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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校長－蔡本讓校長 1985 年 8 月接收現址校舍
開校元老

楊潤玲校長接任校長一職 蔡校長與楊校長合照

現址校舍正式啟用
未來新校舍

基督教全人教育的承傳

    迎向 2021，學校將

實現遷校的夢想，邁向

新的里程，繼續見證上

帝豐盛的恩典和慈愛，

造福莘莘學子，成為一

所神人共悅的學校。

    1984 年，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

會於沙田區創辦了宣道會陳元喜小學。當

年，蔡本讓校長，聯同教職員團隊一共 12

人，開展了艱鉅的創校工作。

    學校以「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章十節）

為校訓，以聖經的真理作為教育的基礎，

結合現代教育理論與方法，提供優質教

育，使學生能明辨是非，追尋真理，在靈、

德、智、體、群、美六育方面得到均衡發

展，邁向豐盛人生。

    2005 年，蔡本讓校長榮休，楊潤玲校長接任校長一職，帶領學校致力實踐優質基督教全人教育，建立温馨

關愛校園。學校深信每個人都是按著上帝的形像被造，各有獨特與尊貴的地方，藉着基督教教育能使人去惡從

善，發揮天賦潛能，榮神益人。正如聖經所記：「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言二十二章六節）

    2020 年，楊潤玲校長榮休在即，吳澤來候任校長將接棒承擔教育的使命，讓每一位「元喜小孩」在愛的培

育下成長，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就是「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二

章五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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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穿華
服參加中

國文化日

小小親切運動
35 周年校慶音樂劇慶功宴

楊潤玲校長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自 1984 年創校至今，不經不覺已踏入 36 年了。

多年來，「關愛校園文化」是我校的特色。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我們樂意與「元喜小孩」及家長分享從上

而來的恩典和愛。我們教導學生要愛自己，愛身邊周遭的人和愛天父，並

成為別人身邊愛心的天使。

　　曾經有一位家長告訴我，她非常認同校長的一句說話：「離開聖經，

學校無法教好每一個『元喜小孩』。」的而且確，學校秉承辦學團體「辦學傳福音」的使命，實踐基督

教全人教育，全校老師按着聖經的真理，以身教和言教培育學生，以生命影響生命。對老師們來說，教

學並非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服侍，老師們帶着愛出發，讓福音遍滿校園，並讓孩童在愛中健康愉快

地成長。正如主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馬太福音 19 章 14 節上）我們深信「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 章 6 節）

　　學校以靈育貫穿生命教育及正向教育，讓學生明白生命的可貴，並學會珍惜生命。我們教導學生遇

挫敗不放棄；遇喜樂要感恩。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內化聖經的真理，並以詩歌陶冶心靈。 最重要的是，不

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信心、愛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4章 12節）

我們期望每位「元喜小孩」都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心腸，並學效主耶穌基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

服務人群，榮耀主名。

　　最後，我們要感謝上帝的恩典及帥領，祂為學校預備了一所中學的校舍作為重置校舍之用，我們將

有更寬敞的校園環境，更新穎的校園設施，更完善的課程規劃，學校定必更創高峰！

　　臨近退休，我謹以至誠的祝福，祝願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校務蒸蒸日上，並成為一所神人共悅的學校。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校長的話

愛的教 育

快樂的小一百日宴

大阪科技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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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望

姓名：  吳澤來  

出生日期：  2 月 3 日

居住地區： 沙田區

婚姻 / 家庭狀況：已婚，有一仔一女

學歷：教育碩士

教學年資：  20 年

曾任教的科目：除體育科外，各科都曾經教過

宗教信仰：基督教

性格：開朗、隨和、堅毅、作息有規律

興趣：聽詩歌、彈鋼琴、玩數學遊戲 ( 如：數獨 )

最喜歡吃的食物：日本菜

最難忘的事情：第一次進醫院做手術 ( 有興趣可找我聊聊 )

    我希望能在「元喜大家庭」中與老師和同學們經歷許多個第一次，並創

造一個個開心有趣的回憶。同時，我亦希望能和大家一同經歷上帝的恩典和

美善，共同學習，一同成為蒙神喜悅的基督精兵。

一起穿華
服參加中

國文化日

候任校長素描

心靈互動

豐盛堂新同工                                      

  駱偉國傳道（1C 駱頌恩家長）

    大家好，我是駱偉國傳道，我有兩個女兒，大女兒今年 7 歲，細女兒今年 2 歲半。很感恩，神今年

把我們一家帶到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我既是豐盛堂的傳道，也是 1C 班駱頌恩的家長，很有「堂校一家」

