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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李校長同你 Say HiSay Hi

復課了 ! 李校長

向同學講「早晨 !」

    親愛的黃埔宣小家長夥伴和孩子們：

　　2020 年新學年首次在「校訊」跟大

家見面，我在此代表黃埔宣小眾教職工，

祝願大家身心靈健康！主耶穌的恩惠和

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在剛過去的數個月，相信各位家長夥伴和孩子們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已經經歷和需要適應很多事情了：由學期初的網課、到網上繳

交功課、至回校面授只有半天課，及因疫情關係未能參與校內各項

課外活動等。各家長夥伴和孩子們每天都在學習和適應中。在疫情

環境下，正好讓我們深思孩子在學習和成長路上究竟要學習甚麼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未來社會將比現今更加變幻莫

測，裝備孩子能應付及駕馭多變而複雜的未來的能力，比起只懂吸收知識更為重要。除此之外，我們也需要擴闊孩子

視野，培育他們具備愛、關懷和互相尊重的生命特質，最重要是製造機會讓孩子實踐所學，活出生命，迎接未來挑戰。

　　我們的目標是要營造全方位的學習環境，讓孩子透過校園生活，服務同儕，從中學習自理及得到實踐機會。在學

習中學會接納失敗，也鼓勵透過不斷嘗試和克服困難，從中學會學習，以迎難而上的態度為成功建立基礎，最終能體

驗過程中得着的喜悅。並鼓勵孩子「超越自我，做到最好，做最好的我」。

　　透過電子工具的運用，營造不同的學習主題以發展孩子 21 世

紀共通能力，透過課程統整和全方位學習活動，帶領孩子學習及實

踐運用不同的知識、態度及技能。我們深切明白要成功推動上述

的校園氛圍，家校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但願我們彼此一起為孩子

的未來共同努力。疫情之下，彼此雖然掛上口罩，但相信仍阻擋

不到我們彼此間的感情、關愛和問候。願天父祝福和保守大家 !

　　祝

生活愉快，主恩常偕！

加上防疫屏
擋齊抗疫

校長的慰問

顧問：李德衡校長    編輯委員：崔婉蘭老師、溫紫微老師、梁嘉鸞主任

李德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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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 教育
    正向教育是應用正向心理學的理念於學校環境

中，並協助個人邁向完滿。正向心理學是一門透過以

驗證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以研究個人品格強項、建立

正面情緒和快樂感為重點。學校於本周期的三年發展計劃

中 (2018-2021) 亦以「共建正向校園」為主題，作為學校發展

重點之一。

    學校致力推動正向教育六大元素──「PERMA+H」，分別是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全情投入（Engagement）、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人生意義（Meaning）、正向成就（Achievement）及身心健康（Health）。學校由小一開始

於生命成長課中推行正向教育課程，課程涵蓋正向教育六大元素，並以體驗式學習讓學生感受到一些抽象的內容，例如

正負面情緒。本年度將繼續優化小一正向教育課程，並發展至小二，期望透過課程讓同學更能體會到正向教育的價值。

    在推動正向教育時，幫助持份者認識以上元素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於每年第一次家長周末中，學校必定會為家長舉

