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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

北角衞理小學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本校着重全人發展，每年獲教育局資助在小四開始推展成長的天空計劃。
透過家校合作及小組活動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解難能力，讓學生茁莊成長。

我的心聲

5C 朱文昊
燒烤活動讓我懂
獨立，沒有父母
在身邊也能好好
照顧自己。

6A 黃晴楓
謝謝同學和老師
的鼓勵，現在的
我更有自信。

擁抱挑戰　迎難而上

5B 謝皓天
夜行活動最富挑戰
性，我也盡力克服
困難，做到最好。順利完成夜行活動

4D 梁皓宏
攀石活動最具挑
戰性，我學會細
心觀察，遇上困
難也要積極嘗試。

校長感言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發生黎克特制九級大地震，並且引發巨大
的海嘯，我們都感到很震驚。但從電視熒光幕上看見日本人面對這個逆境時的
那份堅忍、沉著和鎮定，一方面感到驚訝，另方面卻為這個國家的人民素質發
出讚歎！曾有人問：假如有一天香港不幸地遇到同樣的災難，香港人會怎樣？
我們的孩子能承受得了嗎？

原來日本的孩子由唸幼兒園開始，便要學習自我照顧的生活技能，當遇到
地震時每個小朋友都要懂得如何戴上保護帽子逃生，此外學校亦會努力培養學生有積極快樂的情緒，
並鼓勵他們要鍛鍊強健的體魄，以能抵受寒冷的風雪和突然發生的災難。

反觀香港的孩子，相信不是學校沒有教導他們生活的技能及鼓勵他們多做運動，只是一般的家長
們太愛護孩子和太著重他們的學業成績，以致事事代勞而忽略了培養孩子的自理能力和成長需要。近
年傳媒常用「港孩」來形容出生於二千年後的孩子，他們大多被評為「三低」：自理能力低、情緒智
商低和抗逆力低。

所以若要孩子有能力面對自己生命中的危機和困境，必須要家校攜手才能讓孩子學會不依賴、不
怠惰和不畏縮。我常對家長說：『讀書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們的孩子是人，要給他全人發展的機會。
我們要「放手」和「放心」的讓孩子去做自己能夠做的事。如果孩子在努力嘗試的過程中，發現自己
可以做得到，他的自信和學習動機便會建立起來，做任何事 ( 包括讀書 ) 的成效定必理想。』

今年我在上學期開學禮上勉勵全校同學要做學習的主人，將「學習的責任」交給「自己」。訓輔
組亦加強要求學生在帶齊課業用品方面負責任和承擔欠帶課業用品的結果。這項措施運作至今差不多
一個學年，我們發現學生的責任感真的大大的提升了，十分感謝家長們的合作和支持！深信北角衛理
小學每一個同學在老師和家長的悉心教導下，必定能夠成為一個勤學、守紀、負責任；有信心、有能力；
真誠互助，敬神愛人的好孩子。

梁麗麗校長

面對挑戰， 樂對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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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視同學的群性及
多元智能發展，本年度訓輔
組特以「正向心理學和管教
法」為基礎，為同學安排多
元化的成長小組活動，發掘
他們的潛能。

上廁所也成樂事，因小老師很照顧我們！
小老師常常照顧我們，我們都很喜歡他們呢！

「猜猜誰人藏了金幣」遊戲

每年九月是同學們重回校園生活的首個月份，也是
北角衞理小學一年級新同學的「考驗月」，他們要從幼
稚園生「成長」為小學生，為此，學校特為全級小一同
學安排有趣的輔導活動，讓他們從集體遊戲中認識新朋
友和校內的師長。此外，三十多位五、六年級的「小老師」
亦於小息時間到各班照顧學弟學妹，發揮愛人的精神！

小老師教導小一同學寫手冊

學中文字原來可以這麼好玩的！

團隊合作完成「小任務」

同學在戶外營中參加「自我挑戰」的訓練
同伴一起玩，分享遊戲中的喜悅。

大家齊來試試，執筆寫字是有竅門的。

成功了！我們一同種植兩棵特大的「快樂磨菇」。

小一適應活動

成長小組─「飛躍·Go Go Go」

上學只有三天，對同學、老師和學校有點陌生……    
不用怕，大家手拖手一同玩遊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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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過去，努力
向前。日本，

加油！

齊摺千「語」鶴

3.11 日本東北大地震，至今造成嚴重
傷亡，所引發的海嘯及核輻射洩漏，更令
當地災情雪上加霜。本校響應香港紅十字
會千「語」鶴 ‧ 關懷送日本活動，透過
生命教育課、製作紙鶴及書寫心意卡，向
日本災民送上最溫暖的關懷和祝福，希望
他們能重新振作，盡力重建家園。

