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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早已為我們預備
某天校園內有幾個六年級男孩在割菜收成。我問：「為
何只割生菜葉而不連根呢？」他們異口同聲回應：「根
部留在土壤，吸收養份，才會繼續發芽生長，開枝散
葉！」放學時，這幾個陽光男孩一擁而上，送我用垃圾
袋盛載、方才割下的嫩綠生菜葉，向我叮囑：「這是天
然新鮮的收成，請回家好好品嚐！」看着他們一臉滿足
和自豪，不其然想：學習能結合實作，並能與人分享，
的確其樂無窮！

新校舍耗資龐大，原訂的「校園農莊」乏人捐獻，惟老
師無懼硬件不足，以心以手四處開墾。這份熱誠及付出，
使天台、教員室外平台，成了別致的種植園，再加上師
生和家長們的耕耘種植，如今收成甚豐！
「快樂是一無所有又一無所缺」。站於偌大的校舍內，
正愁着許多未完的建設時，卻感恩上帝早已預備「天
使」。

一月二十六日「跨科目創科嘉年華」當中，一位家長對
我說：「校長，新校的 STEM Room 別具特色，能讓同
學接觸及學習先進資訊科技。我希望能捐贈足夠數量的
3D 打印機，供每位同學在畢業前都以立體打印技術完成
自己的作品。」
另有家長在踏出圖書館後，主動問我：「學校欠缺英文
圖書嗎？」其後，她表示可向機構申請捐贈一千本英文
圖書，以豐富本校課室與各樓層的閱讀天地。
記得一位校友曾問我：「校長，轉全日制工程龐大，『黃
金時段』經營艱巨，總有人不認同箇中理念或未能配合，
你還會堅持嗎？」我答：「這是全人教育、多元化發展
的理念和實踐，我一定堅持，並繼續完善優化！」他隨
即回應：「我的公司是製造特色傢俱的，若要為學校的
特別室點綴，增添創意，不妨找我商議！」

黃侶詩校長

主恩臨百福  創新遍衞小

北角衞理小學
循 道 衞 理 聯 合 教 會

校園
通訊

北衞的確是個温暖的家，「家暖何必屋大，果甜未必樹
高」，只要有愛在，心就暖，果就甜。凡事謝恩，上帝
給予一群熱愛這個家的成員，願為祂出力貢獻，守護孩
子在真道上茁壯成長。

學習，始見於生活細節
日前有家長與我分享兩本繪本，我選了其中一本─《妖
怪吃掉我的家》，在上學期結業禮中與孩子分享。故事
以校舍清潔的「小」問題開始，貪玩的孩子們在課室的
牆上留下腳印，後來他們要想方法補救過失，反覆地想：
「我如何能洗擦牆上腳印？用橡皮？用油漆？……」結
果，他們都為自私的破壞感到懊悔。最後，我為故事作
總結：「污染的腳印很難沖擦，惟靠上帝擦去我們的自
私，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愛護環境，保護校舍，人人
有責！」

隨後，我巡視課室，見孩子飯後會自行打掃地板、抹桌、
洗餐盤；課後能自動排好桌椅，執拾自學角用具；班內
設立的能源大使，能幫忙節能減廢；壁報大使能整理及
展示同儕們的學習成果；當有同學感到難過或氣餒時，
其他的能協助、關懷和鼓勵。

成長，需給予關心和愛
「愉快學習」的路從不易走，因「愉快」需要毅力和堅持；
「學習」不需操練，但需要鍛鍊和接受挑戰。近月，美
國“Teach Thought”發報美國教育界最關心的三十個
教育趨勢（30 of The Most Popular Trends In Education 
2018）， 當 中 以 Dweck 提 出 的 成 長 心 態（Growth 
Mindset）居首。當中提及師長面對學生表現欠佳時的態
度，以及如何給予學生正向回饋的關鍵環節，實在值得
深思。畢竟，師長是學生的重要「他者」，給予適切的
評價和回饋，才能深入孩子的心靈。