的感覺。

    我在一個非基督教家庭成長，爸爸媽媽是傳統的中國

人，相信中國傳統民間信仰，我們甚少接觸基督教。直到

2004 年，我在一個佈道會中決志信主 ( 相信主耶穌 )，從那

時起，我才知道原來這美麗的世界是由一位神所創造，祂有

恩典與慈愛，祂很愛我們，甚至將自己的生命賜給我們。

    我從前是一個甚麼都沒有的小伙子，經過 16 年的基督

教信仰生活，神一步一步地帶領我，一件一件的賜給我；現

在我有了學位、工作、家庭、房屋、孩子、生命成長、教會

和事奉等等。主耶穌讓我的人生變得豐盛，讓我的人生變得

精彩。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約翰福音 10 章 10 節下 ) 聖經提醒我們，耶穌來不

是要定人的罪，也不是要人遵守嚴謹的規條。耶穌來是要叫

跟隨祂的人，得着豐盛的生命，叫人的生命變為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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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百日宴切蛋糕儀式 我們上學滿一百日了！

親子傳球樂融融

合班成長課

小五生活營

小六畢業營

一起淋水

一起翻土 小六即興農夫

小五愛心之旅「黑暗中對話」 小五小組活動

小四小組活動

小四挑戰日營

靈育及生命教育

成長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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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玩攤位遊戲
中國華服真漂亮

場面熱鬧的「元宵」 自製襟章

花MI 貓彩繪

CSI 元喜鑑證科 ~ 牛奶放煙花

CSI 元喜鑑證科 ~ 變色晚餐

「元喜小孩」愛閱讀

動腦天地小息活動
思巧題大挑戰 自主學習小息活動

遊戲室內的快樂時光

中國文化日

小息的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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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in the Reading Room!

中國文化日中文科攤位遊戲

幼稚園參觀中文課堂，座無虛席

保良局第十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複賽獲晉級，6B 鄭可悠同學（前右一）榮獲兩場賽事的「最佳辯論員」獎項。

Buddy Reading

English Day Camp

Mr. Michael and the three bears

Puppetry practice

«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保良局主辦全港小

學辯論比賽

«  中國文化日

«  出版《文集》

中文科

«  Special Fridays

«  Buddy Reading

«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  Penmanship Competition

«  Scholastic On-line Reading

«  English Fun Day

«  Puppetry Competition

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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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算活動  «  解難訓練  «  數獨

«  創意數學遊戲設計  «  量度訓練  «  智慧書中尋

倒水準備進行測
量活動 預備測量物件 當水排出便可從量杯中

知道它的體積了
數獨活動

一年級參觀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參觀田心消防局

三年級參觀綠在

沙田－製作環

保酵素

«	齊來背金句

«	「與主有約」閱讀活動

齊來背金句「與主有約」閱讀活動

數學科

宗教科

«	一年級  參觀動植物公園

«	二年級  參觀田心消防局

«	三年級  參觀綠在沙田

«	四年級  鐵釘生鏽實驗

«	五年級  光的反射、閉合電路實驗

«	六年級  槓桿實驗

«	CSI 元喜鑑證科

常識科

六年級進行槓桿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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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詠組於 35 周年校慶音樂劇獻唱

動感校園－田徑班

從圖書中學習運動
知識

齊來伸展，鬆一鬆小三同學踢足球體驗

集誦隊訓練認真

一年兩次的學生視覺藝術精選作品展吸引很多家長前來參觀

«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	藝育菁英 YADF 大師承傳工作坊

«	父親節卡及母親節卡設計比賽（校內比賽）

«	學生視覺藝術科精選作品展

«	沙田兒童合唱團周年

  音樂會 2019

«	35 周年校慶音樂劇匯演

«	畢業生獻唱曲詞創作

«	小小音樂家

音樂科 

«	體適能活動

«	閱讀體育圖書活動

«	學習歷程檔案

«	週三早操活動

«	動感校園活動

«	足球推廣活動

體育科

«	參加香港學校朗誦節

獨誦及集誦比賽

«	週四普通話日

«	中國文化日攤位活動

«	校園電視台「普通話

  一分鐘」

«	定期「推普板」自學

活動

普通話科

週四普通話日活動

視覺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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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校外比賽成績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

學

術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 / 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2019《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三年級團體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亞軍

2020《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四年級 4B 許泓澤 一等獎

二年級 2D 趙柏添 二等獎

二年級 2A 賴柏希

三等獎
二年級 2D 殷子承

五年級 4B 劉頌恩

五年級 5B 唐一儒

第九屆青少年德育勵進盃
全港校際圍棋錦標賽

初小組 1D 陳孜行

優異獎
初小組 2D 殷子承

中小組 3B 陳悅思

第十屆香港少年圍棋
百傑賽

兒童組 2D 殷子承

畢得鳥家庭－童心同步
全港小學生看圖作文比賽

初小組 4A 方紫喬 季軍

2019 數學智能之
全港數學挑戰賽

小二數學組 2C 周子文

卓越獎2019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
協會數學智能之
全港數學挑戰賽

小學二年級組 2A 陳妤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D 殷子承 銀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19-2020 年全國青少年
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現場作文初賽
小學三、四年級 3C 布曉錡 三等獎