一摺一折的紙鶴，不僅是一個簡單的玩意，也
是一種最簡單、最窩心的祝福！

同學們親手

摺紙鶴，並

寫上祝福語。

數之不盡的紙鶴及心意卡，代表着我們為災
民送上的祝福，願能為他們帶來和平、健康。

千「語」鶴 . 關懷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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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防災意識，學懂尊重生命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

從日本災民身上，我們學愛人如
己，尊重生命的精神。

願千「語」鶴能把我們的愛心，從香港送到日本地震災民手中。

在總結活動中，同學們將大大小小
的紙鶴和心意卡釘在壁報版上。

一隻隻紙鶴、一串串心意卡，構成了一幅充滿關愛的圖畫。

透過參與生命教育課，同學們能了解
地震對當地居民帶來的禍害。

天災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認識正確逃生
方法，協助我們在危急關頭脫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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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週會和不同的宗教活動，鼓勵學生學習耶
穌的樣式，以仁愛、謙虛和捨己的態度來生活，並
作一個榮神益人的好孩子，活出喜樂的人生。

讓我們一同閱讀聖經的故事

齊來背金句，把主的話藏在心裏。
「我欣賞你，因為你熱心為同學服務 !」

本校邀請「點蟲蟲

熱線」到校為學生

以互動戲劇形式分

享福音信息。

復活節佈道會：「合皮人生」

宗教活動
宗教週主題：「學像耶穌」

寶物句中尋 我愛神話語

你欣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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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Army!
Working on improv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of NPMPS students.

I have worked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for 2 years now, co-teaching at all age ranges and enjoying every minute I’ve had. 

This year has been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ve worked with P1 students whilst in Hong Kong and I have found it very enjoyable, although a little tiring! Again, I have been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the competence of English from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in this age group. 

I have again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Mini-Drama group, and I have also had the pleasure of helping to organise extra activities such as English Days, P6 Day Camp, Mock Interviews, the Stanley Trip and visits to different places.
I have enjoyed my time here at NPMPS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students of all ages to progress. I enjoy being a part of a school that maintains its commitment towards improving English and I hope the upcoming year can be as successful as the previous two. Thanks. 

Teaching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a very rewarding experience. Prior to coming to Hong Kong I had never taught but it seemed to come naturally and I have thoroughly enjoyed every single minute of my time here. There have been many highlights since joining the school but the most notable would be the School Picnic, the P6 Day Camp, the P5 Stanley Trip and Sports Day. Nine months have flown by and I will be very sad to say goodbye. The staff are so friendly and have made me feel very welcome in the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have been amazing. They are very special and talented young people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great things will be waiting for them in the future! I feel honoured to have worked somewhere that I love so much and I hope the students have enjoyed my lessons. 

I want to thank the students in the EAT team and the students in the Music Club / Glee Club for being so brilliant! You are all stars! Alsothank you to all English teachers here for all their guidance this year. 

Mr. Robert Clay

Miss Donna Br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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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earing the end of my first year at North Point and I must say the time has gone so fast.  I 
feel lucky to count myself a part of an extremely caring and hardworking staff and to be able 
to teach such excellent students.  I have been made to feel very welcome here, and I am very 
grateful to all of the staff for their help and advice.  I feel I have learned so much while working 
with the other NET teachers and the experienced local English teache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the staff members this year for contributing to 

such a great English environment. 
Of course, this begins at the top with the efforts and support of our 

principal, Miss Leung.  I have been impressed with all of the great 
opportunities students have to speak English, including P6 Day 
Camp, the P5 Stanley Visit, English Days, and extra-curricular 
groups like Comic Book Club.  These sorts of creative activities 
seem to have helped our students to enjoy learning English.  I 

have been impressed by the students here and their eagerness to 
learn, their strong English, and their pleasant attitudes.  All of this 

is just one more reason my first year at North Point has been such an 
excellent one.

My time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fantastic. From the moment I first 
came into the school all of the staff and students were extremely friendly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school year ahead.

North Point Methodist’s commitment to their English environment exceeded all expectations. 
PLPR lessons are taken very seriously and local teachers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share ideas and help the students get the most out of these lessons. 

Furthermore, the school’s English Days have worked very well over 
the year as we have been able to have them every Tuesday and 
Wednesday in a variety of themes.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themes were Thanksgiving, Christmas, Rugby 7s and Easter! The 
student participation was brilliant all year round.
Overall, my year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is one which I will 

rememb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 feel privileged to have work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such a fantastic school. I would like to wish all 

of the students, teachers and anyone involved with the school the best 
for the future.

Mr. Ian Hyde

Mr. Andrew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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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Perfection!

P.4 blasts off into space 
and discovers the 
universe!

P.2 learns sequencing 
words by making a 
gingerbread man hat.

P. 6 English 
Day Camp!

P.5 Project-
Under the Sea!