校長的話
成長數學題－數算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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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據統計，美國近年最受歡迎的行業，竟然是打電
話與別人「傾偈」─即使互不相識，一通關心和問候的
電話，卻填補了時下「手機低頭族」所漏失的心靈缺口。
這不禁令我想起十多年前，當時我擔任一年級數學老師，
身邊總攜帶着班名單及學生聯絡電話，閒時輪着打電話
與家長閒談，關心孩子。一次，我在某周日致電一位班
上的孩子，他前天因病缺考數學科，十分擔憂，這一通
「無意中」的陽光電話，令他得到鼓勵和信心……及後，
他因此而愛上數學科，後來更成為模範生，考進了中文
大學的數學系。「上帝不單賜人出乎意料的平安，還賜
下出乎意料的生命果子。」當成人社會還在糾纏於評估
的次數、課業的數量、名次的排列、分數的高低、獎杯
獎狀的奪取時，我們不妨為孩子想想：甚麼是學習動機、
自主學習？是思考的留白、表達、討論和聆聽的空間，
讓學生們擦出互動和合作的火花；我們不用擔心學習的
時間太少，而是反思說得太多、「塞」得太「腫」。

無疑，成長道路上要付出努力，*「種瓜會得瓜，種豆便
會得豆，種荷有荷花另加一條藕。」此外，我們必須讓
孩子明白，學習前不是純粹為了競逐爭勝。誠如畫家阿
虫所言：

「數字比出多與少，數字讓人爭不休，數字讓人好疲
勞。」

「人生道路是什麼，原來似讀算術科，加減之後又去除，
最後乘 0 是幾多。」

埋頭苦幹追求卓越的數字，只不過是「沒有靈魂的卓
越」。相反，孩子在成長路上付出努力外，懂得感恩，
學會分享，能施就是富。北衞的新家園，正是盼望孩子
能將收穫和別人分享，自己快樂，別人也開心，是兩份
收穫，這是上帝恩典奇妙之處！

（* 備註：引述已故著名水墨畫家阿虫的「阿虫的算術人生路作品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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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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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點滴
1A 鄧梓灝：
多謝校監、校長、所有老師和員工
的付出。學校很新，同學很多，校
歌悅耳，我喜歡大大的禮堂和籃球
場，上體育課時和活動的地方很大。
我每天上學時都很開心。

鄧梓灝家長：
踏入校園已感受到這才是孩子真正
需要的校園，無論校舍面積，活動
空間都比以前倍增，周圍環境更舒
適光猛，蚊怕水已不再是上學的必
需品了，孩子能享受更好更開心的
校園生活！

3C 郭曉彤：
校園空間很大，設施又多又新，令
我能更舒服地學習。

郭曉彤家長：
學校花費了很多心機、費用、人力、
物力去建設更好的校園給每個小朋
友，能給他們在更好的學習環境去
學習知識。家長們對學校的前景也充
滿信心，同時也要協助及配合學校，
令小朋友們更進一步。

2A 鄧芷嵐：
•感謝天父賜我們有新校舍
•校舍外形非常美觀而且設備完善
•很開心有大禮堂、有籃球場，因

為我喜歡打籃球
•校舍大了，希望可以有多一些課

外活動
•感謝校長、老師和校工默默的付

出

鄧芷嵐家長：
感謝天父的保守及安排一所美好的校
舍予北衞師生。見到新校的位置和完
善的設備，便感到所有等待都值得
的，正印證上帝總有祂的時間表。

「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
  信，就必得着。」（太 21：22)

另外實在深深感謝校長、老師及教職
員對遷校的付出和努力。同時確切認
同校長的教學理念，培養學生如何裝
備自己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保持求
進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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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梁綺婷家長：
自行回家隊伍的孩子由負責老師帶
領放學。每看見老師站在馬路邊，
大字型背向車輛，提醒孩子注意安
全，並看顧他們快步過馬路，實在
由衷地感謝他們的盡責及真誠付出。