2020《華夏盃》奧數初賽 /

2E 李昊宸
一等獎

4B 許泓澤

6A 岑日朗

二等獎

5B 馮子軒

5A 呂子顥

4A 陳智盈

4A 李昊栩

3C 岑日雋

2E 杜隼一

3B 陳柏祖

三等獎
3D 楊夏天

5A 丘旻峯

6A 黃侃余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 / 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體

育

第十九屆跆拳道錦標賽 搏擊 4C 周晉楠 優異獎

2019 元朗區迎國慶兒童水運會

25 米浮板賽
（5-6 歲）

2B 張傲哲 冠軍
25 米自由泳
（5-6 歲）

2019 沙田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 FJ 組

單打
4A 袁匡庭 殿軍

2019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搏擊組

2D 袁爾澄
季軍

個人品勢組

2019 樂華跆拳道會搏擊比賽 搏擊 冠軍

2019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分區
週年游泳拯溺錦標賽

男子組 10-11 歲
100 米自由泳

6B 劉兆峯 季軍

2019 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MJ 組
4B 方紫匡 亞軍

2019 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9 歲或以下）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9 歲或以下）

4A 方紫喬 冠軍

2019 離島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MJ 組

2019-2020 全港兒童單車大賽 繞圍賽男子 8 歲組

3B 陳子朗

殿軍

2019 慈善 PB 跑樂心繽 FUN RUN
將軍澳站

3KM 男子個人
2010-2011 組別

季軍

2019 慈善 PB 跑樂心繽 FUN RUN
馬鞍山站

3KM 男子個人
2010-2011 組別

亞軍香港 Guy x 美津濃跑 2019 3KM 8-9 歲

創新競跑 10 公里 2019
3 公里男子少年組

8-9 歲

飛達秋季「霸王」盃田徑賽 男子兒童組

冠軍
2019 越跑越有慈善賽

個人組 3 公里
精靈跑 男子 8-9 歲

香港五恆跆拳道總會第三屆個人
及隊際套拳比賽

兒童高級 A 組
（個人賽） 6A 劉承軒

優異獎

自選隊際組 冠軍

2019 體藝動力 x CSC 週年聯合短池賽  

25 米蛙泳

2A 陳妤蕎

亞軍
50 米蛙泳

25 米自由泳
殿軍

50 米自由泳

2019 全港學界鑽石田徑賽（第三屆）

女子 2012 年組
60 米跨欄

亞軍
女子 2012 年組

火箭標槍

女子 2012 年組
跳遠

優異獎

女子 2012 年組
小鐵人

獎

2019 韓國武術推廣日暨表演賽
黑帶組搏擊比賽

4A 張凱晴
冠軍

踢腳速度賽 亞軍

2019 親善盃棍網邀請賽
初級組團體

4A 李昱希
4A 陳蓁樂
4B 蕭衍揚
4B 林穎琛
4B 鄭梓恩

冠軍

4C 陳文軒
4C 曹海欣
4D 賴嘉美
4D 陳左浩
4D 陳迪臣

5A 梁啓心
5A 潘家銘
5B 唐一儒
5C 謝國賢
5C 莊曉亮

初級組個人挑戰賽 5B 唐一儒
亞軍

2019 香港棒球總會全港棒球青少年聯賽 U11 組別 5A 葉瀚文

2019 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4A 方紫喬同學獲得冠軍

4B 方紫匡同學獲得亞軍

4A 何梓謙同學獲得 2020 年

沙田武術錦標賽 M9 男子拳

術組－南拳冠軍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 / 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體

育

2020 年沙田武術錦標賽
M9 男子

拳術組－南拳

4A 何梓謙

冠軍

2020 全港校際
武術公開賽

M9 男子
短兵器組－刀術

小學組集體南拳 亞軍

個人學校組
小三至小四－

中級刀術

季軍
個人學校組

小三至小四－
個人全能

個人學校組
小三至小四－

中級南拳

小學組－
集體刀術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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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 / 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朗

誦

第十六屆德藝雙馨
香港區賽

普通話獨誦

2B 張傲哲

亞軍

2019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
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

HKYPA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
少年表演藝術節朗誦

及故事演講大賽
普通話詩詞獨誦組 冠軍

第十一屆才藝朗誦比賽

普通話初小男子詩
詞組

亞軍
普通話高小女子詩

詞組
5A 布曉婷

普通話高小女子散
文組

優異獎

第 71 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普通話詩詞集誦 普通話集誦隊 亞軍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2B 周伊諾

冠軍2D 邵紫盈散文獨誦 - 普通話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2D 林樂軒

散文獨誦 - 粵語 5D 劉皓禮

亞軍
詩詞獨誦 - 粵語 4A 袁匡庭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2B 周伊諾

獨誦 - 英文 3B 陳悅思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6B 余嘉怡

季軍
5A 布曉婷

4B 許泓澤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4A 陳蓁樂

清泉盃全港朗誦大賽

普通話小學詩歌
(P1-P2)

