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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第二次家長週末，介紹 2021-2024 年

度三年發展周期的主題方向

增設小女童軍制服團隊

親愛的黃埔宣小家長夥伴和孩子們：

    在新一年即將來臨的日子，我在此代表

「黃埔宣小」眾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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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的尾聲，相信電視新聞節目中最常播放的就是各類型大事回顧節目，讓我們藉此回顧

過去，展望將來。過去一年，相信大家最多回憶的一定是環繞疫情下的生活和學習，以及在疫情下

舉辦的奧運會。2021 至 22 年度可以說是「奧運年」，本年度因疫情關係，破天荒同一年度舉行夏

季和冬季奧運會，也是歷史上首次不設現場觀眾的奧運會，惟我們透過電視直播，相信無減為運動員打氣的熾熱氣氛，

當中正好讓孩子們學習運動員的堅毅，並藉這不一樣的奧運會讓我們學習主辦方及運動員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難，迎難

而上。

    在疫情的陰霾下，再一次讓我們深思孩子的學習和成長路上究竟要學習什麼才是最重要；面對變幻莫測的年代，

裝備孩子擁有應付多變而複雜未來的能力，培育孩子具「正向抗疫力」以面對。為此，我們在 2021 至 2024 年推行新

一周期的學校三年發展計劃，並以「創新解難，實踐服務，為成功建立基礎」為主題，當中持續深化推動正向教育及

STREAM 創科探究；讓孩子透過科探、實踐和服務，在過程中學習，學會接納失敗，為成功建立基礎。另一方面，我

們不斷優化課程內容，整合各學科內容以配合孩子需要，豐富孩子的學習經驗和擴闊其學習領域。

    我們深明白要成功推動正向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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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孩子學習和回應奧運會當

中「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口號；讓孩子透過不斷嘗試和克服

困難，做到「超越自我，做到最好，做最好的我」。

    祝

生活愉快，主恩常偕！
小六學生升中家長會邀請了四位中學校長

擔任分享嘉賓

家校同心 -九龍城區傑出家長嘉許奧運劍擊選手蔡俊彥先生來校分享 1



ALLIANCE SCHOOL 
WHAMPOA 建立創科研究室 -

持續發展STREAM教育

我們結識了新朋友Marty 機械人

同學都留心聽著導師講解

    使用了十多年的電腦室，迎來大變身，並改名為

STREAM Inno-tech Lab    創科研究室。

在暑假期間，電腦室進行了大翻新，拆去固定的電腦枱，

更換成可以靈活地拼合的學生桌，方便學生圍在一起進行

STREAM 學習活動；拆除牆身的儲物櫃，放置了 86 吋電子

白板和 3部 3D打印機等，期望新的學習環境，能讓學生有

更好的學習體驗。

    在創科研究室進行電腦課堂，學生都表現得雀躍萬分，

又因為課室環境比以前寬敞，老師在上課時更能方便地觀

察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增加師生互動，提升學與教效能。

    現時，創科研究室的中間位置，擺放了MEV 機動電能

車課程的賽車跑道和駕駛座位，我們一班MEV 機動電能車

工程師校隊的同學，嘗試過駕駛機動電能車後，都感到非

常興奮，稍後，他們還可以駕駛着由自己設計的機動車呢！

    期望新的創科研究室，能為同學帶來新的學習體驗，

讓同學學習更多！

在新設立的創科研

究室上課，同學們

都很興奮呢！

駕駛機動車

真刺激

顛峰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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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江浩旭

經過「勇闖西

遊過三關」這

次活動，讓我

學習到做每一

件事都要細心

去做，不能粗

心大意。因為只要細心去做，你只需

要用一分力來做；相反，如果你不夠

細心的話，便可能要用十分力或百分

力去彌補呢！

6B 董宛蓓

我覺得這次活動十分有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製作陀螺，因為我很喜歡和同學一起動手做手

