝是一位充滿創意、美感、樂趣、想像和變化的神，祂賜給每人獨
特的恩賜和才幹，正是要我們盡情發揮、互相配搭、彼此造就，讓世界更多元、
更繽紛，而非墨守成規，像工廠技工手下千篇一律的樣板。因此，我相信，當行
的路不是指某一條特定而一成不變的路，而是一條按着孩子獨有的性格特質、喜
好、意願、神賦予的才能恩賜加以培育的路。我在其中一封寫給女兒的信提到：
「求神給我額外的恩典，能看得見天父眼中真正的你，讓我懂得怎樣栽培你、教
養你，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來催逼你、改變你。」對女兒、對學生，我的心意
一致，但願將來孩子各有成就、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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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德育及宗教主題「活得健康，直奔標竿」，目的是透過推廣正向文化，認識正面積極的生活態
度，鼓勵同學訂立目標，培養同學的效能感、樂觀感及目標感。「光仔」成為我校的陽光大使，寓意以笑容
發放正能量，並以樂觀態度活出健康生活。今年舉辦「活出健康人生」計劃，透過每月設立的主題月份，如
開心快活月、好品月、Relax鬆一鬆月等，於早會、周會及午息廣播傳遞正面訊息，營造正面樂觀的校園氣
氛，以促進同學身心靈的健康成長。此外，舉辦「正能量大使培訓」及以「開心笑口組」為名的小組，目的
是培訓同學建立樂觀思維及發展所長，並於午息的陽光遊戲區向同學發放正能量。聖經箴言17章22節：「喜

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期盼同學能透過今年的快樂旅程，擁有一顆喜樂的心。

陽光大使—
「光仔」

德育活動

身在遠方的師長以影像傳情

為回應社會的轉變和教育的發展，本校向來致力推動課程改革，以提昇學生建構知識的能力。過去三年，本校為發揮學生學習
主動性，以「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為學校關注事項。本年度，在這良好的根基上，本校繼續深化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透過成功
申請「促進學生自主學習──閱讀規劃與策略運用」的協作研究及發展計劃，得到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支援，於小五上學期，優化
了中文科「說明文」的單元。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運用檢視閱讀法預習文章背景資料，又運用圖表和概念圖等釐清文體結構，並藉着
課內、課外閱讀的結合，將課堂所學延伸至閱讀課外書籍，建構新的知識。

自主學習

說明文的結構有先總後分和先分

後總，要有條理地把事情排好再分段；

要寫好說明文，就要懂得把次序排好。

舉例說明、數字說明和分類說明，都是

說明道理和事物的方法。

　　　　　　　　5A 蘇卓妍

通過單元三，我學會如何寫說

明文。我懂得如何運用分類說明、數

字說明等方法去寫說明文，我也學會

了很多中國文化的知識。

　　　　　　　5A 余帕熹

我學到了很多說明方法，有分類說
明、舉例說明、數字說明和描寫說明，也
學到了說明文的結構，有先分後總、先總後
分。希望能再了解多些關於說明文的知識！
　　                       5B 黃曦樂

我最初以為說明文只是一篇介
紹人物/物件的文章，但到了最後，
我學會了說明的方法，為什麼要用說
明的方法等等。我感到很開心，因為
我的知識寶庫又增加了！　　　　　

5C 黎　燕

我學了說明文、造字方

法、運用表列的方法和運用概

念圖，我還學了中國的書法藝

術。　　　　　　

5C 張籽晴5C 張籽晴

　　                       5B 黃曦樂

課程發展處黎韻宜小姐
及張淑嫻小姐到校觀課

同學們分組閱讀，以概念圖
摘錄圖書的內容

同學們輪流匯報小組的學習成果

同學們樂於與組員
分享自己的預習成果

　　                       5B 黃曦樂　　                       5B 黃曦樂

課程發展處黎韻宜小姐課程發展處黎韻宜小姐

學習感想：

<天父的世界—千奇百趣>周會 宗教周攤位活動

國際基甸會送贈聖經
給高年級同學

基督少年軍大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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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分組閱讀，以概念圖同學們分組閱讀，以概念圖

培養樂觀感周會—齊跳開心舞

德育及宗教主題—活得健康，直奔標竿

現今社會充滿着不同的價值觀，其中一些不良的價值觀會對孩子
的成長造成不良影響。聖經箴言提醒我們：「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本校一向重視基督教教育，我們相信神的
話語能夠教導同學分辨是非，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本年度德育及宗教主
題是「活得健康，直奔標竿」，希望同學能夠認識神創造人的目的和賦
予我們的人生意義，明白生命當走的方向。於十一月舉行的宗教周，同
學透過多元化活動明白神的愛及創造目的。其中「直奔標竿」靈修樂手
冊，鼓勵同學每天讀經靈修，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國際基甸會更派發
聖經給高年級同學，鼓勵同學自小閱讀神的話，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除了宗教周外，學校一如既往，繼續舉辦豐富的宗教活動，現
在，每周都有超過一百位同學參加學生團契及基督少年軍，他們都很投
入參與。我們還會透過教育營、畢業營、聖誕節及復活節崇拜等，塑造
同學屬靈生命，期望他們在靈裏不斷成長。

