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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上一個世紀五十年代，小學學額嚴重不足，有許多失學兒童，當年
香港衞理公會為回應社會需要，在美國衞理公會女差會人力物力支持下，在
1959年創立衞理小學。蒙神恩典，過往五十年本校得著茁壯發展成長，獲教
育局，家長和社區人士欣賞，也能為本港培育優秀下一代作出貢獻。

　　衞理小學的開辦是出於追求優質卓越的教育理想。就是我們不單重視以最
先進教學方法傳授知識，更加重視品格和生命的培育，所以創校時，我們以論
語全人教育所強調的三達德：「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為校訓。我
們的信念是：「本基督精神，發展全人教育，藉宣講福音培育豐盛生命」。所
以衞理小學同學在優良宗教教育薰陶下，品格特別純樸敦厚。

梁麗麗校長

林崇智牧師

校監的話

　　本年度是「校慶年」，學校舉行了多項的校慶活動和比賽。校慶的主題是「傳承、凝聚、蛻
變」，盼望學校各持分者在參與本校校慶活動的同時，不忘先賢創校的心志，凝聚學校的人力和物
力，在本校五十年來已奠定的優良辦學基礎上繼續不斷的發展，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願上帝
賜福與我們！

　　北角衞理小學五十歲了！我們很榮幸邀得香港大學教育顧問陳偉光先生為
我們撰寫了一副金禧對聯，謹在此與大家分享：

衞揄聖道知天命教養循經孩童趨正路
理切真情化雨心身言是範學藝砥專精

　　上聯闡述本校五十年來一直秉承基督教全人教育的辦學宗旨，而下聯則細
說本校歷任校長和老師春風化雨的心志。

「

」

傳承　凝聚　蛻變

五十周年金禧校慶

　　我們相信優質、專業、充滿愛心的教職員團隊，啟發性的教學法和培養學生自學精神，是優質
教育的保證。所以由創校開始，人才的物色和選任便十分重要。創校校監阮郭美德女士和校長陳觀
裕博士及往後的幾任校監、校長和所領導的教職員團隊，都是愛上帝，愛兒童、對教育委身、充滿
教學熱誠、有卓越領導能力、對不斷轉變創新的教育趨勢、十分掌握及滿有識見的教育工作者，對
不同需要的學生都能因材施教。當然不可缺少的，是我們十分重視禮拜堂與學校彼此緊密的配合和
支援。

　　過去五十年，我校在上主恩手帶領，強調推行全人的生命教育，發展優秀卓越的教職員團隊及
與禮拜堂緊密合作，三足鼎立下，得著良好發展。展望未來，我們仍然仰賴上帝引領，及秉承本校
三大重點，也因應社會轉變，謀求努力發展和突破。最後我有一個願望，也相信是全校師生和家
長，甚至社區人士的願望，就是衞理小學需要一個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優秀的教育工作。所以盼望能
在不久將來，我校能轉為一所全日制的小學，在一所寬廣優美的新校舍開創另一個光輝優秀卓越的
五十年，為香港教育下一代作更美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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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本校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

綜藝館舉行五十周年金禧校

慶感恩崇拜暨綜藝匯演。當

晚上、下午校表演的同學陣

容鼎盛，有340位（共420

個人次）之多，同學們在舞

台上施展渾身解數，落力演

出，贏得全場過千名嘉賓熱

烈的掌聲。

感恩崇拜

綜藝匯演

校監林崇智牧師致詞

上、下午校歌詠團同詠「天地
讚美」，揭開綜藝匯演的序幕

我們的同學不但英語了得，
普通話也很「棒」呢！

精彩的個人
獨誦項目

感恩崇拜在莊嚴溫馨
的氣氛中進行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
盧龍光牧師證道

多才多藝的小司儀，用兩文
三語介紹各項表演的節目。

副會長陳升惕先生、校監、校
長及各持分者代表為學校未來
發展一同獻心

1959-2009

多姿多釆
的金禧校慶活動



凝聚學生的音樂天分，
組成一個管弦樂團，一
直是梁校長的夢，今日
已成真！

美妙的「藏娃獻
哈達」舞姿

高難度的跆拳
道表演

充滿活力的
動感校園

扇花飛舞

天籟之音 ——  手鈴合奏

人人都有夢想！戲劇組同
學用心地演繹「三棵樹的
故事」

可愛的小二同學粉墨
登場，傾全力演繹
“A Song of Toad”