Learning
English

Inside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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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in Drama Lessons 

 
Learning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 <Stanley Visit>
Students gain valuable experience through interviewing tourists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scenic spots 
in Stanley. They practise hard for the visit and what they gain is very rewarding. Below is a very 
encouraging letter to our students from one of the tourists.  

Act the word “frightened”!

Think of the questions to 
ask the “innocent” wol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great fun in the P.5 drama lessons. Students demonstrate a lot of 
creativity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rama elements in the lessons such as “hot seating”, “still 
image” and “teacher-in-role”.  

“I didn’t 
mean to blow down 

the houses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There is 

another story!”

9



Games and Giggles! 
The students get involved in activities and events that they 
truly enjoy taking part in. They make new friendships, they 
work as a team, they are dedicated and determined.

Can you feed the 
Thanksgiving Turkey 
on English Days ?

We went on an exciting 
Journey in London Trip !

Um…how can I use these 
tiles to make a word ?

Yeah! We enjoy playing games and ordering 
delicious snacks at the English Cafe .

Every Christmas 
celebration needs 
a Pantomime 
perform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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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imagine you are a comic 
book writer ?

We make a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an 
English environment in our school !

Drama activities enhance 
our creativity and 
communicative skills !

To show our talent, we sing, 
we dance and we perform !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 EAT)

Comic Book Club
Glee Club

Mini Drama Group

Saturday English 

Activit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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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年級的課室裏不時傳來搖鼓聲，原來學生在做一些「定格」動作，看他們的表情多趣緻！

本年度本校繼續拓展戲劇教育，師生積極參與各項戲劇教育活動，並在不同年級的語文課中
滲入戲劇元素。從老師的觀察所得，學生喜愛戲劇教育課堂，並漸漸不懼怕表達感受，學會獨立
思考，且自信地表達意見和創作。我們深信戲劇教育能擴闊語文學習空間，而老師和學生都從中
發現不一樣的自己呢！

本年度三年級學生在戲劇領域作出更多不同的嘗試，除了透過「定格」和「思路追蹤」更深入
理解故事脈絡和人物想法外，且學會了運用想像力說出「內心獨白」，更懂得披上「專家外衣」
投入角色進行會議，發揮思維和創意。

課文　　《守株待兔》

課文　　《故事樹》

課文　　《吃不到的葡萄》

學生利用「獨白」說出對
「故事樹」褪色的感受。     

在課室內加上「坐針毯」的
戲劇元素，同學感覺很新鮮，
且顯得非常留心，更有助他
們了解狐狸這角色的想法。

「真好！兔肉自動送上呢！」             「再等下去，我就會餓死了！」

學生披上「專家外衣」，就不同的立場申述觀點。

「老師入戲」讓學生感覺更真實。

大家好！我是農
夫的女兒，怎樣改善
爸爸這種不勞而獲

的想法？

我認為要保留班
樹，因為 ......

豈有此理！你說
我自欺欺人？

戲劇教室

戲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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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黃飛鴻》掌中偶劇欣賞活動

先做熱身遊戲「停 ‧ 動作」

模仿花瓣一片一片地飄落

每位小演員都投入於戲劇活動中

 形體動作展詩意

只需使用少許道具，便可突顯角色！

每逢周六，一群充滿演藝細胞的學生也會在活動學習室上戲劇課，看他們在發揮創意，切磋演技呢！

     本年度北衛四位中文科老師正式成為優質教育基金戲劇教育 QTN 網絡計畫的核心老師，連同兩位新加入
我們的團隊的英文科老師，更有效將戲劇元素融合在我們的語文課中。此外，藉進階培訓，本校老師能與其
他學校的老師交流教學點子，共同設計教案及即場實踐，有效深化老師對戲劇教育的知識。

戲劇教育教師進階培訓

週六戲劇小組

戲劇欣賞

《紅雞媽媽》兒童劇欣賞活動

課堂以外，老師還帶
我們看戲劇呢！現場的氣氛
果真不同，此刻難忘，大家

也來拍張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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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養成學生每天吃水果的良好習慣，本年度繼續舉行開心「果」日活動。同學除了於
4 月 13 日跟全校師生一起享受水果外，更參與為期一個月的「開心果日龍虎榜」活動，一起
為健康加油！

同學們不時弄髒衣服，需要利用漂
白劑來清除污漬。可是漂白劑會刺激人
體的皮膚和器官，毒害會殘留在身體裡
很久，對使用者會造成傷害；加上它的
氣味濃烈，令人不適，又會做成環境污
染。因此，我們找出漂白劑清除污漬的
化學原理，並透過反覆測試，找出有相
近效果的天然物質來作替代。這樣不單
能清除污漬，又能為環保出一分力。