辦正向教育家長講座，過去兩年的主題是認識正向教育及品格強項，與及如何建立正面情緒。今年於 9月 19 日亦舉行

了正向教育家長講座，主題是成長思維。每位參與講座的家長都感受到正向教育的好處。

    學校亦透過舉行「親子時光」的活動，讓家長與同學感受「愛的語言」。「愛的語言」包括「肯定的言詞」、「精

心相處時刻」、「接受禮物」、「服務行動」及「親密接觸」。活動目的是讓家長及學生能透過學校一些特別安排的親

子活動，讓他們能更互相了解對方，提升親子關係。

    期望學校、老師、家長、學生一起體會正向教育的力量，努力共建正向生命，並同享幸福豐盛。 「 親 子 時 光」

讓 親 子 有 精 心

相處的時刻

課堂中同學用

身體語言表達

情緒，你猜猜

他們正表達甚

麼情緒？

疫情下未能安排全體家長到校出席正向教育家長講座，不少家長只能透過網上直播觀看

「親子時光」讓親子

可以體會到如何實踐

「愛的語言」

小 一 學 生 認

真 地 完 成 小

一 正 向 教 育

課程任務卡

    2020 年 8 月中旬，在疫情之下香港教育局宣佈新學年「開學不上學」，籌備小組隨即開

始工作。在李德衡校長的帶領，以及由副校長、助理校長、課程發展主任以及資訊科技組核心

成員組成的小組，展開了新一年的網上學習準備工作，並為「開學不上學」掀開序幕；小組就去

年如何支援學生在家中自學及實時教學進行檢討，並計劃本學年「開學不上學」之教學模式。

新常態下的嘗試：

1.  混合上課模式 

   「開學不上學」的 9 月，學校加重網上實時學習的比重，中、英、數科任老師與同學於星期一至四進行每日一節的實

時教學課堂；常識科任老師每周進行兩次；外籍老師、聖經及普通話科任老師隔周進行一節；另外設有五、六年級視

藝及音樂科每周一節。為了讓學生在家得到身心靈均衡發展，體育科亦定期上載教學短片，

讓學生能在家中學習簡單的運動；每周正副班主任亦會在網上進行周會或生命成長課，為學

生打氣及讓學生心靈得到安慰。

  及後教育局於十二月二日宣佈暫停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提供非本地課程學

校）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學校的聖誕假期開始，學校即時部署有關混合上課模式安排。

評估過往經驗及效能，以及學生身心靈發展，所有同學維持半天上課時間表安排，所有學科

( 包括術科 ) 都按時間表進行，希望學生能得到均衡發展；學校亦檢討過往學生於網上交功課

的成效及表現，安排每星期一次家長到校交功課，同時老師亦會按需要安排網上功課。

2. 多元評估方法

  評估不單只局限於紙筆上，老師透過學生課堂表現、遊戲、分組討論室及網

上交功課評估學生學習表現，最重要給予學生適切的回饋。

3. 善用電子平台，深化自主學習

  自覺、主動和積極的學習態度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生於上午完成

實時課堂後，下午透過 TEAMS 電子平台進行學習、與老師進行溝通，上載

功課等；學校更為學生提供Flipgrid「叱吒小舞台」，讓具有不同才藝的同學，

有機會在網上平台一展所長，亦能深化學生在不同範疇的自主學習能力。

    「新常態」下的學與教無論對老師、學生及家長都具挑戰性，9月1日的「開

學不上學」更寫下歷史的一頁。相信在 2021 年，老師、學生及家長們都要慢

慢地適應及快快地行動，隨時迎接不一樣的學習和教學模式，我們一同加油吧！

新常 態下的學與教

教師專業發展 - 正向教育

混合上課
模式

善用電子平台，
深化自主學習

多元評估
方法

老師們正在商討如何挑戰「逃出密

室」，不同人發揮不同品格強項，

例如洞察力、創造力、領導才能等

只有發揮團體精神，

才能逃出密室

正向互動平台

教師培訓

    學校推行正向教育時，老師的角色非常重要。因此，每年在推行正向教育中的一些

重點元素前，老師們必定會以身作則、承先啟後去認識及體驗不同的正向教育元素。

    本年度的重點是「成長思維」及實踐品格強項，在未開學前，正向教育小組邀請了香港

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的導師們到校，為我們設計了一次

「逃出密室」的體驗工作坊，目的在讓老師們體會在過程中

大家如何透過實踐品格強項及「成長思維」去克服困難，面

對挑戰。除此之外，老師亦從中了解如何設計當中的學習重

點及活動流程。本年度學校亦會推行電子正向互動平台，培

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與及讓學生透過設定目標

作自我挑戰，提升學習動機。

    本年度學校於小一及小二推行正向教育課程，課堂以體

驗式學習為主。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的導師亦會定

期到校與班主任共同備課及進行交流。每次課堂均會進行錄

影或觀課，讓老師更了解課程推行的成效與及作出優化。

外籍老師與英文科任老

師的合作教學

老師在課室網課時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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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好