1959-2009

梁校長帶領台上眾演
員和嘉賓一起合唱
「感恩之歌」

上、下午校創作舞蹈組的同學
落力表演“Good Times”



1959-2009 成長的天空

二零零九年六月六

日，本校假金鐘名

都酒樓四樓舉行金

禧校慶感恩聚餐，

筵開七十八席，嘉

賓、校董、友校校

長 、 教 職 員 、 家

長、校友及學生，

濟 濟 一 堂 ， 好 不

熱鬧，當晚節目豐

富，大家都盡興而

返。

感恩聚餐

全體教職員大合照

切餅儀式

緊張的抽獎節目

校監、校長和校董與
嘉賓祝酒

歷屆校友及家長委員精彩的表演

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
女士也特別抽空來參加



1959-2009 成長的天空

老人 
院舍服務

驕陽伴
成長

逆境齊飛
翔

以 讚 賞 孩 子 的 表 現 為 基

礎 ， 藉 發 掘 孩 子 的 長 處

及 欣 賞 他 們 的 進 步 ， 在

小 組 中 建 立 正 面 的 文

化 ， 培 養 孩 子 正 面 之 處

事 態 度 ， 令 他 們 在 彼 此

尊重及關愛中成長。

藉 群 體 的 體 驗 活 動 讓

孩 子 表 現 真 我 ， 從 而

發 現 他 們 的 性 格 特

質 ， 協 助 他 們 提 升 內

在質素及良好品格。

透過參與不同的社區服務活動，給

予孩子認識及關懷社區的機會，從

而培養孩子的社會責任及建立他們

積極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

沙灘歷奇
訓練

小組活動─
發揮合作精神

建立正面文化
及正確價值

建立孩子的
良好品格

回饋社區 
建立孩子自信

戶外學習活動─ 
精打細算

多謝導師的讚賞

結業禮

探訪唐氏 
綜合症中心



探訪明愛樂仁學校

「同儕伴讀」顯愛心

關愛之班獲嘉許愛心小組樂繽紛

風紀領袖播關愛

將快樂帶給勇於面對挑戰的同學

關愛滿校園

 
  

 有
禮
自律

、愛己愛
人

 
  

 簡
約
生活

、珍惜資
源

完成使命，Yeah!!

模擬「升中面試」
德育故事齊分享



簡約生活營

角色扮演

我們承諾實踐簡約生活

地球之友環保講座

我 願 意 珍 惜 資 源 ，
做個環保小先鋒

多 謝 王 先 生 的
精彩分享

愛心捐贈

大行動

家校同心，把愛傳出去

述說愛心故事

送上我們的心意

為有需要的家庭祈禱

小組討論

 
  

 有
禮
自律

、愛己愛
人

 
  

 簡
約
生活

、珍惜資
源

把禮物分門別類

看！我們的 
「環保」午膳

與 友 校 一 起
創作分享



The world of      
      Imagination !

I have absolutely loved my time here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for the past years. This school certainly has a positive 
atmosphere with great warmth. The teachers here are all dedicated 
to the students and they strive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great care for their well-being. I, myself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guidance and support in the co-teaching lessons that 
we share. As for the students, they are undoubtedly some of the 
most pleasant and adorable children I have ever met. It has been a 
great joy to teach such eager and hard-working students and I am 
pleased with the progress that they have made. Getting to know 
students outside lessons, either throug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as the EAT team or interest 
groups and also on special outings 
like the school day camp were also 
all enjoyable experiences.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staff and students 
here for an incredibly enjoyable 
and fruitful year!

Miss Dianna Yip
As a recent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and a newcomer to 
the city, I couldn’t have asked for a better place to begin my 
adventures in Hong Kong. From my very first days at NPMPS, 
the staff and students at this school have welcomed me 
with open arms into a caring environment. While I wanted 
to impress the school with my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 
teaching, I was equally impressed myself-especially by the 
students of NPMPS. Their continuing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despite the many pressures to achieve and succeed, inspired 
me to do the best that I can for them as a Chatteris Native 
English Tutor. I ha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participate in 

the school’s many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chool Picnic 
and Sports Day, where I have 
further witnessed the positive 
spirit and character of this 
wonderful school.

