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委心聲

黃埔宣道小學

大家好，我是
李仲倫先生，是家
教會其中一位榮譽

家長教師會會訊

家委，我的兩位孩

大家好！我是5A班黃煜竣媽媽。常言道：

子在宣小畢業，現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真的一分一

分別就讀中五及中

秒，靜悄悄地過去。轉眼間加入家教會已兩

一。我曾任家教會

年，在這段期間，我認識了無數家教會委員，

地址：紅磡黃埔花園德豐街 21 號 電話：2336 7742

司庫多年，孩子畢

感謝他們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讓各項會務可

業後，有幸還可以

以順利進行，大家一起發揮了家校合作的精

以榮譽家委身份，

神。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非常珍惜每

為家教會及為宣小

一次與家委們開會相聚的時候。感謝大家給我

學生出一分力。由於疫情影響，我們未能有全日

這難能可貴的機會，讓我得到了這難得寶貴的
經驗。感恩天父陪伴我們渡過每一個春夏與秋
冬，陪伴我們經歷了每一個困難與挑戰，無論
何時何地都堅固著我們。在此祝福大家一切安好，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馬淑霞女士（會籍）

傳真：2142 8096

網址：www.apsw.edu.hk

席 的話
主

實體授課的機會，因此大家未能享受家教會像以

大家好，主內平安！在過去兩年反覆的疫情下，無論大人或小朋友

往為學生準備豐富的活動，但我們在這段期間並

無奈地要面對各種轉變，如教與學模式改變、生活的新常態、同學轉

沒有躲懶，校長、老師及家委如常開會商討有關

校、或親友移民，身體和心靈上都要有所適應，真殊不容易！當我們面

學校學生的事務。期待疫情早日結束，我們可以

對挑戰或轉變的時候，感恩可以倚靠那位由始至終也不改變的上帝！衪是我們最大的後盾。

重新編排精釆的活動給大家，期盼大家到時能踴

由於疫情的影響，家教會歷年來有份舉辦及協助的活動，如新春團拜、親子運動會、親子旅

躍參與，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家教會及學校的支

行等等，均無法如期舉行，大大減少了跟家長面見交流的機會。雖然如此，家長們仍踴躍支持僅

持，祝疫情早日結束及大家身體健康！

有的家教會活動，更作為家長義工協助活動，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在這段時間，大家無論向我

李仲倫先生（榮譽家委）

家長 義工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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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委員分享所擔心、憂慮及疑問的事情，我們均如實向校方反映及商議。在溝通的過程，讓家教會強化作為學校與家長的橋樑角
色。雖然有時結果未必如大家期望，惟也感謝大家耐心等待、包容、體諒和對家教會的信任。感恩家教會有大家的同行。
轉眼間，我作為家教會委員及主席，共四年的任期快將完結。我幼兒今年也要離校升中，我只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這

大家好！我係6E

個充滿歡樂及愛的大家庭。回想最初成為家長義工，參加午膳姨姨、防疫姨姨、級聯絡、協助敲擊樂團、小精兵獎勵活動、參觀活

王靖喬3C王靖鈞媽

動……等。繼而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參與籌備及執行各類學校活動。我在不同崗位上扮演不同的角色，與老師及其他家長義工一

媽，好高興能夠成為

起合作。感恩沿途有你們每一位的同行。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各委員及家長義工！在不久的將來，家教會將有新一屆委員選舉，希望大

選擇黃埔宣道小學作第一志願！雖然派

黃埔宣道小學家長義

家多多參與及支持！

位未能派到第一志願，但幸好面試成功

工一份子。一開始參

如願升讀！由於幼稚園已經是家長義

與家長義工時，我每

工，所以進入小學亦毫不猶豫繼續成為

日都會在午膳時候回

家長義工。雖然因為疫情關係，很多活

到學校協助同學進行

動都改為網上進行，但看到家長同學依

午膳及維持秩序。另

然踴躍參加都非常高興！各級家長義工

外我亦會參與不同的

代表都非常熱心，好高興亦好希望在未

義工活動，如學校的開放日、遊戲日、聖誕佈置……參

來日子可以繼續合作，聯繫各位。弟弟兩年後會步家姐後塵，所

與這些活動時令我可以認識到不同年級的家長，大家可

以我可以有八年出力的機會！希望可以能多些參與面對面活動，

以互相交流。

接近升讀小一才搬到黃埔區，只有
很短時間去了解本區的小學，最後決定

最後，我相信「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只要大家能攜手同心，多溝通，多包容，多體諒，學校必定繼續成為一個充滿關愛
的地方。盼望這充斥著愛的文化和氣氛，不受環境阻隔，或疫情影響，繼續常存於黃宣這大家庭中！
在神帶領下，祈盼疫情早日結束。