儘管新校舍有很多「破口」，但深
信透過教師團隊及家長的愛心及合
作，就能成功填補。學習是為了建
立自己的獨特性，找到生命的意義。

祝願北衞的孩子們在升學主義下，
仍可建立自己的獨特性，發掘自己
的優點及專長，並努力追求個人夢
想。

6C 王懿澄：
作為六年級的學生，看到這所設備
完善的新校舍，實在感到十分興奮，
因為我們可以在最後一年享用各式
各樣的新設施及設備，體驗更有效
的學習方式。我會善用校內的設施
和資源，努力學習。

王懿澄家長：
新校舍終於可如期在 2018-2019 新
學年啟用，實在感恩，在此衷心感
謝校長及各位教職員的努力，讓同
學們可以在這所設備完善的新校舍
內學習及成長。有了完善的硬件，
配以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栽培，相信
同學們在學習上更加得心應手，活
動空間也充足多了。希望同學們能
夠愛護校園，善用設施，努力學習，
開心成長。

4B 曾嘉柔   4C 曾嘉美家長：
感謝天父的賜予！不僅是新校園，
更是讓孩子靈性成長的校園文化！
的確，我們的校園仍在優化中，這
也讓孩子們親身見証自己校園如何
在校長、老師、義工家長和工程叔
叔們的努力下逐步改進！讓孩子們
學習如何適應新環境、新系統，從
無到有或者是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過
程！

有時候，在上學途中，看見孩子一
張張開心笑臉，真的感恩！願北衞
的校長、老師、孩子都繼續充滿希
望、充滿活力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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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黃金時段新課程
(一 )活學
創造不同聯班跨級的學習交流，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跳出課室框框，靈活學習。此外，亦讓學生
以不同形式展示學習成果，增加互動學習的機會，並有效發揮想像、創意及合作精神。

活學大使

擔當小老師照顧及指導學弟學妹，建立學習圈，交流心
得。

「悅」讀隨想曲

透過與家長及同儕「悅」讀，人人也有機會化身書中角
色，忽發奇想，更可當上小作家，為故事注入新情境，
盡展創意。

生活自理

以應用學習為本，一切由基礎學習，將生活技能內化，
致力培養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和態度，塑造會自律自理的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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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爸媽、同儕伴讀

家長是同學閱讀過程中的領路者與好夥伴，讓家長們把書中文字，化成了真實生動的劇場，「演活」故事中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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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探索

為貫徹發展學生多元智能的理念，亦讓新一代學生自主自立，學校編定特
定的時間與空間，讓學生有機會主導自己有志學習的新知識與技能，當中
包括棋類、球類、電腦、藝術、園藝、烹飪、演藝、戲劇、創科、科學、
音樂演奏、舞蹈以及其他創作或競技活動等範疇，從而培養個人興趣，並
發揮所長，以達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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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STEAM」教學追求學習自主以及掌握運用資訊科技學習， 本校致力將
相關元素融入課程，增設以「STEAM」為主題的興趣班。

三年級 STEAM 課程

1)「妙用紙箱成大器」： 透過視藝美術技巧，將大型的環保紙皮箱，製作成
 小型傢具。

2)「運動科學全接觸」： 運用平板電腦分析投擲動作，製作投射器，找出
 最佳的投擲角度，改善投擲技巧。

3) 「音樂畫作樂繽紛」： 運用電子小玩意，把學生畫作轉化成能發聲的
 神奇樂器。

4) 「Story jumper 童書 DIY」： 運用電子平台及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創作有聲
 有畫的故事書。

Coding Buddies 興趣小組

學習基本的編程知識和控制機械人，以及認識各種最新的資訊科技小玩意。

AI 精英組

甄選對科學科技範疇有潛質的同學加入，同學在活動中須設計、改裝機械人，透過編程把機械
人自動化。同學表現出色，並代表學校參加多個校際或海外機械人設計比賽，獲得佳績。

獎項
2017-2018 年度 APRA 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香港選拔賽
台灣 APRA 亞太機械人聯盟國際錦標賽 2018
2017-2018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2017/18 
WRO 2018 香港機械人常規賽
2018 香港 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2018-2019 YMHK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2018-2019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成績
全場總亞軍（自動相撲機械人）
國小組自主相撲賽季軍
機械人表現獎冠軍
銀獎
二等獎
高小組銀獎
高小組最具創意獎
小學組金獎
小學組全場總亞軍
小學組項目研究海報設計獎
機械人表現獎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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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樂群