回應 分享

我們的 卓越 孩子 新任職老師
New teachers Say
My name Is Marc Ston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outh Africa where 

I was schooled and then qualified with a Post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PGCE) from Rhodes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2017. My partner 

and I moved to Hong Kong over two years ago, where we are both English 

teachers. She teaches adults and I am privileged to continue my teaching 

at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Whampoa.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outdoor activities like camping, hiking, fishing, 

diving and surfing. I also have a real passion for ball sports. I enjoy playing 

football, rugby, cricket and golf. I love to cook, especially barbecuing 

during the weekends and holiday breaks. I enjoy traveling to new places 

and my partner and I ha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see a number of 

new places in Asia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數星期前偶爾執拾房間時，無意中翻開了小時候我的作文集，

回顧了 17 年前沙士的生活記事，比較今日的新冠疫情，不禁感慨

當中的相似與巧合。

    回憶起 17 年前讀小五的日子，沙士的經歷還是歷歷在目，復

課後每天戴口罩上學，回校前量度體溫給老師驗核，勤力清潔雙

手等等。當年幸得老師們的悉心安排和照顧，我們的父母才放心

讓同學們回校復課，老師們在背後必定付出了不少。

    讀到作文集有關醫護人員的一段時，不禁失笑了。當年的自

己都沒有想像過日後會當上醫生，還要遇上了另一場疫情。因為

工作崗位關係，我有機會在深切治療部走到確診病人的面前，更

貼身地感受到病人的痛苦、絕望和離世。被隔離的病患者與世隔絕的苦悶，家人被拒絕探訪的擔憂，護

老院長者的寂寞。即使醫學多年來不斷進步，依然會出現無法根治的病毒，我們的能力還是很渺小。與沙

士不同的是，雖然它的致命性在年輕人身上較低，但傳染力更高，蔓延更廣，並威脅長期病

患者或長者的生命，在有效疫苗出現前疫情恐怕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社會的不同階層和行業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生活上都有深遠的改變，市民難免出現抗疫疲勞，瀰漫著抑鬱的情緒。