期盼各位家長能加入黃埔宣道小學的家長義工，為
學校及小朋友出一分力。多謝大家！

友的小學生活更精彩！

1E劉紫蘊媽媽（家長義工）

校長 的 話

尊敬的馬主席、各家長教師會委員、榮譽家委、家長伙伴及孩子們：
願主耶穌的恩惠和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回望過去的一年，相信家長夥伴和孩子們最常出現在腦海的「關鍵字」一定與疫情有關，當中包括

讓小朋友可以學多點，感受多點，過開心的學校生活！希望未來
疫情緩和後會更多機會見到大家，為大家安排更多活動，令小朋

馬淑貞女士（主席）

「口罩」、「網課」、「疫苗」、「特別假期」、「疫苗通行證」及「快速測試」等字詞，疫情也讓我
們感到擔憂和不安。面對無情的疫情，我們會感受到挫折和失意，但我們絕不接受環境的擺佈，疫情也

6E王靖喬3C王靖鈞媽媽（家長義工）

讓我們學會珍惜和感恩。雖然本年度仍深受疫情所影響，但我們深明白萬事只要互相效力，並順從天父
的指示及懷著正向心情，盡自己的本份，一切困難都能克服。
我們感恩一直得到家長教師會作為學校的最強後盾和橋樑，在疫情期間也沒有打頓家長教師會作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橋樑工
作，令各項因疫情需要對焦和快速回應的校務及家長教師會的各項工作得以繼續開展。

感謝天父爸爸安排了我家兩位孩子入讀這所黃埔宣道小學，「黃
宣」不僅是一所令孩子能愉快地學習知識的地方，更因著透過校長和

雖然各項家長教師會活動如新春喜洋洋、家教會親子旅行及家長義工茶聚等仍未能如以往般舉行，惟本人藉此機會，再次由衷

老師們悉心的教導和帶領下，培養他們擁有愛與關懷，以及屬靈的良

地感謝主席及各家長教師會委員在疫情期間的付出。期望疫情稍緩，家長教師會能繼續提供不同類型的家校活動予家長及孩子們參

好品格。

與，藉此彼此交流，促進家校間更多的交流，期望到時大家能珍惜機會，踴躍參與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因著孩子對學校的投入感，並且學校也重視家校合作的環境下，

館盤點及包書等工作

家長義工協助學校圖書

我感恩在6年前有幸能成為本校的家長義工，參與及協助不同類型的校

炎夏已來臨，惟孩子的課堂學習活動因早前特別假期關係將一直延至八月上旬，期盼孩子在「不一樣」的炎夏中能繼續在生活
和學習中體驗不同的事物，從中學會學習，健康成長！暑假過後，也將迎來學校創校25周年，在此祝願家校同心同行，共同迎接學
校豐盛及恩典滿載之廿五載。

內外義工服務，（例如：午膳姨姨、防疫姨姨、開放日家長義工服務

李德衡校長

大使、敲擊樂團家長義工、小精兵獎勵活動、聖誕校園佈置、參觀活動……等）
在義工服務活動中，讓我見證着老師們為孩子所付出的一切，這深深感動了我。而
每次完成家長義工服務後，我也越來越喜愛黃宣的家長義工校園生活！只要能幫助到老
師協助孩子們在校的活動或日常流程，一切也覺得圓滿！
最後，我們只要藉着信靠神和不住的禱告，祈求疫情快過，相信我們的美好校園生
活會再次重現！
4