我們將不銹鋼的湯匙放入載有不同

溶液如醋、潔廁液、洗潔精、水、油和

豉油等的玻璃瓶浸泡，經過二個月的持

續觀察，發現不同 pH 值會對湯匙有不

同程度的影響。所以大家要選擇合適的

清潔用品和清洗方法，便可減低你家中

不銹鋼生銹用品的生銹速度。

　上午校隊伍：由 9 位 4 至 6 年級學生組成
參展作品名稱：天然漂白劑

　下午校隊伍：由 9 位 5 至 6 年級學生組成
參展作品名稱：不銹鋼不生銹之謎

4˙13 開心「果」日

第十四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

『常識百搭』

本年為「國際化學年」，因此本年度『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的主題為『生活中的化
學』。本校今年度分別派出兩組學生參加，上午校榮獲優異獎，而下午校榮獲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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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同學對科學的興趣，並培養他們敏銳的觀察能力、高度的解難能力及豐富的創造
力，上、下午校各組成了「科學之謎大解構」和「小小科學家」兩個興趣小組。透過有趣的
科學實驗和問題情景，同學們不單掌握了不少科學知識，更製作了別具創意的科技產品。

透過富挑戰性的問題，讓學生能自主地計劃研習的方向及內容。這樣不單為學生開發更大
的學習空間，更有效地培養出學生的研習能力、自我導向及自我反思的能力。

發揮多元智能的專題研習

科學興趣小組

怎樣才可令乒乓球漂浮在半空呢？  謹慎細心是科學探究必需的條件     

我們成功製作了潛望鏡！

大家動動腦製作飛機模型
大家準備好，我們的飛機衝上雲霄 !   

你們知道酸鹼的中和反應嗎 ?                         

簡介專題研習的目標及內容

1

進行實地考察

2

資料整理，教師給予指導和回饋。

3

同學匯報研習成果

4

互相欣賞同學的研習報告，從而互補不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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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上學期評估後，本校課程組必選取合適的主題進行跨科目活動，藉此
幫助學生把不同科目的知識，透過特定的主題，學習加以整合和融匯貫通。本
年度一、二年級的主題是「迎新歲」，而三至六年級的主題是「培養良好嗜好，
活出精采人生」。藉多元化的課堂活動、有益身心的戶外學習以及多采的綜藝
表演，幫助學生在生活中發掘個人興趣，達致在遊戲中學習的果效。

課堂活動

跨科目活動

賀卡製作

剪貼畫

摺紙戲劇遊戲

紅封包設計

棋藝大比拼

數學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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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浩浩蕩蕩登上太平山頂，除了
一起感受遠足的樂趣，更藉此認識香
港今昔的變化，並明白保育的重要性。

同學們透過話劇、詩歌表演、頌
唱賀年歌曲等活動，加深對中國
傳統賀年文化的認識。

爐峰之旅

綜藝表演

頌唱賀年歌曲 

醒獅表演

話劇　　《小桃花在年宵市場》           緊張刺激的賀年遊戲

近觀雄偉的印度橡樹王

我們了解到山頂纜車的演變

齊來遠眺薄扶林水塘美麗的景色       

準備出發！                          

在這裏可以飽覽維港景緻

小司儀自信地介紹表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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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陳諾謙
今年能當選為校園藝術大使，我

感到很光榮。4 月 28 日我在 JCCAC
藝術村參加了一個創意藝術工作坊。

我在這個工作坊獲益良多，不但學
會了不少藝術知識，更認識了不少其他學校的
藝術大使。我十分多謝梁校長和老師給我這個
難得的機會。

小小藝術大師畫展暨藝術活動

香港賽馬會「點對點」社區藝術計劃 2011
––「戶外雕塑工作坊」

藝術家駐校計劃 ––「木偶製作班」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三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我們的木偶完成了！

同學把繩子互相交錯綑綁起
來，以表達網絡世界的互動性。

同學運用膠管製作木偶的身軀同學先製作木偶的頭部

看看我們的作品！

同學欣賞由小朋友模仿藝術大
師的創作技巧而繪畫出的作品

同學在參觀後亦即席創作

同學在名畫佈幕前拍照留
念，他們就像置身於畫中
的咖啡座中。

同學運用編織的技巧創作微型的雕塑品

跳出課堂　親近藝術

6D 羅琬瑩
感謝梁校長和老師的推

薦，讓我參加第三屆校園藝
術大使計劃。我最難忘的是
參加了創意藝術工作坊，我體
驗到藝術的多元化，藉藝術表達情
感和啟發創意，並可以通過互動、
實踐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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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本學年圖書館組在上、下午校皆成立了讀書會，除在周六活動時，鼓勵同學閱讀不同種類的
書籍，也帶領他們參觀中央圖書館和參加由教協、康文署和香港公共圖書館聯合舉辦的閱讀嘉年
華會。

本年度我們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 第四
期 )，透過一系列的教師和學生培訓、經驗分享會、聯校交流活動，啟
發學生的思考、培育他們的創造力及個人與社交能力。

同學們認真地學習搜尋資料
圖書館職員沿途向同學
們介紹圖書館的設施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玩攤位遊戲

圖書館職員正講解搜尋資料的方法

看！這是同學們在攤位遊
戲中所獲的「戰利品」。

看看我們運用環保物料用奔馳法 (SCAMPER) 為家品大變身 !