    但同時間很多朋友告訴我留在家中的這段日子裏，多了時間陪伴着家人，少了應酬，少了

旅遊，對家中長者多了關心，互相提點，幫忙購買口罩等等。我亦收到一些很久沒見面的朋友

鼓勵和關心。社交距離並沒有把所有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疏遠，反而拉近了我們。

    The night is darkest just before the dawn. 在越黑暗的時刻，我們更需要緊抱着希望，學會珍

惜過去我們一直以為理所當然的幸福，相信黎明終將到來。

劉浚桓

2004 年度畢業生

現職深切治療部醫生

    感謝宣小老師邀請我在本期校訊跟大家作出小小分享！

    還記得在宣小讀書時，是多麼喜愛上學！當學校閘門仍未開啟

時，已和同學在外面排隊，期待一天的學習和經歷。其中印象最深

刻的，是在各校隊中和朋友一起訓練。學界比賽前，泳隊會在大清

早加操體能。平時不能在操場奔跑，那時卻能「拿正牌」圍繞學校

跑，十分興奮！土風舞和中國舞隊每逢比賽和演出，也能穿上漂亮

的舞衣和化妝，是小女生十分期待的。中樂團和節奏樂隊的音樂學習，也十分深刻。

回想這些多姿多彩的小學生活，一切仍歷歷在目！

    幾年前我再以實習老師身份回到宣小，感覺十分微妙。重回課室，看着學生們，

不禁在想：他們也有和我一樣充實且快樂的小學生活嗎？我心中希望師弟妹們將來

也能很驕傲和感恩自己曾有過的宣小時光。

    大學畢業後，我再到了美國深造音樂，主修豎琴。音樂一直都是我的夢想，而基督教信仰更是我一生的

祝福。所以我創辦了「Harp of Worship」，喻意「Heart of Worship」(敬拜的心）。團隊會不定期製作詩歌短片、

直播詩歌分享、出隊到醫院床邊為病人演奏等等。希望藉着音樂觸動人的心靈，把人帶到神面前。

    我十分鼓勵師弟妹追尋夢想和人生意義。但在此之先，必須把握每一個學習知識和藝術的機會，累積經

驗和內在財富，讓自己將來能向着人生目標勇敢前行！大家加油！現職豎琴導師

黎依藍

2005 年畢業生

依藍與六年級

班主任梁嘉鸞

主任合照

 Hi Hi

外藉老師 Mr Stone

宗教主任李玉鳳姑娘

My lovely 
cat and I

Hi, boys and girls. I am Miss Cheng. I am so gla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PSW family. I am the English teacher of class 1A and 4E and I’d 

love to know you all. Please feel free to talk to me in English. I believe 

we can have a great conversation.

I used to be afraid of English. It was not until I watched English 

cartoons and TV programmes that I found English interesting and cool. 

In my spare time, I watch YouTube videos and listen to podcasts. They 

are some fun ways to learn English and to keep me entertained. I have 

many good recommendations. Hahaha. 

Besides, I love reading, creating comics, singing, and doing anything 

related to Arts and English. Being creative and active always keeps me 

motivated and excited. I can share much more with you later.

Let’s have fun and enjoy learning.
Cheng Wai Ki

    本人於今年八月到任，是學校

的宗教主任。於 2000 年蒙召，接受

神學裝備，立志被神使用；四年後，

畢業於中國宣道神學院。未讀神學

前是一位幼師﹔神學畢業後，致力

服侍兒童及家長為己任，教導人認

識真理，並願意成為別人的聆聽者，

無論喜怒哀樂，相信總有恩典！盼

望以神的話語來建立生命，與別人

一起經歷神無窮無盡的恩典。

    我是千禧年入學的學生。依稀記得當時學校的外牆、扶手、門框全是粉紅

色，一進校門就見到紅磚地。小息時，我最愛和同學結伴到紅磚地，圍坐着一

起分享各自食物盒內的茶點小食。中午食畢午飯後，我常常與知己去校長室找

校長聊天。

    有陣子，我甚愛星座和地理書籍。因為參加常識校際問答隊的緣故，我閱

讀了大量時事新聞和社會資訊。那時經常問校長各種問題，總想用難題考驗校

長。小學時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參加了許多興趣班，如：詩歌班、中樂團、敲擊

樂等，都以音樂為主。放學後，我會坐在禮堂，期待著每天不同的興趣班。

    中學時期，我立志成為醫護人員。機緣巧合下，在大學的開放日接觸到中醫系的學生，聽他

們的分享後開始對中醫產生興趣。現在，我是一位註冊中醫師。在公立醫院裏，我每天都需要接

觸各式各樣的病人，是一份具挑戰性的工作。

    最後，在疫情期間，提醒大家要勤洗手、早休息、多運動和常保暖。
現職中醫師

2005 年畢業生

陳嘉宜

小六謝師宴上浚桓 ( 右二 ) 與班主任馬老師和同學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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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APSW

復課天

開學禮

多姿采多姿采
校園

生活
校園

生活

同學們，緊張

吧？準備領袖

生委任禮

在李校長帶領下，一班充滿陽光氣息的領袖生們一同宣誓

小六祝．光禮在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下進行，小六學生用心砌出「２０２０」，別具心思