工。當中也發生了一些小插曲：當我製作陀螺時，

竹枝斷了，有一根小木刺刺到我的手指，雖然

傷口很痛，但是我包紮後便繼續重新設計陀螺，

我的陀螺更被選為最漂亮的陀螺呢！這次經歷，

讓我體會到遇到困難千萬不要氣餒，不要放棄，

要堅持不懈才能成功！而整個活動不但十分有

趣，還讓我明白到「失敗乃成功之母」這個人

生道理。我十分期待下次的活動呢！

    去年於第三次學業評估後，學校舉行了一次與 STREAM 有關的學習活

動    「STREAM 西遊」之「勇闖西遊過三關」。我們希望透過《西遊記》的故事，

讓學生分析故事中人物的品格強項，以引起學習動機，並在緊接的 STREAM 活動中加

以發揮其品格強項。而 STREAM 活動的設計加入了一些科學元素，學生親身動手做，

讓他們「從做中學」。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每人獨立設計其作品，但在測試或比賽的過

程中，同學間互相分享、互相參考，也增加了學生間

的互動與互相學習。在學生問卷中顯示，84% 學生

認同活動能讓他們實踐品格強項，更有 91%學生表

示喜歡這次活動。他們對西遊記故事、製作法寶、測

試或比賽均表示喜歡。

      「STREAM 西遊」試後學習活動之

「勇 闖西遊過三關」

顛峰決戰

轉出色彩繽紛

想想怎樣令

小船走更遠吧

先在課室試試我的飛行器可飛多遠

齊來測試小船

能走得多遠

記錄也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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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腰背及大腿後肌之柔軟度

滾球要精準，
全神貫注，動
作協調要準確

體適能同 樂日

地壺界新力軍，鬥智鬥力考眼界。

拍球無敵手！

    本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因受疫情影響，未能如期在九龍灣運

動場進行。然而，疫情無阻運動的機會，本校迎來「體適能同樂

日」，讓學生抗疫不忘做運動。

    一眾體育老師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體適能測試項目，包括：

坐地體前伸、手握力、立定跳遠及皮摺厚度測試；而運動項目方

面則包括乒乓控球王、地壺界新人王、眼界王、穿圈能手等；而

課室活動方面，則有運動大電視、水樽企得穩、乒乓入杯和水

杯層層疊等。

    當日氣氛熱鬧，同學們積極參與，務求取得最佳成績，大

家都玩得很盡興！冀望學生從玩樂中學習到健康體適能的重要

性，培養恆常運動的習慣。

    本校於二年級進行音樂科和視藝科的跨學科學習。是次活動以法國作曲家聖桑

之《動物嘉年華》為主題，同學先於音樂課學習作曲家之生平，以及《動物嘉年華》

中其中兩首樂曲，並配合圖書閱讀，進行音樂欣賞。

    其後利用奧福音樂活動為基礎，配合唸白、律動、身體樂器、樂器合奏、視覺

藝術等進行創作，刺激學生創意及想像力，讓學生體驗不同藝術活動，提升學生的

藝術表現。

大家一起
努力挑戰
砌高塔 !

手定眼定心更定

飛盤高手在宣小

配合音樂進行律動 配合音樂背景進行藝術創作

我們的水族館

藝術綜合創作活動

配合音樂進行樂器即興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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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高興又再回到校園工作！手定眼定心更定

李嘉儀老師

輔導主任盧佩婷姑娘

Miss Koey Au

Miss Lilian Lee

林佩詩姑娘

大家好！ 我是李老師，很高興可以加

入黃埔宣道小學的大家庭。我任教中

文科、常識科及電腦科。我喜歡閱讀

和旅行，空閒時會打泰拳和跳舞。希

望未來有更多機會認識大家，歡迎同

學小息時找我聊天！

感謝主！我再次回到黃埔宣道小學這

個大家庭。

在這個熟悉地方，換上新的身份，繼

續與你們一同成長，彼此學習；一同

追夢，彼此分享；一同數算神的恩典，

彼此在禱告中互相支持。

願神繼續教導我如何活出愛，與每個

生命同行。

每位家長、同學，大家好！我是教

育心理學家林佩詩姑娘。本年我將

於四所學校提供駐校教育心理服

務，包括協助學校優化機制、進行

評估、諮詢、小組及個別訓練、講

座及工作坊等。非常期待能夠與學

校、同學、教師和家長一起同行！

Greetings everyone! I am Miss Au. 