我們參加了聯校「勇想闖明天 ~ 高階思維全攻略」的體驗活動

我們扮演萬能
推銷員為我們
的產品作宣傳

讀書會會員參加第二十二屆閱讀嘉年華

「悅」讀·越快樂圖書館活動

創思小組

19



瑞金北村小學熱烈歡迎我
們到訪，兩位校長更互相
致送紀念品留念。

小眼睛看南京五天考察團

2010 年 10 月 12 至 16 日，梁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 36 位六年級的「國民大使」乘飛機前往
有「六朝古都」之稱的南京，展開為期五天的「赤子情、中國心」考察及交流活動。本校自 2009
年成立國民大使至今，已有兩個年頭，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同學們對中國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在這五天的考察行程中，大家都體驗了南京作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民生、教育及天文等
發展，更有機會在國家森林公園內進行觀星的活動，真是大開眼界。雖然只是短短五天的行程，
已讓同學們對袓國和南京的發展有更深的認識，進一步加強他們國民身份的認同，願意肩負國民
大使的推廣責任。

第一天行程  
南京市民俗博物館考察

第二天行程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學交流，
夫子廟小食街考察及參觀夫子廟

出發前，校長、老師、家長及同學在機場來個大合照！

同學們用心地聆聽導遊講解南京市舊建築物的特色
看，同學們一起模仿古時小朋友玩炮竹的情景呢！

店主在示範空竹的玩法，大家都專注地觀看。

民俗博物館裡除了童玩之外，還有不少民間藝術及手製品。

赤子情、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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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夫子廟小食街品嚐各種地道美食，並且向途人進行訪問，
了解南京的飲食文化。  

我們和內地同學一起參加升旗儀式

離別在即，同學們都依依不捨，兩校師生一同拍一張大合照。

大火箭完成了，預備一、二、三發射。

同學們正在跟南京的小伙伴學習護旗操

同學們在夫子像前拍照留念

與南京同學們一起上了一課科
學課，並合力製作水火箭。  

赤子情、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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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巨型天文望遠
鏡能夠看到月亮呢 !

跟南京大學的哥哥和姐姐一起參觀南京大
學，獲益良多。

同學正透過望遠
鏡觀看木星

中山陵是我國偉大的建築

在南京市青少年宮門前與導師們來一幅大合照

校長及師生在中山陵牌坊前合照

同學們一同製作小力士火箭，並一起享受發射的時刻。

第三天行程
考察中山陵及南京市少年宮交流

第四天行程
參觀南京大學，訪問該大學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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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為了抵禦敵人入侵所建的
中華門城牆

    2010 年 6 月 17 日， 80 名五、六年級的國民大使參加
位於大埔的國民教育中心日營。透過一系列的歷奇活動、
國情講座、升旗及唱國歌等，有系統地學習中國文化知識，
學會關心國家和社會時事，並加強與同學間的溝通和合作。

同學們都帶著愉快的心情回港 !

6A 冼勵茵
能夠參加這次
交 流 團， 實
在 是 難 得 的
經 驗。 在 過
程中，校長、
老師們帶領我
們學會自立、
跟組員間互相
合作等。真是
獲益良多。最
後，要多謝爸
媽對我的支持
及鼓勵。    

6B 羅宗熙
這次的南京之
行，除了讓我認
識到很多小伙
伴、知識、 經
驗和風土人情
外，亦令我有
機會親眼透過
天文望遠鏡觀
星，實在大開
眼界。謝謝梁
校長、老師及
父母給我這個
難得的機會！

6C 張光衍
我在這次充實
的行程中學習
到關於南京市
的風土、民生、
歷史及飲食文
化等。最重要
的是，我學會
了獨立及照顧
自己，免得爸
媽為我憂心。
我會繼續努力
的， 謝 謝 您
們！

6D 謝明妍
很高興有機會
參加這個五天
考察團，讓我
有機會與南京
小伙伴及大學
生進行交流活
動，令我擴闊
視野。謝謝梁
校長及老師們
的 照 顧 及 帶
領。

學習升旗禮

國民教育中心日營

學習敬禮

用心地做有關國情知識的小測驗

第五天行程 
遊覽中華門城牆，結束五天充實的南京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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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們努力的成果 !