Miss Andrea Yu

My time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fantastic. 
Of course our students are warm, bright, friendly and always ready to 
learn, but what always surprises me is how open they are to just chat 
with me and ask me questions, regardless of their level of English. 
The staff at NPMPS are wonderful to work with and obviously love 
their jobs, and are among the best colleagues that I have ever 
worked with. This year’s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have made 
for an even busier year, but seeing our students rise to ever greater 
challenges has made it all worthwhile ! Thank you to everyone at 
NPMPS for making it such a great school to be a part of.

My time teaching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immensely enjoyable. I have been made to feel very 
welcome by staff and students alike.
The students are bright, dedicated, and active in class making 
each class a pleasure to teach. I have also been delighted to 
teach two activity groups a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who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make English Days a fun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for the whole school. I can’t imagine a 
better place to teach!

Miss Claire PeartMr. Daniel Horwood



The world of      
      Imagination ! ‘New Literacy’  in NPMPS

Highlights of the process

NPMPS has participated in a programme,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ook at one of the classes, a panda, whose role 
is taken by Mr.Horwood, is visiting the amazing 
jungle.

The panda is sick of eating bamboo. He would like 
to try eating some rainforest animals.  

Let’s visit the website http://www3.hku.hk/literacy/ and see how the animals convince the 
panda not to eat them!

In i t ia l planning
Discussion

Gather ing
informat ion

Presentat ion
Recording

Sharing on web 
and vot ing



Where is Mr. Toad?

The animals sat in the ark and cried.  
Their tears in torrents flowed.  
Who was it said, “There’s land 
ahead!” 
Encouraging Mr. Toad.

Terri f y ing t igers are coming!
T he clever men, thinking hard!

Ingenious 
Mr.  Toad!

T he steely soldiers
Beauti ful  ladies- in-wait ing…



Celebrate good times!
Fun times 
using 
English !

Students and teachers 
write thei r  wishes.

T hanks  fo r  your 
great ef for t,  the 
EAT team!

H o w  m a n y  E a s t e r 
candies do you think 
are inside the bag?

A  c e l e b r a t i o n 
dance-along

Bounce the bal l  and 
say an Engli sh word 
together!

S i n gi n g  s o n gs  w i t h 
f ive l i t t le  monkeys.

Bring your good times 
and your laughter too!



優質的語文教學，趣味與效

能同樣重要！老師透過別出

心裁的教學設計引發同學們

多讀、多寫、多思考。紮好

根基，一步步探索絢麗的語

文王國！
圖書教學──踏進語文王國的初階

重思考　多閱讀
　學語文　趣無窮

多樣化的教材及工作紙，是優化圖
書教學的基本元素。

同學用「五感」發現水果
的特點，多興奮!

集思廣益，分組學習添
效能。

班際辯論比賽，看誰是真
正的「鐵齒銅牙」! 

閱讀有關「茗茶」的文章
後，當然要品嘗一下箇中
的滋味! 

同 學 自 編 自 演 ──
《三打白骨精》

獨一無二的「鯉魚飛
艇」面世了！

同 學 們 仔 細 討 論 改 良
「鯉魚飛艇」的方法。

學生能在圖書教學課堂中享受閱
讀的樂趣。你看，他們多聚精會
神呢！

「呱呱！我們如何把月亮送
回去？」角色扮演能刺激學
生思維，學習解決問題。

透過閱讀情景帶動後續的寫
作活動。改寫故事多有趣！

創意寫作──童真與寫作的結合

我的「水果謎語」，
快來猜猜！

教學活動──「多元化」與「高效能」並重

本年度中文科全校性活動：

為配合本科教學目標，中文科本年度更舉行了多項全校性的學習
活動，以全方位模式，增強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能力。