2D 林樂軒 亞軍

普通話小學故事
(P1-P2)

2D 邵紫盈

冠軍

亞軍

多才多
藝獎

普通話小學詩歌
(P5-P6)

 6C 戚桐敏

冠軍
普通話小學散文

(P3-P4)
3B 劉 洋

普通話小學詩歌
(P3-P4)

4C 梁希雯 亞軍

普通話小學詩歌
(P1-P2)

2B 王 正 季軍

第八屆“藝海之星”綜藝
比賽

普通話小學詩歌
(P1-P2)

2D 邵紫盈

亞軍

普通話小學散文
(P1-P2) 冠軍

普通話小學詩歌
(P1-P2)

2B 張傲哲

 2B 馬一正

亞軍

普通話小學詩歌
(P5-P6)

5B 鄺雅翹

普通話小學散文
(P3-P4)

 4A 鄺政堯

3B 劉 洋

普通話小學詩歌
(P5-P6)

 6A 練瑪麗

 6A 練瑪麗

普通話小學散文
(P3-P4)

3D 倫佩雯 季軍

第十一屆【中華挑戰盃】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初小組普通話新詩 2B 張傲哲

冠軍
2D 邵紫盈初小組普通話散文

初小組普通話故事 2D 邵紫盈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

6C 戚桐敏

6A 練瑪麗

亞軍6A 文韻茵

6A 彭梓鏵

初小組普通話新詩  2B 馬一正

季軍
高小組普通話散文 5A 劉鎧晴

初小組普通話新詩 2A 陳妤蕎

普通話女子散文 3C 布曉錡

/ 2D 邵紫盈
最高榮
譽大獎

/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優秀
教育

機構獎

2020 香港兒童朗誦公開賽
小學高年級組
（P5-P6) 粵語

5D 余悅 冠軍

舞

蹈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 / 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

個人舞 7-8 歲倫巴

2D 邵紫盈
冠軍

個人舞 7-8 歲查查查

個人舞 7-8 歲雙項倫
巴 / 查查查

季軍

2019 袋鼠盃舞蹈比賽
10-11 MODERN 

JAZZ DUO

5A 陳以巧
金獎HONG KONG(ASIA)

CHOREOGRAPHY 
COMPETITION

/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少年組單項 銀獎

第 56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舞蹈 A 組 甲級獎

視

藝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 / 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2019 擁抱我夢想 全港繪畫比賽 初級組 2A 梁欣媛 季軍

小畫家大夢想全港繪畫比賽 小童組 2A 陳妤蕎 銀獎

2019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兒童組 2B 林殷悅 銅獎

其

它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
/ 組別

得獎者姓名 名次

2019 年第三季中國象棋級位認定賽 初小組

3C 詹梓進

精英獎

2019 國慶盃中國象棋賽 小學組 優異獎

2019 年全港小學中國象棋個人賽 初小組 殿軍

2019 保良局第十屆全港小學邀請賽
( 初賽及複賽）

/ 6B 鄭可悠
最佳辯
論員

2A 梁欣媛同學獲得「擁抱我

夢想」全港繪畫比賽季軍

5D 余悅同學獲得 2020

香港兒童朗誦公開賽冠軍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普通話詩詞集誦亞軍

5A 陳以巧同學獲得 2019

袋鼠盃舞蹈比賽金獎

2A 陳妤蕎同學勇奪 2019 全

港學界鑽石田徑賽（第三屆）

女子 2012 年組小鐵人獎

2D 邵紫盈同學在多個朗誦

比賽中均獲得可喜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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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別人即善待自己》
6A李夢霖