天亮了，
雖然昨夜各人都不

是睡在自己家裏舒適的
床上，但看見他們滿臉笑
容，就知道他們心裏充滿着
成長的喜悅，各位帶隊老師，
多謝您們的辛勞！

各人用心選材調
味，準備豐富晚宴，
共享烹煮的樂趣。

在晚上的營火會
中，幼童軍們聚
在一起，盡情地
載歌載舞。

我們的第一次
　　在野外營地露營！

是日風和日麗，眾
童軍在白沙灣碼頭

來一張大合照 !

日期︰ 2011 年 4 月 16-17 日
地點︰白沙灣譚正童軍中心

首要任務是建設
營區，幼童軍們
在努力學習搭建
帳篷、衣鞋架、
圍欄及營門。

幼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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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種植

本年度本校獲獎如下：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共籌得款項 65968.3 元
（獲公益金頒發銀獎及教育局公益少年團香港東區委員會頒發金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共籌得款項 32922 元
（獲公益金頒發銅獎及教育局公益少年團香港東區委員會頒發銀獎）
 東區中小學堆沙比賽榮獲季軍
 傑出團員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交流團小學組代表（6A 冼勵茵）

透過集體活動，讓小女童軍能發揮團體合作精神。

小女童軍參與慈
善清潔郊野公園
活動，為社區出
一分力。

集會活動

戶外活動

「港島第 41 隊
小女童軍隊」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郊野公園

東區中小學堆沙比大賽

 健康生活營

宣誓典禮

我的分享

　　我是嚴穎思，
是北衛第 50 屆畢
業生。在畢業前獲
選為公益少年團傑
出團員並代表東區
參加上海及南京交
流團，能有機會到上海及南京參觀交
流真是我的榮幸。二零一零年七月
十八日，我們浩浩蕩蕩地乘飛機來到
上海，這個我從不踏足的美麗港口。
　　期待著、期待著，終於來到了世
博園。還沒走到園區便看到數不清的
市民和遊客在園區外排隊，像一條長
龍似的。許多人打著傘，忍耐地佔據
著自己的位置。
　　在世博園內遊覽時讓我眼界大
開！然而最讓我有所啟發的卻不是那
些宏偉的各國展館，而是上海人對於
城市發展的看法。世博的主題是「城
市，讓生活更美好」，可見上海在急
速發展的過程中，亦沒有忘記融合多
元發展的重要性。世博園內，各國展
出他們的城市概念和科技發展。但驚
歎各種新科技的同時，我想這應是一
個值得我們好好反思如何能好好利用
並解決城市問題如︰貧富懸殊的好機
會。
　　探訪上海、南京的家庭時，他們
都很熱情地招待我們。他們的笑容非
常真摰，令我難忘。
　　這次交流團，讓我更加了解中國
內地的情況，令我獲益良多，我學會
了放下生活態度，不要有太多的「如
果」，因為生命是時刻與人競賽，如
果再有「如果」，眼前的機會就會隨
之而溜走……

嚴穎思
（第 50 屆畢業生

這是小女童軍最重要的時刻

周年頒獎禮

公益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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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4 - 2011

梁校長宣佈第十一屆運動遊戲日正式開始校監簡牧師帶領我們一起祈禱，
感謝神賜我們合適的天氣。

感謝教育局總課程發展
主任（體育）何振業先
生抽空蒞臨為我們頒獎

師生家長
健步如飛

同學們束勢待發

師生家長競步賽

隊際遊戲

家長們拼命向前跑

親子遊戲

同學隨着音樂，一起跳北衛操。
啦啦隊落力為健兒們打氣

小一、二「動若脫兔」 小三、四「超越時空」 小五、六「勇闖三關」

第十一屆運動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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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班

機械人班
中國舞班

手鈴班

乒乓球班

弦樂組

英語興趣班

跆拳道班

普通話
興趣班

活動班

書法班

羽毛球班

足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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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0-2011)
全港中國語文競賽     菁英銅獎

《阿福精神——香港的光榮》
全港中、小學徵文比賽  優異獎

上午校英詩集誦隊獲低年級組季軍

亞軍  1C 區杏盈 季軍  3A 鄧心明

6A 王依然

6C 林天恩 6A 王依然

小提琴獨奏優勝同學

上午校歌詠團獲（中文歌曲教堂音樂）季軍

第 6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徵文比賽

東區學校講故事比賽 
中詩獨誦優勝同學 普通話獨誦優勝同學

第 6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優勝同學

鋼琴獨奏優勝同學

   精彩世博 2010 徵文比賽       冠軍
「給作者的一封信」寫作比賽   亞軍

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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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泛太平洋珠心算國際賽
Group C　 季軍