在師長們的見證下，小六同學進行滿載祝福的祝光禮
小一開筆禮，師長們為小一同學祈禱，

求主保守同學用心學習

各隊領袖生由領隊

老師帶領進場，氣

氛莊嚴、認真

祝．光禮

領袖生宣誓

傳媒訪問

防疫措施

家教會周年大會

小一學生逐一接

受牧者的祝福，

李校長衷心為小

一生祈禱

看！小一同學寫字多認

真，用心寫出端正的字

小一開筆禮

復課了！復課了！

李校長親迎同學們

回校上實體課

每個座位安裝屏擋，

既安全又整齊

傳媒拍攝鏡頭下的一年級學生，

表現認真，純真活潑

進校園，防疫措施要做足

見師長，點頭揮手

問句好

傳媒訪問同學，

答得頭頭是道，

既有自信，又有

條理

第十三屆家教會任期圓滿結束，

各家委來一張完美的合照，笑一笑

第十四屆家教會交接合照，濟濟一堂，家校合作，更顯「團結就是力量」 第二次家長學堂之
《正念減壓工作坊》

評估分享會由課程主任親自詳細

講解，家長們專心參與

地鐵展示學生視藝作品

九月一日開學，全校

老師與學生進行不一

樣的開學禮，人才濟

濟的合照，期待學生

們回復上實體課

網上開學禮

李校長與各位同學一起

在網上觀看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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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科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獲獎學生

中
文
科

「邊讀．邊煮．邊寫」
推廣中文計劃 2020 年
全港小學徵文比賽

優異獎  3E 李以信  6A 許凱婷

音
樂
科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小組合奏 ( 敲擊樂 )10-19 人

金獎

4B 劉諾怡  4B 冼詩庭  4B 楊兆尊  4C 潘  佑

6B 司徒俊軒  6B 姚紀南  ( 畢業生 ) 陳思羽 

( 畢業生 ) 林學謙   ( 畢業生 ) 張曉嵐  ( 畢業生 ) 廖卓堯

Music @ e-Contest 2020
Category C: Aged 9-11 (Ensemble) 

1st Round
Distinction

Music @ e-Contest 2020
Category C: Aged 9-11 (Ensemble) 

2nd Round
Silver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 2020
低音銅管樂 小學中級組 

銀獎
5E 謝立賢

東京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 - 
香港賽區 2020

銅管樂初級組 
亞軍

5A 林穎賢

Music & Stars Awards (2020) 
Piano B: 7-9 Year Old
Golden Star Prize

                                             4A 何羿霆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 2020  
Hong Kong Music Talent Award 2020 

鋼琴小學高級組 第一名
Primary school Senior Class

1st Prize 

Elevato Online Piano Competition 2020
 Piano B: 8-10 Year Old

1st Prize 

HKYPA 香港校際網上直播
慈善音樂節 2020 

鋼琴獨奏 6級 組第一名

第七屆全球傑出少年演奏家選拔賽
 鋼琴兒童 B組 第一名
及 簽約少年演奏家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木管樂（單簧管）獨奏
高級組銅獎

6B 李芷晴 

電
腦
科

2020 粵港澳大灣區網絡科技藝術節
「教育同行，抗疫同心，科技文藝獻赤心」

最佳實踐獎
( 畢業生 ) 吳凱恩  ( 畢業生 ) 邱悅芯 

( 畢業生 ) 鄧凱恩  4D 李雨晴 

視
藝
科

A Happy Moment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2020

Outstanding Award Year 
of Birth 2011

4C 黎承羲

錶面設計比賽 2020 亞軍 ( 小童組 ) 4C 黎承羲

2020 亞洲兒童繪畫大賽“童樂之都”
Certificate of Champion 

(Group C)
6A 馮  哲

The 86th World Children’s Art Conference Merit 2D 黃俊諺

“Wonderland” International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

Gold Award (Group C)

6E 黃靖曈
防災達人填色比賽 優異獎 ( 高小組 )

童心抗疫繪畫比賽 優異獎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9 銀獎 5E 王暄羽

生
命
成
長
科

環保為公益 - 花卉義賣比賽

優異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團員

環保為公益 - 清潔比賽

上表是 2020 年 7 月至 11 月本校學生

參加校外比賽部分的獲獎項目，如欲

知悉最近期的獲獎項目或各大傳媒訪

問本校的報導，請大家瀏覽本校網頁：

www.apsw.edu.hk

Music@e-Contest 

2020 - Fidget

獲獎相片

2020 粵港澳大灣區網絡

科技藝術節「教育同行，

抗疫同心，科技文藝獻

赤心」最佳實踐獎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