宗教活動



上水宣道小學自2006年搬進粉嶺校舍後，蒙 神的恩領，九龍塘中華宣道會上水堂成功申請
將舊校舍原址的土地改為教會用地，教會重建工程訂於2012年8月27日展開，此舉亦意味着舊校
舍將要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校友會特意於8月25日為舊校舍舉行惜別會，招聚一班校友重返舊校
舍，同拾舊日足跡，並與師長及同窗緬懷昔日歡樂的時光。

當天，校友、教職員濟濟一堂，氣氛熱鬧，校友們愛護母校的情懷溢於言表，但願這份情
懷能一直延續下去。

惜別會花絮

一堵令人懷念的石牆

同唱校歌，溫馨感人

各屆校友與師長合照

身在遠方的師長以影像傳情

兩位校友穿上校服，

擔任司儀

昔日的教職員與現任教職員大合照

穿上這件特別的校服，
饒有趣味

值得深思的校訓

齊看金禧校刊，
重尋在校園的足跡

蘇校長帶領大家亮起螢光棒，
喻意承傳宣小精神，繼續發熱
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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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校長帶領大家亮起螢光棒，蘇校長帶領大家亮起螢光棒，校友會理事盡心
為校友籌劃各項活動

那些年，我們
在宣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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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陳加朗 5C 陳塏晴家長  陳偉忠先生

對我們家長而言，教導子女和培育子女成才，可謂是人

生歷程中一項重大的任務。相信作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子女

成績優異、聰明伶俐、出類拔萃，但我與很多家長也遇到相

似的問題，就是：如何提升孩子的責任感?如何教導孩子成為

社會上正直的人？我們都希望找來專家，教教我們。

家教會於10月舉辦的活動，由陳嘉璐醫生主講的「快樂

人生」親子講座中，啟發我對培育子女有多一層的領悟。陳

嘉璐醫生可說是親子溝通技巧上的專家，雖然她沒有談論我

們如何教導孩子有責任感，也沒有提供一個培養孩子正確價

值觀的方程式。但我在講座中，卻明白更重要的道理，就是

與子女有效真誠的溝通，對親子關係十分重要；而且在溝通

之中，家長們要學懂欣賞和妥協。

陳醫生說出了教導孩子的真諦，孩子的成長是與家長投入多少努力和時間成正比的。講座裏提及與孩子

溝通需要時間、真誠，要欣賞和讚美孩子、要賦予責任給孩子，家長在每個環節都應小心謹慎。透過溝通的

過程，家長才能將責任感和價值觀灌輸到孩子的心內。我們亦要明白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長速度，我們

應耐心地等待孩子們的成長。有時候我們需要降低對孩子的要求，有時候我們要作出妥協，要知道「拔苗

助長」，只會弄巧反拙。故此，我們的要求和期

望，應該訂立於孩子們能力所及的水平上。

我接受我的孩子是慢熱的人，我清楚他的缺

點，明白他的優點，我正等待孩子日漸成長。我

亦希望上水宣道小學的家長和孩子們都能夠各展

所長。

在此感謝為家教會活動付出時間和精力的蘇

校長、尹副校長、喬主任、陳老師、金老師、何

老師、蘇姑娘及所有宣小的老師和同工。希望家

教會日後舉辦的活動能夠得到家長們的支持。

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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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家長而言，教導子女和培育子女成才，可謂是人

生歷程中一項重大的任務。相信作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子女

4A 朱栢霖家長  趙苑碧女士  

光陰匆匆地過去，不經不覺我參加家長教師會工作和擔任家長義工

已經踏入第三個年頭了。 家教會會員大會當天，很高興能看到家長們的

參與和投入，令我感覺到付出時間為家長和學生服務是有價值和有意義

的。

踏入新一年，家長教師會加入了很多新的家長和教師委員，我們為

全校家長和學生付出自己寶貴的時間，用心討論有關學校和學生的事

務，精心籌劃不同的活動和講座，目的是希望加深家長與學校彼此的了

解，使我們的孩子得到更全面的照顧。希望各位家長積極參與家長教師

會的活動，並成為家長義工，把學校和家庭連接起來，令孩子體會到我

們對他們的愛。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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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家長校董

家教會委員

顧問：蘇詠思校長     組長：洪雅蓮主任

組員：鍾綺明老師     周巧珠老師     黃錫明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