第六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中級組　　亞軍

第六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三級組　　珠算之光

2010 年度聖經朗誦節聖經獨誦比賽獲獎同學

團體優異獎 團體銅獎

4C 何昱羲

上、下午校中國舞校隊同時榮獲高小組甲級獎

匯豐小錢罌大夢想豬仔錢罌設計比賽   
入圍獎 6C 周亮宏
( 作品曾於校外作公開展覽 )

東區防止高空擲物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4B 黃翠兒   6C 張光衍

第一屆活力兒童自由
創作繪畫比賽   
季軍 5A 周朗逸

第三十五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西洋畫幼兒親子組  
亞軍 1B 吳頤雅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東區）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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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黃鈺茵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甲 100 米蛙泳   冠軍

女甲 50 米蝶泳   亞軍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 100 米蛙泳   冠軍

女甲 50 米蝶泳   亞軍

澳洲維多利亞省長池分齡錦標賽

11 歲以下組別 200 米背泳  亞軍及季軍

6A 傅恩濤
兒童乒乓球挑戰賽                   冠軍

觀塘青少年乒乓球挑戰賽          冠軍

聖雅各全港社區中心乒乓球賽    冠軍

第九屆全港童軍射箭錦標賽團體錦標賽 冠軍

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亞軍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射箭比賽反曲弓男子組 季軍

3D 謝采妍
全港技巧體操公開賽高級組（女子雙人）

冠軍

5B 黃誠也
香港少年棒球聯盟多石盃 

冠軍

2B 游昊晴
第 42 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7 歲男女混合組 25 公斤以下 冠軍

7 歲以下男女混合組公開賽 森巴舞及查查查 冠軍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女子初級組 25 kg 亞軍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  女子 B 組 24kg 季軍

2010-2011 屈臣氏傑出運動員獎

6C 董兼瑋       6A 黃鈺茵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季軍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4A 蔡富麒   優秀運動員獎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優異獎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優異獎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優異獎

第三屆華山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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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邱詠文老師，任教英文科。
過去多月，看見一眾活潑的學生在北

衞這個校園裏學習，感受良多。最令我有深
刻感受的，要數 English Day 裏學生的歡笑
聲，以及他們向我展示「戰利品」─貼紙時
笑得像彎月的眼睛。我總相信，輕鬆、愉快
的氣氛對學習最有成效，尤其於鼓勵學生運
用語文方面有積極作用。而讓學生在笑聲中
獲益，亦是老師及家長所渴望看見的。

在往後的教育工作裏，我希望能將我
所擁有的知識傳遞給學生之餘，亦令學生熱

衷於自我改善，不論
在學識上、品德上、
態度上，都能主動求
進。讓學生快樂地發
揮自己的潛能，是我
的理想。

不同屆別的校友互相切磋球技

女子組季軍爭奪戰 

男子組冠軍梁漢熹校友發球的英姿 多謝校友們的支持，希望在下一屆校友乒乓球賽見到你！

大家好，我是邱秀文老

師，還記得小時候，當同學問

我：「你最喜歡的科目是甚

麼？」我會毫不猶疑地回答：

「是視藝科。」因為我很喜歡藝術，

不論是手工藝、繪畫、書法或雕塑，我都十分享

受創作的過程。

藝術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常鼓勵學生要多留

意日常生活的事物、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和欣賞

展覽，因為創作的靈感是需要從生活中所累積的。

此外，在平日的課堂學習中，我希望學生除了學

習基本的美術知識和技巧外，最重要的是從學習

的過程中，培養他們的美感，並享受創作的樂趣，

透過作品表達出他們的內心世界。

最後，我非常感恩今年能在神的帶領下，加

入了北衛的大家庭，讓我真切地感受到這家庭的

愛，但願在往後的日子裡，我能繼續協助學生發

揮他們的潛能和特質，在學習的路途上取得自信

和成功感，伴著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第一屆校友乒乓球
賽已於2010年7月10日

（星期六）在本校禮堂順利
舉行。當日有近20名校友參與
賽事。賽果如下：

男子組—冠軍：梁漢熹 第 44 屆
亞軍：林梓軒 第 50 屆
季軍：李家宏 第 47 屆

女子組—冠軍：張梓瑩 第 49 屆
亞軍：林熹敏 第 50 屆
季軍：錢曉蓉 第 9 屆

我們的新老師

校友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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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丈高樓從地起＞

小學畢業後，濶別母校不經不覺已
經十年了。十年光景，不單完成了七年
中學生涯，轉眼也即將大學畢業，快步
入社會，將多年所學的學以致用。我在
香港理工大學測量系就讀三年級，主修
有關房地產估值及土地行政的科目，還
有三數個月便要畢業了。我修讀的課程
內容非常充實，它以專題研習為主導，
加上大量的實習機會，使我能實踐所
學，活學活用。正如我小學的時候也經