九月	 ：	 硬筆書法比賽	 十一月	 ：	粵語詩詞朗誦表演

十二月	：	 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一月	 ：	五十週年校慶標語設計比賽

四月	 ：	 中高年級中文作文比賽	 全年進行	：	班際閱讀比賽



在數學的教學過程中，盡可能

將數學問題結合實際生活，讓

學生體會到數學源於生活，感

受學習數學的樂趣。

課堂上，老師為學生創

設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讓大家可以在一個愉快

的環境中學習普通話。

逢星期五，是我們的普通話

日。每當小息，同學們都會

跟推普大使說普通話、玩遊

戲、觀賞普通話電影……普

通話日的節目真的很豐富﹗

課餘時間，老師會鼓勵學生參

加朗誦比賽，並為他們安排朗

誦訓練班，以提升他們的普通

話朗誦的興趣和朗誦的技巧。

甚麼是截面？

普通話課堂

普通話日

朗誦訓練班

我們的數學課

同 學 們 正 留 心 聆 聽
老師的講解!

開 始 了 ! 我 們 選 擇 了 直
尺來量度長櫈的高度。

小二同學

小六同學

實作驗證估計的結果。

同 學 們 在 玩 有 趣 的
情境遊戲。

大 家 都 專 心 地 欣 賞
普通話動畫。

看﹗大家排著隊跟推
普大使說普通話呢﹗

先估計截面的形狀。

愉快學普通話

同學們朗誦《民歌》就像黃
河、長江的聲音一樣澎湃﹗

瞧﹗同學多投
入地練習﹗

獨誦
集誦

「厘米、米」
有幾長呢？

老師講解截面的定義。



參賽同學由嬰孩從窗口跌落致傷甚至死亡的

新聞中得到啟示，發明該裝置。電動窗的原

理是：當嬰兒或兒童爬進窗戶時，其重量可

使窗台下方的開關接上，由此啟動馬達帶動

齒輪轉動，從而把連接窗戶和齒輪的安全鏈

收回，窗戶即時關上；同時蜂鳴器啟動，達

到預防和提示雙重效果。這個發明可說是照

顧嬰孩的好幫手。

除臭垃圾桶的底部放置備長炭消臭劑，透

過改良垃圾筒蓋以安裝迷你按壓式空氣清

新噴霧劑裝置，便能達致除臭、除霉及除

菌三種功效。使用者能按實際情況及需要

來按壓噴霧裝置，噴出芳香劑能中和難聞

氣味以達除臭效果。這個設計既符合環保

原則，又能讓使用者選取喜愛的香味，清

新劑耗盡時還可作隨時更換及更新。

5.19 開心「果」日

『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

本年度學校分別有兩組學生參加
第十二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

探究展

覽，上午校榮獲傑出獎及評判大
獎而下午校榮獲嘉許獎。

除於5月19日全校師生一起進食
各種鮮甜味美的水果外，更透過

週六的

週會-「健康小食齊共享」及推行
「開心果日龍虎榜」，培養學生

持續吃

水果和進食健康小食的良好習慣
。

上午校參展作品名稱：保護嬰孩電動窗 下午校參展作品名稱：除
臭垃圾筒

選購小食看清楚  脂肪鹽糖勿太多  

清水牛奶好選擇  再加五穀與蔬果



本校參加了由牛奶公司集團屬下機構及教育局主辦的『環保小先鋒2009』計劃，

藉此向校內學生及家長推廣『減少用膠袋』的訊息，培養大家自備購物袋的習慣。

『環保小先鋒2009』計劃

戶外學習樂趣多

小一參觀香港
動植物公園認
識公園內的動
植物。

小二參觀瀕危物
種資源中心認識
現今各種瀕危物
種的情況。

小四參觀香港
歷史博物館認
識香港開埠及
早年發展。

小六參觀香港
濕地公園認識
香港濕地的生
態和保育。

小 三 參 觀 房 屋
委 員 會 展 覽 中
心 認 識 本 港 公
營 房 屋 多 年 來
的發展。

小五參觀香港
科學館認識科
學原理及科技
新知。

手 牽 手 ， 齊 齊 向 膠 袋 S a y N o !



自製的降落
傘，把環保
訊息帶到不
同地方。

我們的自製樂器
不單好看，而且
音色美妙，真不
錯啊!