透過參與課外活動，學生能發展學術以外的興趣和潛能，增加同儕互動、
協作及交流。本校設有多項音、體、藝範疇的課外活動，配合校隊訓練，
透過參與活動及比賽，豐富學生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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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黃金時段內各領袖訓練，讓學生透過服務學習，建立自信，學會
團結，互助互愛，並盡心為他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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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樊芷欣老師

大家好！我是 4C 班的
班主任樊芷欣老師。
常言道：「孩子是上帝
所賜的禮物。」當我加
入了北角衞理小學，遇
上北衞的孩子時，便真
切體會到這句話。無論
是跟他們上中文課或是
音樂課，他們總是顯得那麼積極，那麼投入。課
後，看見他們在操場上活潑的身影，安靜閱讀的
神情，就讓人明白「動靜皆宜」的意思。

實在感恩可以和這群可愛的小天使一同進入百福
道的新校舍，一同經歷他們人生中的許多第一次：
第一次在校午膳、第一次享受「自主空間」……
但願日後能繼續和他們經歷更多第一次，一起編
織愉快的校園生活 !

郭善婷老師

大家好，我是郭善婷老
師，非常感恩能夠走進
北衞的新校舍，加入北
衞的大家庭，在今學年
擔任 3C 班的班主任，
並教授英文、常識和電
腦課。

陶行知曾說：「我們要活的書，不要死的書；要
真的書，不要假的書；要動的書，不要靜的書；
要用的書，不要讀的書。總起來說，我們要以生
活為中心的教學做指導，不要以文字為中心的教
科書。」

短短的大半年間，北衞孩子們多才多藝，純真有
禮，充滿活力，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儘管學校工
作忙忙碌碌，但我仍享受與他們度過的一分一
秒。看着他們上課時的笑臉和投入，比賽表演時
綻放的光芒，更激勵我努力貢獻自己，編寫更多
「活」、「真」和「動」的書，使他們真正地學習。
對我來說，教育從不以成績來決定一個孩子的成
敗，能令學生學以致用，發揮所長，建立高尚品
格，才是我一直身為教師的目標。希望同學能發
展潛能，建立自信，發揮所長，並快樂、健康地
成長。

吳嘉媛老師

大家好，我是吳嘉媛老
師。 非 常 感 恩 能 夠 加
入 北 角 衞 理 小 學 的 大
家庭。感恩能在這學年
成為 2D 班的班主任，
並擔任英文及常識科老
師。

在北衞這短短大半年中，不論是師生間的互動，
抑或是學生的天真純善，都令我感受到北衞是個
充滿「愛」的校舍。每天看見一張張孩子的笑臉，
迎接着一天的校園生活，都驅使我更有動力地準
備更多精彩的課堂，以完善自己的教學，讓孩子
們享受學習。

今年是我教學生涯的開始，很高興能與北衞同工
們共同在新校舍適應、探索和工作，一起為北衞
的孩子而努力。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能繼續以愛
心、耐心和關懷使北衞的孩子能愉快地吸收知
識，發展潛能，茁壯成長。

顧問 ： 曾立基校監、黃侶詩校長
學校刊物組成員：戴綺華主任、李展豪老師、黃靜儀老師、
 邱詠文老師、邱秀文老師、葉麗珊老師

楊銘翹老師

大家好！我是楊銘翹老
師，主要任教體育、數
學及電腦科，非常感恩
可以加入北角衞理小學
的大家庭！

我很欣賞北衞的孩子們
在課堂上認真學習，也
喜歡他們活潑好動的一面。我希望能為學校帶來
更多新元素，並讓孩子們透過參與各類運動，既
學會自律守規、盡好責任，又能享受運動箇中的
樂趣，從而培養他們成為一個優秀的「北衞人」。
盼望百福道的新校舍能帶給同學一番新的景象，
在全日制課程中發掘到自己的興趣和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