5B 劉諾怡及舊畢業生劉諾昀家長

家長義工協助學校圖書館盤點工作
第二次家長學堂「走上奧運舞台」家長講座

小女童軍隊成立

1

教師心聲

大家好，我是4A班廖珞晴的媽
媽。時間匆匆過去，轉眼間我已經在

我是梁詠雯主任，多謝天

家教會兩年了，成為家教會委員後，

父，在剛過的一年中，讓我第二

多了機會接觸老師和認識學校，感受

次成為黃埔宣小家長教師委員會
疫情的發展，我不能預見；但家長的熱

內的教師委員，主要負責聯絡及

心，我每年都感受到。疫情下，疫苗通行證

統籌家長義工事宜，與不同級別

的實施，或多或少令到家教會不能如以往一

的家長接觸多了很多。

樣舉行不同活動讓家長及學生參加，也少了

今年有幸再與林苑珊女士一起擔當家教會的聯絡

機會讓家長到校協助義工工作。然而，這無

工作，十分欣賞林女士和家長義工團隊對學校的熱

損家教會委員及家長對學校的照料。我們舉

愛。疫情下，得到林女士和各家委老師和成員們的衷

行網上的家長義工聚會，出席家長不少，以

力合作，他們不辭勞苦為學校各個活動無私付出，積

了解到校當義工要注意的事項及進校要遵行

極協助及支援，使各項活能順利完成，實現了「萬事

的防疫要求。每當學校需要家長義工時，向

互相效力」，感謝天父一切的帶領！為此代表學校和

家教會或學校報名的家長一定不少。本年度

家長教師會衷心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

雖然未能舉辦活動，但家教會仍以其他形式

梁詠雯主任（宣傳及聯絡）

去發揮其角色，例如舉辦家長講座，舉行「家長也敬師」和「讚賞之

家委心聲
大家好嗎？這兩年，大家好

到老師們對學生們的關愛，真的很開

嗎？孩子適應世代的變化嗎？家長

心小朋友能在這所充滿愛的學校裏愉

們一切還好嗎？

快地學習。

這學年又在無聲無息間溜走

由於受疫情反復的影響，今年很多活動也未能舉辦。但我仍然

了！謝謝你們！孩子與我在這兩年

很榮幸能夠邀請到東京奧運會香港劍擊隊運動員代表—蔡俊彥先

間，能與大家透過電腦同哭同笑，

生蒞臨學校分享他的奧運之路。是次講座反應熱烈，很多家長都被

可惜沒太多時間真實地同跳同跑同

蔡俊彥真誠的分享所感動、 欣賞他堅毅不屈的精神並受到他的啟

吃飯。

發而反思自己和孩子的關係，確是獲益良多，希望我將來有機會再

我們這屆的家委會就到尾聲

邀請更加多不同的運動員和大家分享其心路歷程和互相學習。
黃埔宣道小學是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很開心能成為其中的一
分子。希望學生們繼續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最後，在此祝福
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有著滿滿的愛。

星」活動。在此，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主恩滿溢！

了！對不起！在這個巨大轉變的兩
年間，難以兌現競選承諾，未能好好為大家服務。身為康
樂籌委卻籌備不了活動給大家真是一大遺憾。如果再有機
會，好希望能再一次成為大家和學校之間的歡樂橋樑！

曾芷昕女士（副主席）

洪良參助理校長（第二副主席）

袁愷儀女士（康樂）

很開心可以於本年度
擔任家長教師會司庫一
各位，大家好！我是負責
今年家教會會籍的梅杏儀老
師。今年很高興有機會參與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回顧過
去一年參與家教會的會務，
感恩我校有一羣積極熱心的
家長義工們及委員，即使面
對「疫」境仍盡心盡力地支
持學校，發揮「家校合作」
的精神。家長義工們不辭勞
苦地為學校各項活動當義工，各家委們在會議中積極地提

大家好，我是3D班余熹諾媽媽，

職，回想起這一年於家教
會的服侍, 實在經歷了神的
種種恩典。感恩能與前司
庫蔡德志先生及替補司庫
溫凡佐先生一起合作, 看見
家長委員們在忙碌生活中
仍然無私的委身，不辭勞
苦的支持及配合學校發展,
讓我深深體會到群策群力
的重要！感謝各委員的付
出，願神的祝福及恩典與你們同在。