這些就是我們運用環保物料製
成的玩意，多有趣啊！

小石頭、舊報紙、小竹
籤原來也可以設計出很
多有趣的小玩意。

自製樂器

環保玩意
有趣的玩意

自製降落傘

暫棄
電玩、

齊過簡樸生活
視藝活

動多姿采
本年度跨科目活動的主題是「簡約生活、珍惜資源」，

目的讓學生在運用環保物料自製玩具時，親身感受昔日

兒童的創意，從而引導學生走進簡約生活方式，享受箇

中樂趣。



視藝小組同
學合作繪畫
大型旗幟

視藝活
動多姿采

同學參加藝趣嘉年華會，一
同欣賞自己的作品，一同參
觀不同的藝術攤位。

上視藝課的時侯
同學齊創作。

同學齊為班際金禧
校慶設計比賽做準
備，努力創作課室
外的壁報。

同學到維多利亞
公園參加花卉繪
畫比賽，並獲初
小組冠軍。

玩陶樂趣多！
看看

我們的陶藝傑作
！

我們一起到海洋公園佈置聖誕樹。
看看我們精心佈置的聖誕樹。



「滬滬新知」國情教育五天團
本年度「國情教育交流團」已於2008年10月7日至11日順利舉行。今年更有新突破，由

梁校長、馮副校長及四位老師帶領36位六年級同學衝出香港，乘飛機前往祖國最繁榮的大

城市─上海。五天行程中，大家都體驗了上海的民情，參與了上海小朋友的學習實況，認

識了環保企業的運作及目睹了上海十里洋場的丰采等等。藉着短短的五天旅程，同學不但

對祖國大城市的面貌有了更深入認識，也體驗到兩地文化差異，從而反思香港人應如何自

我裝備，自強不息，迎接未來更多更嚴峻的新挑戰。

早上乘地鐵出發 忙裏偷閒，一起品
嘗 最 受 歡 迎 的 食
物—生煎包。

每晚進行集體檢
討，集思廣益。

大家都訪問成功了!

第一天
乘磁浮列車前往東方明珠塔參觀上海歷史博物館

第二天
參觀上海幸福四平實驗小學，與上海小朋友一起學習，
寓學習於娛樂。

第三天
在吳江路調查時，學生用流利的普通話進行訪問。

 

出發了!!



看!各人都很緊張，耳在細聽比賽規則，
手指卻在不停為自己的飛機加添能量。

師生的放飛機比賽為整個學習旅程畫上了
完美的句號。

第五天
大家在宇航科技中心認真投入地學習

第四天
在人頭湧湧的城隍廟訪問外籍遊客，是另一項
艱巨的任務。

晚上同學們到上海外灘拍照留念，黃埔江兩岸
的夜景果然名不虛傳。



獲金禧校慶盃全級總冠軍的班別

近二百位同學在場上表演北衞操，為五十

周年金禧校慶運動遊戲日揭開序幕。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凝聚力量、開創未來

同學們盡展潛能創佳績

啦啦隊落力為健兒們打氣

感謝體育科總課程主任黎耀強
先生為我們頒獎

跨越困難、擁抱挑戰
師生家長競步賽

隊際比賽

4A

6B 6C

5A

金禧校慶運動遊戲日



環保為公益慈善
清潔活動

公益金慈善花卉
義賣活動

健康生活營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公益少年團活動

本年度本校獲獎項如下：

1)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	 冠軍及金獎

2)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亞軍及銀獎

3)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亞軍及

	 	 最佳創意獎

公益金周年
頒獎禮



港島北第一四五三旅幼童軍團

2009年2月14日至2月15日，幼

童軍參加了在大潭童軍營舉行的兩

日一夜的宿營活動。

各成員盡展所長，參與多項不同的

戶外活動，如攀石、繩網、烹飪

及搭建帳篷等，他們從中學習到獨

立、堅毅和自信！

我們發揮互助
合作的精神

「攀石」無難度!