Very nice to meet you! I still remember 

that I was so excited when I first saw 

all of you on my first teaching day at 

APSW. Every one of you is so friendly 

and it makes me feel like home. Tell 

you what, I love greeting with others 

by smiling as I think smiles can help 

spread happiness and wash away 

others’ sadness. Do the same and 

you will feel so good!

   In my spare time, I love doing sports 

especially jogging and different kinds of ball games. I also 

like reading novels because stories inspire me.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all of you!

Hi everyone, I’m Miss Lee. I am 

delight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PSW family. I studied in the UK.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playing the 

piano and exploring new places. 

Most of you usually see me around 

in English lessons and I am also the 

General Studies teacher of class 2C 

this year. 

I am an optimistic person. I realized 

I’d like to become a teacher a few 

years ago. I’d love to get to know all 

of you more, so please feel free to 

talk to me when you see me around.

Let’s enjoy learning together!

歡迎 新任職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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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Toy Library

校園生活多姿采

九月一日校友大合照，校友愛惜宣小大家庭

唱詩讚美神

留心觀看

誠心祈禱

探訪幼稚園

小一學生逐一接受牧者的祝福，

李校長衷心為小一生祈禱

2020-2021 年度小六學生

李校長出席譚歐陽少芳幼稚園家長會

分享升小一小錦囊

第二次家長週末，頒發家長義工

服務獎勵計劃嘉許狀

留心聆聽老師講解

開學禮

小一新生適應日

小六祝光禮

小一開筆禮

家長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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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聯福堂教牧同工與老師一起為學生禱告

冼麗明主任及梁詠雯主任獲保良局王賜豪

( 田心谷 ) 小學邀請擔任「教師發展日：

跨學科課程分享」的演講嘉賓

完成任務，進行領袖生鳴金收兵禮

李校長欣賞各隊完成
任務的領袖生

東華三院隸屬

小學教育顧問 -

陳梁淑貞校長

致勉辭

學生認識記者的工作

學生踴躍提問

教師積極設計適合的學習主題 老師們進行跨學科會議，商討各年級學習內容

跨學科課程教師會議

職業特工 - 記者

教師發展

小一家長會

領袖生鳴金收兵
小六祝光禮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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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科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獲獎學生

中
文
科

Asia Kids Talent
2021 3rd Chinese penmanship Contest

Division P3-P4 Excellent
4A 廖珞晴

Grea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GIRDC)  
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2021 ( 第二季 )

中文 初小組 金獎
2D 曹丞捷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青年兒童朗讀家大賽 2021
普通話小學高級組 銅獎

6E 李灝燊

英
文
科

Grea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GIRDC)
Hong Kong Chinese and English Pennmanship Competition 2021 

(Season 2)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Junior Primary MERIT SILVER

2D 
Cho Dennis Shing Jit

數
學
科

創世紀教育中心
2021 《中華盃》國際數學精英邀請賽初賽

二等奬
2C 冼懷諾

創世紀教育中心
2021 《中華盃》國際數學精英邀請賽總決賽

小一組 一等獎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2021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Final Round

Golden Medal and Legend Award
3C 李思朗

香港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全國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三等獎
3E 吳為霖