蔡淑華主任（司庫）

出寶貴的意見，都令我非常感動。謝謝你們！祝願大家身
心靈強壯，主恩滿溢！

六年黃埔宣道小學生涯快要結

今年雖然因應疫情減少了很多家教會家

束了，感謝學校老師教導與關懷去

長義工服務活動，幸好在開學初期疫情

共同面對這幾年「非常」日子。我

緩和一點時，仍能舉辦幾個活動，例

們的女兒成長了，作為家長亦經歷

如：打針活動、聖誕佈置、Stream Day

了很多，學懂了很多。感恩我們一

等，都需要很多家長義工幫忙，有幸很

家仍然安好。回想小一迎新會的當

多家長都熱心參與，踴躍幫忙協助，令

天，我們女兒像小天使般純真、好

我十分感動及衷心感謝大家，還要謝謝

奇、忐忑的眼神，我們仍然歷歷在目。疫情的發生，帶走了很多校園生

我的好「拍檔」梁詠雯主任 有緣地我們第二次合作也很

活。我們由不知所措到沉着面對，心裏始終帶點遺憾。想不到再過多一

順利；更要感激六位級聯絡，在這兩年來每次都很有效

個月，她就要走入人生的另一階段。我們現在的心情實在依依不捨！

率地協助尋找家長義工！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這幾天看到她收到中一迎新信件，再次看到她憧憬參與迎新會的
「小天使眼神」，感謝神讓我們的小天使沒有迷路。我祝願她永遠懷有
一顆赤子之心去迎接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光陰不能倒流，亦衷心希望各
位家長珍惜這些寶貴的時光，一起在孩子生命中留下親切的足跡。

梅杏儀老師（會籍）

溫凡佐先生（司庫）

很榮幸加入宣小短短一年，

同時感謝校長和老師們在疫情期間，保障同學們免
受感染而快速應對和貼心安排，讓家長的我們安心。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疫症能快快遠離大家，回復正
常校園生活，能夠有更多家校合作活動給大家，令孩子
們能在這個大家庭愉快學習及成長。

林苑珊女士（宣傳及聯絡）

能夠擔任本年度家教會文書一
大家好，我是前4A班蔡迦喬

職，切實感受到各位家委對學校
大家好！我是負責今年家
教會康樂的冼麗明主任。很感
恩今年能再次與各位家委合
作，共同商討家、校之間的事
宜，為我們的孩子們而努力。
在這個「新常態」下，我們未
能於本學年舉辦任何家教會活
動，我們也感到可惜，希望疫

爸爸蔡德志，今屆的前司庫及替代

的關心和愛。

家長校董。

雖疫情下未能舉辦以往的親
子活動，但各位家委和家長義工

迦喬因私人原因，已於今年四

仍非常積極幫忙學校的事務、擔

月退學。感謝主，讓她在黃宣過了

年任期，在這兩年間獲益良多，認識了

當活動日的義工等，一直非常熱

四年難忘的學校生活。

很多老師和家長，擔任文書一職也讓我

心服務學校，風雨不改。

感恩學校、家長的支持和信任，我有幸在不同崗位為各持份者服

一間學校能越走越遠、建構愉快的學習環境，家長的支持實

情盡快過去，回復往昔熱鬧的

在功不可抹。感恩本年度能與各位家委合作，令我深受感動、獲

美好時光。盼望各位家長能對

益良多。

家教會繼續鼎力支持，投入參
與，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冼麗明主任（康樂）

務，參與各項義工工作，亦有機會涉獵有關學校行政事務。
疫情漸漸受控，學校亦逐漸回復正常，但依然充滿挑戰。經過四年
的投入，我深信往後無論遇到多少困難，黃宣強大的家校合作力量，必
定能將問題一一化解。

祝願大家主恩常在、身體健康！

鄭慧祈老師（文書）

再次衷心感謝校監、校長、各位老師對小女的照顧及悉心栽培。
最後，祝黃埔宣道小學桃李滿門，家長教師會會務日隆！主佑！

蔡德志先生（前司庫：任期至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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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4A班鄺日熙和1B 班
鄺日朗家長。轉瞬間快將完成家教會兩

了解更多家教會工作。
面對疫情，很多家校活動要被迫取
消，就連課堂學習也大受影響，但感恩
家長們努力配合學校防疫安排，學校亦
積極發展網上平台，讓學生能停課不停學，並推出多項網上活動
讓學生參與。我亦樂意做家校橋樑，加強彼此溝通。
這年頭相見不易，相聚更難，但願我們能珍惜在黃宣大家庭
日子，同心同行。願榮耀歸與天父！

余素文女士（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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