早上七點起床
一同做早操

各幼童軍正聚精會神
學習搭建帳篷的程序

大家一起精心炮製
一頓豐富的早餐

同學們互相合
作挑戰繩網陣

兩日一夜的大潭
童軍營大合照



港島北第一四五三旅幼童軍團 精彩的課外活動

水墨畫班

足球隊

普通話興趣班

弦樂組

圍棋班

數學解難班

手鈴班

木笛隊

英文興趣班

跆拳道班

小女童軍

長笛班

書法班

籃球隊



英詩獨誦
前排左起	 亞軍						2A李恩希	 	

	 亞軍						2B容　朗	

	 亞軍						3A楊愷瑩	

	 季軍						4B麥子豐	

後排左起	 亞軍						4A王依然	 	

	 亞軍						4A范諾恆	

	 季軍						5A黃子頌	

	 季軍						2A辛朗瑤	

左起								季軍							4A崔芷穎

										 	 	 	季軍							3B陳希晴

										 	 	 	亞軍							6A陳梓匯

										 	 	 	季軍							2A黃翠兒

第九屆全港學界普通
話傳藝比賽
下午校朗誦隊獲
普師會盃（高小組）季軍

後排左起

鋼琴二重奏(初級組)	 亞軍		6A許穎楠　

鋼琴獨奏五級	 季軍		6C譚璟霈　

鋼琴二重奏(初級組)	 亞軍		6A吳心兒　

鋼琴獨奏三級	 亞軍		3A施翰呈　

前排左起

鋼琴獨奏一級	 季軍		1B李恩韻　

鋼琴獨奏一級	 冠軍		2C黃樂恩　

鋼琴獨奏六級	 季軍		4C陳若嵐　

左起

小提琴獨奏一級　亞軍		2B陳諾勤　

小提琴獨奏二級　冠軍		2C王文顥　

小提琴獨奏三級　冠軍		4A陳諾謙　

上、下午校中國舞校隊均獲甲等獎

上午校歌詠團獲中文歌曲
高級組季軍

第一屆全港學生公開
音樂比賽單簧管五級
亞軍			6B	羅傲惟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5C吳懿純　

普通話

音樂科

第6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驕人的成績

第45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左起	 冠軍					6A吳心兒	

	 季軍					6C朱百匯

第6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前排左起

後排左起

普通話

音樂科

紀利華木球會游泳比賽

25米	 踢板	 亞軍

25米	 自由泳	 冠軍

25米	 胸泳	 冠軍

25米	 背泳	 亞軍

	 	 全場總冠軍

青少年盃羽毛球比賽 	 男子單打	 冠軍

中西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男子單打	 亞軍

香港青年會羽毛球分齡賽 	 男子單打D組	 季軍

三十三屆南區陸運會 	 男子丁組壘球	 冠軍

第六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99年兒童組	 亞軍

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

左起

冠軍					3B周朗逸　

優異獎		1A蔡頌瀅　

新世紀創意書法及繪畫比賽

左起

繪畫兒童組	 			優秀獎				5C李婉晴

繪畫兒童組	 			亞軍 				6C徐浩匡	

中國畫兒童組		優秀獎				6D余坤怡	

6C林銘軒

4C董兼瑋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初級組

亞軍			2D何昱羲	

東區小學數學比賽數學智多星

亞軍		6A莊偉靖	

資訊科技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第一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6A何詩華

第八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大賽

左起

美術二等獎			4C伍其銘　

美術三等獎			4D林映潔

美術三等獎			6A何詩華

美術一等獎			6C楊博謙

美術一等獎			2C林佩兒

	 6A趙子如	

	 6A利天恩

	 6C區皓程	

	 6C張梓瑩

金章獎

電腦科

視覺藝術

數學

游泳

東區小學數學比賽數學智多星	 冠軍

第四屆“IMC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	第5組　	銀獎

第五屆伯樂計劃公開組數學科比賽	 銅獎

上、下午校同學參加東區小學
數學比賽獲優異成績

第6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左起　6A王俊　6C譚璟霈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2008-2009	Minor	League	Champion

	 Martins	 冠軍

2009年社區體育會華人盃棒球賽

	 男子小學組	 優異獎

	 	 最佳打擊獎

2009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擲壘球	 第六名

棒球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30週年校慶開放日
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籃球隊獲　亞軍

籃球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甲組		
亞軍

左起

(優秀運動員獎)			6C張梓瑩

										 	 	 	 	 	 	 	 	 	 	6C譚璟霈

										 	 	 	 	 	 	 	 	 	 	6A李思澂

(優秀運動員獎)			5A林熹敏

乒乓球 足球

青少年足球推廣分區(香港島)錦標賽

左起

C2組冠軍			5C李澤銘　

E組亞軍					3B馮俊熙　

YMCA籃球挑戰賽

	 男子幼年組	 冠軍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港島區)