    你們曾否對別人好
，而別人亦對你好呢？

其實，任何

一種真誠而博大的愛都
會在現實中得到應有的

回報。所以

善待別人，即是善待自
己。

    首先，我們要謹記
善待別人，常常以真誠

、寬容、有

禮等美德待人處事，因
為這種行為不僅能幫助

別人；別人

也會因這樣，在你需要
幫助時，伸出援助之手

。例如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中，如果
有一位同學忘記帶筆，

同桌借給他；

直到一天同桌忘記了帶
筆，同學一定會毫不猶

豫地借給他。

    此外，我們不要認
為善待別人與自己沒有

任何的關係，

其實只要誠心誠意地對
別人好，人家甚至會以

更大的善意

來對待你。例如「一飯
千金」的故事，裏面是

說明幫助漢

高祖打平天下的大將韓
信在未得志時因境況很

困苦，幸好

得到一位心地善良的漂
母同情，漂母不斷救濟

他，給他飯

吃。最後韓信被封為楚
王，他沒有忘記漂母的

恩惠，命從

人送酒菜給她吃，更送
了黃金一千両來答謝她

。從這個故

事裏可見：只要你誠心
誠意地對待別人，你一

定會得到回

報的。

    總括而言，「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只

要我們真誠

對待別人，別人就會發
自真心地對你好。因此

，我們應該

善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這樣子社會就會多一份

包容，多一

份安寧，多一份尊重了
。

老師評語：立場清晰，能引用適
當的論據支持論點，佳

作！

6D學生作品「我

們的樹」－左

起梁睿哲 、朱嘉

烺 、吳旻軒 、

簡樂霖 及周雋 5B 歐汛殷作品－我的水樽

1C 張晴作品－普普藝術風格的魚

3D 勞逸然作品－拼貼

2A 余泳彤作品－字體與塗鴉

6D 林卓菲作品－畢業特刊封面設計

苗圃集

3C 陳俊傑作品－動畫製作

5A 謝晞蔚作品－

我的水樽

The Tiger and The Mouse
6A Cheng Hing Yi Honey

  A long time ago in a forest, there was a fierce and strong tiger. He thought that he was the most powerful animal in the world so he often bullied smaller animals. The mice who lived near the tiger were often victims. Although they were scared every day, they still bore the tiger. 
  One day, the tiger was going for a walk. He was humming a tune so he didn’t realize that there was a cliff in front of him! He fell off it and he was sad. He tried to climb out but it was too slippery and he couldn’t do it. He yelled, ‘Help! Help!’ but nobody passed by.

  Finally, a mouse passed by. The mouse heard the tiger’s voice and found him. The tiger thought inwardly, ‘Oh no! I have bullied them before so he must be very angry with me. He will not save me. If I had not bullied them, he would save me.’ He was ashamed of himself. Unexpectedly, the mouse reached out his hand and said, ‘Take my hand and I will pull you out!’ The tiger was surprised but he still reached out his hand. Unfortunately, the mouse was too small and his arm was too short. The tiger was nervous but the mouse said calmly, ‘Don’t worry. I will go call for help. Please be patient.’ Then, he rushed away.
  Soon, the mouse returned with a lot of mice behind him. They formed a line and grabbed the tail of the mouse in front and hung on the cliff like a rope. The mouse said, ‘Please climb on us like a rope.’ The tiger obeyed and finally he was saved. The tiger was sorry for what he had done in the past so they became friends. If the mice were ever in trouble, the tiger protected them.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Although others treat you badly, you should still treat them well, then you will have good rewards.  

學生視藝作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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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陳老師：

  你好！我最近讀了一本書，想與你分享。這一本書名叫《大偵探福爾摩斯外傳－俠醫

赤鬍子》，內容是講述福爾摩斯收到緊急電報，得悉華生的恩師赤鬍子遇害身亡，華生在悲

痛之際，也憶起了自己昔日在醫院實習的經過……

  當時華生一心以為會到貴族醫院實習，但最後他被派往的卻是一間破舊的貧民醫院。他

還未安頓好，便馬上被院長赤鬍子下令出診。在失望之際，沒想到他目睹赤鬍子院長不僅以

身作則，用心為貧民治病，還處理令人慘不忍睹的人間悲劇，令他心生敬畏。

    在這本書中，赤鬍子院長教導華生學醫要學習的不僅是醫術，最重要的是要學做人。華

生亦不忘老師的教導，除了醫病外，他會為貧窮人付飯錢，更會為他們挺身而出，彰顯公義。

  在書中，我看到華生透過歷練而成長，我真的想向他好好學習。現今的社會貧富懸殊嚴

重，不公平的現象常常發生，我希望將來自己有能力的話，可以幫助窮人，為公義發聲，相

信你也會支持我這個想法。

  祝
工作愉快！

                                        
             學生

樂霖上      

                                        
                   十二月一日

書趣齊分享

親愛的 6D 班同學：
  你們好！近日讀畢《海底奇兵二》，我深深地體會到「辦法總比困難多」這個道理。
人是活的，困難是死的，在我們的成長路上必定會遇到艱難的事，但這些事情都是有辦
法應對的，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擋我們前進，所以我們都要以積極的心態去面對。正如俗
語說：「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
  書中的主角多莉患有短暫性失憶症，有一天她走失了，和父母分開，只好獨自生活。
隨著年日過去，她完全忘記了父母。在一次意外中，多莉不小心被捲進了海底的暗湧，
一段段與父母一起的記憶在她的腦海間閃過，於是她與好友 Mo 仔一起去尋找父母。他
們遇到了重重難關，但最後都憑著不屈不撓的精神成功找回父母。
  有時，我們做事遇到困難是勢所必然，不能避免的，但我們不應感到氣餒，輕言放
棄，反之更應想出辦法走出困境，因為任何事都是有轉機的，只要我們泰然處之，坦然
面對，或是尋求師長朋友的幫助，難題始終會迎刃而解。
  祝
前程似錦！