常透過專題研習方式去學習，由搜集資料、整理資料以
至製作報告，都是由幾個小伙子一手包辦，實在令我印
象難忘。這種學習方式既能促進溝通能力，又能培養團
隊精神，為我打好日後自我學習的基礎。

回想小學時，老師們悉心教導，循循善誘，讓我無
論在中、英語文能力，數理分析，以至音樂體藝，都能
均衡發展。

萬丈高樓從地起，學弟妹們，不要輕看自己年少，
不要輕看小學課程。從現在起要用心學習，為明天打好
基礎，才能創造美好的明天。

梁志行（第 41 屆畢業生 )
香港理工大學測量系三年級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偶然在街上看見穿著天藍色北衛校
服的師弟師妹，總是有種衝動走上前
向他們說：「我也是北角衛理小學的
學生啊！」可是每一次我都只是默默
地站在一旁，按捺著沒有說出來，但

腦海中卻是浮想聯翩，一幕幕記憶猶新
的片段不斷湧現……

 現在的經歷很多時都會教人緬憶過去的種種，
因為以往的經歷正正就為今天埋下伏筆。現在選修的文
學課常有創作的功課，而其中有一項是自由創作，寫甚
麼、寫多少也沒有限制。這叫我想起小六時中文課也有
一項相近的作業，老師發了單行紙給我們就隨得我們
寫，完全任由我們發揮自己的想像空間。現在回想，原
來老師對學生有極大的信任啊！而這種信任也同時讓家
課的性質變得更有趣、更好玩呢！

再住下想，小學時的確有很多創意寫作的機會，作
文的題目總是很有趣的　　好像有一篇叫作「保薯日記」
的，是要我們連續很多天當自己是一塊薯片的「貼身保
鏢」，然後每天寫下日記來。雖然現在想起來也覺得有
點瘋狂，但卻為提升我們的思維能力建立了良好的基礎。

所以當在現在中學要寫一些沒太多規範的作文時，
總會想起小學時那些「古古怪怪」的題目，然後不禁狂
妄地在想：連薯片我也寫過了，難道甚麼《檸檬茶》之
類的題目我不可以揮筆而就嗎？

關珩（第 47 屆畢業生 )
                                          香港真光中學中四級從梁麗麗校長手中接過畢業證書，距今

已八個年頭。八年來的小學同學聚會，都會
使我回想起就讀小學那時，一班「娃兒」共同

渡過的歡樂時光。母校除了為我們鞏固學問的根
基，提高品格修養外，還作為平台，為我們一眾建立了深厚的
情誼。

進入大學，是人生另一個里程碑。自主的大學生
活，卻鈎起小學那無憂無慮的回憶：老師在學習上的
教導和品行上的管教，同學間的溝通和交流，令我體
會到「三歲定八十」的含意，過往生活上的種種，原
來為著的，就是我們璀璨的未來。

回說六年的小學時光，最令我刻骨銘心的，便是話
劇編導的工作。跟一眾肝膽相照的「戰友」在晚禱登台
表演，是再也得不到的快樂。從觀眾們的回響，我知道
努力並沒有白費；從老師們的寶貴建議，我明白不斷改
進才會進步；從朋友們的彼此交流，成就了我在人際關係
中不可或缺的溝通能力。母校的師長一直給予學生無限的
支持，更悉心栽培學子各方面的技能與興趣，我能成為當
中的幸運兒，感激母校之心絕非筆墨所能形容。在此謹祝
她在未來的日子繼續作育英才，培育棟樑，為社會作貢獻。

蔡健鈞（第 42 屆畢業生）
英國阿斯頓大學商學院經濟及管理學系二年級

轉眼間，原來我已經離開

母校四年了。回想起在北衞的

日子，確實得著很多。靈德智

體群美的全人教育、同學間深

厚的友誼，至今還令我歷歷在

目。感激提拔我的老師和主任，給

予我寶貴的機會，讓我不斷茁壯成長。教我

最高興的，莫過於當日成為糾察隊長，讓我

為母校作出一點貢獻，亦學會待人接物的處

事態度。   

在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下，現在的我無

論在成績上，還是品行上，也有着母校的優

良傳統。感謝良師們六年來悉心的栽培及支

持，為我現在及將來所行的路作好準備，也

使我明白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道

理。北角衞理小學，謝謝您 !

蔡健洋（第 47 屆畢業生）

英國奧特史雲福醫院中學四年級

顧問：校監簡祺標牧師　梁麗麗校長

委員：呂貴芬老師　潘蘊霞老師　黃鳳屏老師　李展豪老師　劉凱賢老師　梁蕙楨老師

黃樂茵老師　張雅雯老師　邱詠文老師　蔡慧心老師　邱秀文老師

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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