	 男子甲組個人賽	 亞軍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劍擊男子花劍

	 男子重劍	 亞軍

劍擊

5A何承禮

東九龍輪滑節

	 男子甲組300米速度賽	 冠軍

	 觀塘區滾軸溜冰同樂日

	 男子U11組75米阻礙賽	 冠軍

	 速度繞樁賽	 亞軍

第52屆體育節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

	 男子中童組(蓮步舞)	 亞軍

	 男子中童組(障礙賽)	 第四名

4B陳文豐

溜冰

香港網球總會新秀賽

	 第四站男子單打	 冠軍

	 第二站男子單打	 亞軍	

	 年終總決賽男子單打	 亞軍

YMCA網球比賽

	 男子組	 冠軍

YMCA暑期籃球挑戰賽

	 男子幼年組	 冠軍

第六屆飛遠田徑新星大賽

	 男子1998年組	 第七名

海天及志佩游泳會

	 男子50米蛙泳	 冠軍

	 50米自由式	 季軍

網球

5A阮卓賢

5B許曉峰

第十五屆聖經朗誦節比賽

左起

小三女子獨誦					季軍			3B劉宇薇	

小二女子獨誦					亞軍			2A黃翠兒	

小六女子獨誦					優異			6B陳樂心	

宗教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男子籃球隊獲　亞軍



教育，是一個從心
出發的事業。我喜
歡看見的是一群有
心的老師以愛心、
耐心、寬容和鼓勵
與學生架起一座
【心橋】，並用自
己的辛勤和智慧

為學生營造最佳的學習環
境。在我而言，無論是多難教的孩子都是好學的、能學的
和喜歡學的，只要給予他們機會，並在教學上多接納、多
欣賞、多感受和多稱讚，孩子們自然能投入課堂，主動學
習。

教育，也是培育生命的事業。我期望看見的是孩子們在課
堂上分分秒秒都是快樂和享受的，因此課堂的演繹十分重
要。教與學不僅是一種告訴，更是學生的一種體驗、探究
和領悟。一個「開放的課堂」能讓孩子展示自己，並實

上視藝課的時候，我經常向同學推
介一些課外的藝術活動，例如：郵
票設計工作坊、藝趣嘉年華會和美
術創作比賽等。有一次，一位同學
問：「劉老師，為什麼你常常叫我
們參加比賽、參加美術活動和參觀
展覽？」我這樣做的原因是……

美術教育並不只是每星期畫一幅圖
畫，每星期做一份手工而已。基於
教育不是在論斷孩子的能力，所
以，我常鼓勵同學參與各類藝術活
動，給予不同學習機會，就是要讓
他們發掘自己的興趣及可進步的空
間。同時，創作只是一個過程，我
更期望在創作的過程中能夠培養同
學的耐性和美感，讓他們學會欣
賞，從而把一份欣賞的心付諸於日
常生活之中，懂得讚美和感恩。

余佩芝老師

劉凱賢老師

我們的新老師

Hello, I am Miss Eunice Poon and I am the class 
teacher of 3B!  It is an honour to be part of this 
big family.  Every student I have met is full of 
personality and charisma.  What makes them so 
unique?  A poem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might tell.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If children live with criticism, they learn to condemn.
If children live with hostility, they learn to fight.
If children live with fear, they learn to be apprehensive.
If children live with ridicule, they learn to feel shy.
If children live with jealousy, they learn to feel envy.
If children live with encouragement, they learn confidence.
If children live with tolerance, they learn patience.
If children live with praise, they learn appreciation.
If children live with acceptance, they learn to love.
If children live with sharing, they learn generosity.
If children live with honesty, they learn truthfulness.
If children live with kindness and consideration, they learn respect.
If children live with security, they learn to have faith in themselves.  
(Dorothy Law Nolte)

Every child is a blank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both the teachers and parents 
would be the painters.  Their development is mirrored by how we behave.  
Therefore, we both hold their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well-being.    

Does your kid learn to love or fight? 
Does your kid condemn or appreciate? 
Is your kid confident or shy?

A teacher needs reflection.  Parents need reflection too.  I believe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for the benefits of our children.