同學
靜怡上

十二月五日

常識- 我的自學日記
6B 伍逸喬

    我在聖誕節假期決定製作一個意大利芝士蛋糕

(tiramisu) 給家人享用，因為媽媽平日常製作蛋糕

給我們吃，在代表感恩的聖誕節，我也希望自己能

親手做一個蛋糕給媽媽和家人享用，感謝他們在過

去這麼多年來對我的愛護和照顧。

    在製作意大利芝士蛋糕的過程中，我學習到做

事要有耐性，因為每個製作步驟都要小心處理，例

如把蛋黃和蛋白分開時，要確定盛載的容器沒有水

和油，否則蛋白就打不起了。我試過打蛋時因太大

力而把蛋黃打破了，不能使用。製作蛋糕的過程也

非常繁複，要有耐性和按部就班處理，才能成功完

成製作。因這是我第一次製作意大利芝士蛋糕，缺

乏經驗，結果手指餅比較硬，不夠軟，我希望下次

會做得更好。雖然是這樣，但家人都覺得蛋糕味道

不錯，得到她們的肯定，我也覺得很開心！

新苗看世界

6D 簡樂霖

6D 關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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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故事好時光

童軍

親子閱讀園地

本屆幹事 (2019-2020 年度 )

顧問 楊潤玲校長  葉美珊老師

園長 康有睿女士

副園長 蘇尉恩女士

文書 曾  麟女士

故事安排

談嘉雯女士

洪聲盈女士

姚少玲女士

幹事

吳翠珊女士

李蘭斯女士

馮曉晴女士

齊心設計文化日攤位

舊書攤尋寶記

1. 由家庭開始培養子女享受閱讀的樂趣，使他們健康地成長 ;

2. 藉親子閱讀的薰陶，增進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

3. 建立一個交流園地，提高閱讀素質 ;

4. 成為一股推動親子閱讀的動力，將親子閱讀的精神持久地延伸下去。

成立宗旨

園長的話

黃良江女士

  一年又過去了，本旅團已十六歲，本年度的集會及活

動受社會運動及新冠病毒的影響，大部分時間都要暫停或

取消。但此期間，旅團得到各領袖及家長義工的協助，

順利舉行了遠足活動，可以到郊外走走，有益身心。

  本人期望旅團繼續成長，令團員的童軍生活更

多元化，社會回到正常軌道。

團長的話

遠足活動 升旗隊

親子閱讀園地園長 康有睿女士  6A 劉承軒家長

  每天起床張開眼睛，能夠活動自如做想做的事，都是值得感恩的。

  閱讀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健康的身體，有健康的眼睛才能閱讀，才能理解讀物的思想內

容，把書中的精華變為自己的知識營養。

  在這全球處於艱難的時期，雖然未能上學與同學們互動，未能出

外遊玩相聚，但感恩可以留家享受親子閱讀，享受書本為我們帶來的

得着。相信總有一種書能給你提供娛樂，帶給你正能量，充實自己的

心靈。

  二零二零年，小兒都要畢業升中了，「園地」活動帶給我和兩位

兒子不少快樂回憶。有幸加入「親子閱讀園地」，成為「園地」一份

子，能夠認識各位充滿熱誠、不辭勞苦為孩子服務的家長義工和老師，

深感榮幸 !

  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盡快重回正軌，擁有健康的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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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  高偉強先生

  傳統～陳元喜賀年節目～
水仙花義賣，活動彰顯中國文
化，更呈現學校和家長們的萬
眾一心，優雅的水仙花在學校
培植，它帶着祝福進入「元喜
小孩」的家庭。本年擔任活動
統籌的我體會到這不單是水仙
花，當中那份祝福更是主耶穌
愛的承傳。

增補委員  李永全先生

  感謝主！生命就是充滿意想不到。

  藉着囡囡的入學，讓我可以在畢業 30 年
後，以另一個身份成為「元喜母校」家長教
師會的一分子。 既親切、又感恩、亦榮幸！ 

  因着參與家長教師會所商討的事項，如：午
餐安排檢討，中國文化日活動準備，完全感受到「元喜老師」
們在教學運作上的照顧和所考慮的許多細節，希望藉着家長
教師會，為學校和家長貢獻一分力量，給予建議和支持，為
我們的「元喜學生」提供最好的學習配套。

增補委員 梁柏延先生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言 22:6）在很多人的眼中，加入家長教師會需要付出很多的時間
和心力。在我而言，成為家長教師會的一份子能夠讓我更了解小

孩成長的步伐。小孩每天有超過一半
時間留在家中，最了解學生的人一定
是家長，如果得到家長的配合和支
持，學校的學與教效能一定可以大大
提升。身為兩位小孩的爸爸，我很希
望見證他們健康成長。透過更瞭解學
校的運作及與老師有更多的溝通，相
信小朋友們能夠有愉快的童年！