IERC ( 國際文化事業 )、HKMAEA 港澳學術交流會
香港盃

五年級奧數 金獎
5A何佳諾

體
育
科

九龍城區體育會
國慶盃 2021 劍擊錦標賽 
U7 女子個人花劍 季軍

2C 趙藴晞
三武士會

三武士劍擊邀請賽 2021
U7 男女子混合花劍比賽 亞軍

九龍城區體育會
劍擊錦標賽「回歸盃 2021」

U7 女子花劍 季軍

香港游泳協會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50 米背泳 季軍

2D 余可晴
香港游泳協會
國慶游泳錦標賽
50 米捷泳 第 6名

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資助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21
男童 ( 搏擊 ) 蠅量級色帶 B組 亞軍

6B 何頌賢

香港花式跳繩會
SuperJump 全港跳繩錦標賽 2021

30 秒前繩速度跳 冠軍

6E 李灝燊
香港花式跳繩會

SuperJump 全港跳繩錦標賽 2021
30 秒後繩速度跳 季軍

南青足球會
黃大仙南青盃
U12 碟賽 冠軍

飛達田徑會有限公司
立定跳遠

男子 2011 立定跳遠 亞軍
5A 何佳諾

科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獲獎學生

音
樂
科

International Fringe Associa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FRINGE MUSIC COMPETITION 2021
ABRSM / TRINITY GRADE 4 PERCUSSION CLASS

SECOND HONOUR

3E 陳迦南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IYMC)
International Youth Stars of Tomorrow Competition 2021

Brass Group Trombone Grade 4   Second Place
5A 黃煜竣

International Fringe Associa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IPIFA Percussion Festival 2021

Solo Marimba Class (2 Mallets) - Primary School B Class  
Second Honour

5B 劉諾怡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音樂智能之第四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馬林巴琴 - 小三至小四組 銀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敲擊樂 ( 音高）獨奏 - 高級組 銅獎

香港學校音樂培訓計劃
網上獨奏比賽 2021
敲擊 幼苗組 金獎奬

2B 梁以行

香港學校音樂培訓計劃
網上獨奏比賽 2021
長笛幼苗組 銀獎

2D 陳穎妤

香港學校音樂培訓計劃
網上獨奏比賽 2021
小提琴 中階組 金獎

3A賴仲熙

香港學校音樂培訓計劃
網上獨奏比賽 2021
小提琴初階組 銀獎

3D 陳子惠

香港學校音樂培訓計劃
網上獨奏比賽 2021
長笛高階組 金獎

6A 陳子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銀獎

3D 陸芷晴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音樂智能之第四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木琴 / 馬林巴琴 / 鋼片琴
小一至小二組 銀獎

3A黃煦天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2021 年第十五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中級組獨奏 ( 指定曲 ) 銀獎

2B 陸詩語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香港學界音樂大賽 2021

口琴 小學初級組 ( 自選曲目 ) 銅獎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2021 年第十五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中級組獨奏 ( 指定曲 ) 銅獎

6A陸栩穎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香港學界音樂大賽 2021

口琴 小學高級組 ( 自選曲目 ) 銀獎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2021 年第十五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初級組二重奏 銀獎

2B 陸詩語 
6A 陸栩穎

視
藝
科

GNET STAR
第 3屆 515 國際家庭日全港青少兒繪畫比賽 2021

小童組 銀獎
2D區雅善

GNET STAR
第 3屆 515 國際家庭日全港青少兒繪畫比賽 2021

中童組 銀獎
3C 駱心恩

ASIA KIDS TALENT
Asia Kids Talent 2021 Dragon Boat Festival Painting Contest

Division: Primary P.1-P.2, 2nd Runner Up
2E 楊曦謠

good morning CLASS
肖像畫繪畫比賽 2021
2012 組 銀獎

3E 駱心悅

Korea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88th World Children's Art Conference 

Merit
3D 黃俊諺

HONG KONG Arts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Ingenuity Cup Drawing Creation Competition

Group: 2012-11 Gold Award
5A 高琪涵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中童組 西畫 銅獎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節日童歡樂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21

少年組 銀獎
6B 鄭啟駿

上表是 2021 年 7 月至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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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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