不一樣的網上 PTA 會議

中國文化日傳統食品攤位

家長們製作精美新春掛飾

家長悉心佈置校慶音樂劇會場接待處

家長日售賣 35 周年校慶紀念品

家長日禮堂攤位活動

家長義工齊心製作賀年食品

新春衍紙花義賣

水仙花義賣

水仙花切割班

精心製作新春衍紙花

會籍  郭嘉欣主任

  感恩今年能成為家長教師會的一份子，深深
感受到家長們對學校的支持和付出。由籌備水仙
花義賣，一眾家長義工在前期默默協助切割、浸
曬等工作、到中國文化日的花市活動，家長們為
我們預備各式各樣的美食、熱心地協助年宵活動

的進行……在各項活動裡，見證着一群熱愛學校
的家長，盡心為「元喜小孩」的付出。願上帝繼續

帶領宣道會陳元喜小學的家長與老師們，同心為着「元
喜小孩」們茁壯成長而努力。

家教會活動

「閱拼閱起勁」攤位

小食攤位大受歡迎

校慶音樂劇家長佈置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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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何思慧女士

  大家好，我是 4B 班何蘊芯及 2A 班何昊峯家長。很榮幸可以
參與今屆家長教師會，成為委員之一。

     家長教師會是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橋樑，而當中最深刻的是跟一
班盡心盡力的委員和老師於會議時的交流，大家都會以自己的專業
知識彼此分享，為一眾「元喜小孩」籌備不同的活動，以及尋求更
好的資源給他們。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校長、老師和委員們
一起去面對現在社會上各種特別狀況，如何去配
合和回應家長的憂慮。從中我見證到「沒有完美
的個人，只有完美的團隊。」大家同心協力為「元
喜小孩」作出最好的安排。

宣傳及聯絡  巫宇恆先生

  這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無
論學校、家長及同學，都需要
面對重重難關。雖然困難的情
況還未過去，但我相信只要家
長、學生及學校能夠保持良好
溝通，大家心裏充滿愛與希望，
團結一起，一定能夠克服困難。
陽光總在風雨後，讓我們一起
期待新的校園，抱持信心讓夢
想再次起飛！

  今年真是不一樣的一年！實在有賴眾家長及教師
委員靈活應變，才能順利安排各項活動。大家群策群
力協助 35 周年校慶音樂劇台前幕後的工作，又不辭
勞苦地培植水仙花作為義賣，為中國文化日添上歡樂
和美食，更難得的是在疫情中彼此關顧，積極支持遷
校計劃，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愛在元喜中」！正如
聖經提醒我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
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

文書  鍾詠嫻老師

  今年有幸成為家教會的教師委員，見證
各位家長在每一個活動上發揮所長，不辭勞
苦、盡心盡力為學校提供協助，與學校一同
合作為「元喜小孩」創造多姿多彩的校園
生活。願每個「元喜小孩」都有一顆感恩
的心，繼續在家長和老師的關懷與愛護，
及神的愛中健康成長，在元喜大家庭度過
愉快的學習時光，發揮所長，成為神所喜
悅的小孩。

康樂  余曉慈女士

  不知不覺已成為家教會委員第五年，
感恩與不同屆別的委員合作無間，為「元
喜小孩」在忙碌的校園生活額外增添一些
歡樂色彩！剛過去的中國文化日氣氛熱
鬧，看到委員、家長義工和老師們的付
出及對同學們的關愛，不禁為我們學校
感到自豪。這個新年除了水仙花，還有
新增的衍紙畫義賣，估不到開賣第一天早上
便全數售出！感謝家長對家教會和學校的支持。在 2020 裏，
我們原本預備了多項親子活動，例如盆菜、親子同樂日和特色水
果週（建議老師扮水果，哈哈！），但隨着疫情發展唯有取消。
讓我們一起為香港，甚至全世界禱告，疫情消退，健康來臨，孩
子們可重回愉快的校園。

 財務  陳慧慧老師

    很高興本年度成為家教會的一份子，讓
我感受到學校與家長緊密合作那份團隊精
神。令人最深刻的可算是在農曆新年前賣
水仙花和文化日活動。家長義工們出力幫
忙推動，令整件事變得更完善，更美好，
而最大得益者自然是我們所喜愛的「元喜

小孩」。可惜的是，在疫情影響下，有些活
動被逼取消，惟盼來年再舉行吧！祝福大家常

存盼望，主恩滿溢！

副主席  張慧媚女士

  毫無疑問，我們都渡過了一個不
一樣的學年，盼望作為家長的我們，
能夠在逆境中更堅守信念、互相扶持，
一起成為孩子們的最強後盾。

文書  龔芝韻女士

  雖然受到社會活動及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家教會仍然繼續協力守護着
元喜小孩。今年是我最後一年擔任常
務委員，有幸參與農曆新年水仙花義
賣，中國文化日及首次進行視像會議商討家教會工作。縱使部分之
前已計劃的活動要延遲或取消，但也沒有減退我們繼續為元喜小孩
及家長服務的熱誠。希望大家同心建設更健康及充滿愛的校園，培
育「元喜小孩」身心靈的成長！

宣傳及聯絡  李耀華副校長

  十分高興今年能重投家長教師會，成為
委員並擔任宣傳及聯絡的工作。今年是非
常特別的一年，雖然因着停課的影響，校
園生活停頓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很多家長
教師會籌辦的活動都被逼取消了，實在可
惜！但在籌備的過程中，我能深深感受到
熱心服務的家長們對學校那份情意。願大家
繼續努力，同心協力，一起培育「元喜小孩」
健康愉快地成長！

康樂  林民平老師

  今年有幸參與家教會的工作，讓我發現
學校原來一直受到家長們大力支持。無論是
家長委員或是家長義工，在家長教師會的活
動中都不遺餘力地參與。因為他們的努力，
各項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孩子們得以投入精
彩的活動。盼望未來有更多家校合作的機會，
讓孩子們獲得更多的益處。

委員心聲
副主席  林燕如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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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聲 家長教師會主席

李文聰先生

  在不一樣的 2019 學年，我們經歷了社會事件，緊接是疫情在世界各地大流行，導致多人感染及死亡，在疫情影響下，

學校亦不能獨善其身，停課至今超過兩個月，期間家教會所有活動都被迫延期或停止了。

  在停課期間，父母在家和孩子的相處時間多了，這段期間你們的相處是否因為多了親子時間而變得溫馨快樂、還是因督

促子女做網上功課而變得緊張受壓、還是各有各忙呢？了解到有很多家長承受着不少壓力，而在另一面，老師的壓力也不少，

老師沒有因為學校停課而閒着，相反，他們面臨着比平日上堂更大的壓力或工作，很多人會不明所以，原因是停課期間老師

要改為網上授課，除了要學習、熟習網上教學軟件及即時授課軟件外，老師

還要將教材電子化，不要小看這個工作，這工作所花的時間確實不少，例如

要拍片，做簡報等等。此外，老師還要確保學生有參與網上授課或做網上功

課，因為未必每位同學家中都有合適的電腦設備，就算有，也未必每位同學

家中都有人能指導學生參與網上學習或完成功課，因為有的家長還是要繼續

上班，有的學生是由外傭或長輩照顧，而他們又不一定有相關知識協助學

生，這段期間確實不易，期間產生的學習差異，為日後復課帶來不少問題。

  但無論如何，困難總會過去，藉此機會，多謝一班在疫症期間堅守崗位

的老師及同工，期望疫症快點過去，社會早日恢復正常，祝願大家身心靈健

康平安！

家長校董心聲

  家長教師會是家庭與學校溝通的橋樑，以推
動家長與學校建立和諧合作關係，攜手培養優秀
的孩子為目標，讓孩子享受快樂童年。
  在新冠肺炎影響下，二月初教育局宣布停
課，家長多會擔心子女不能上學停了學習，在停

課期間，為了做到「停課不停學」，不少老師在家裡仍然忙個不停，
「停課不停學」的難度很大，效果一定遠不及正常上課。但作為家長
的我會以平常心面對兒子停課，並鼓勵他能夠養成閱讀的好習慣，閱
讀是無形的智慧財富，厚實我們的人生。古代詩人均對「閱讀」有所
論述。比如：陸游說過：「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
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不是教育專家，但我覺得停課期
內應讓孩子有空間自主安排活動，把書本上的知識變成日常生活的本
領，不追趕學習進度，令他們可享受停課中的自主學習。
  最後，我衷心感謝楊校長、林副校長和老師們努力安排網上學
習，因時制宜推行大規模的遙距教學，教導學生掌握運用新世代工具
繼續自主學習。疫症對教育界的影響甚大，求主保守老師們有平安及
健康，在這艱難時刻讓大家彼此關顧及守望。也求主保守學生們身心
健康，心靈健壯。

  這兩年有機會可以跟家教會委員們一起並肩作
工，服務大家，確實很感恩。家教會的委員由家長
和老師組成，各有所長，互補不足，彼此分擔，不
辭勞苦，是一幅很美好的圖畫。工作之餘，也會交
流一下湊仔經，亦會收集各級家長的意見，反映給
學校。老師們也很樂意主動聽取各方意見，付諸實
行。見到家校融洽，又是另一幅很美好的圖畫。
  家教會除了秉承以往優良的傳統，每年亦會細
心地搞搞新意思，如敬師日有自製水果撻、文化日
有糖不甩、新春義賣有衍紙畫
等等，為師生家長帶來美好的
回憶。為着遷校，家教會也跟
學校商討成立遷校家長小組，
希望家校同心，集思廣益。
  一學年過去也是另一學
年之始，願主繼續帶領保守這
所充滿愛與祝福的小學！

自主學習  家長校董

蕭永輝先生

家長校董

陳靄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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