Eunice PoonMiss

踐師生間的溝通。還記得愛因斯坦說過：「思維世界的發
展，在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對好奇的不斷擺脫。」因此我
們應多激發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慾，讓他們主動探索，並
萌發他們創新及不斷學習的態度。

最後，真的要感謝主的帶領，讓我成為北衞的一分子，體
驗這充滿愛的大家庭，並實踐自己的理念。曾在教學的道
路上絆倒過，但換來是寶貴的經歷和難忘的回憶。還記得
學生送贈的小禮物和心意卡，最令我甜在心頭的是上面的
字句：「余老師，謝謝你!」。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上的每一課都能陪伴孩子們渡過一段
幸福快樂的時光!

一位將畢業的六年級學生曾送上這句話語給我：
Having you as a partner in this life’s tedious race,
I am filled with confidence to walk towards the road of success!
教師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從前年幼的我，轉眼間，已變成應屆

大學畢業生。我在香港理工大學的三年

裏學到的建築工程知識很快便要應用到

生活中，為社會作出貢獻。建築工程師

的責任是要為市民建造一個個美好的家

園，為父母提供一個下班後享有的安樂

窩，為孩子提供一個下課後擁有的小天

地。能夠為香港市民建設溫暖的家園和

設施，絕對是我兒時的夢想。莎士比亞

曾經說過﹕「在時間的大鐘上，祗有兩

個字──現在。」現在，我的夢想成真了!　

　　然而，這些都全賴母校的支持及栽培，才有現在的我。回想起

北衞六年的校園生活，良師為我打下穩固的語文根基，循循善誘地

教導我去積極面對挑戰，令我得以克服人生路上不斷的起伏波折。

面對壓力時，我會向主耶穌傾訴禱告，祈求得到心境平靜，從而解

決難題。「勤修品德不矜不怠，基督真理是宗。」衷心感謝母校的

悉心教導，謹祝她於現在、未來繼續作育英才，造福社群。

林君翱   第39屆畢業生

現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工程系三年級

　　轉瞬間，我小學畢業至今已經

快將九年了！每當我執拾房間的時

候，都會翻起小學時代的舊照片，

使我記起一段段成長的片段。我在

北角衞理小學的六年時光裡，所獲得

的不只有這些歡樂的回憶和書本的知

識，母校給我的還有許多待人接物上

的栽培，為我以後的人生立下重要的

根基！

　　在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就讀的一年多裡，我要到不

同的醫院進行臨床實習。每段緊湊忙碌卻又精彩充實的實習生活

中，我體驗到擁有無限的「責任感」和「服務熱誠」對作為醫護

人員是多麼的重要！我依然記得我「負責任」去「服務別人」的

「第一次」，那是我踏進北角衞理小學就讀一年級的第一天，被

老師選中了做班長！還記得當時的我既興奮又緊張，對於每一項

任務，我都戰戰兢兢地盡力完成，並幸運地獲得老師與同學們的

嘉許和支持，使我感到無比的鼓舞。這個「第一次」和及後一些

擔任風紀隊長和活動籌委的經驗，讓我培養服務別人的那份「責

任感」和「使命感」，這些都成為我現在服務病人的理念！我希

望能憑著這份母校送給我的厚禮，努力實踐成為出色的醫護人

員，讓在病榻中的人得到優質的服務！

馮頌恩　第40屆畢業生

現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二年級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我已是一個中二的學生，在張祝珊英文中學唸書。說起來，沒有母校的栽培，我

也不能考進心儀的中學。從小學起，我便參加普通話的朗誦比賽。經過老師的教導，我的朗誦技巧日漸進步，

有一次還在學校朗誦節拿到了季軍，我十分高興，因為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報。後來，我報名參加了一個校外

的朗誦比賽－全港18區回歸普通話大賽，獲得了港島東區小學組亞軍，為校爭光。去年，我更幸運地在學校朗

誦節中獲得了中一級冠軍，我很想感謝教導過我的老師，特別是呂老師。她從我開始參加朗誦比賽，一直訓練

我朗誦的技巧直到小六畢業。最後，我衷心感謝我的母校，我永遠都會記住你悉心栽培。

姚詠芝　第47屆畢業生

現就讀於張祝珊英文中學中二學生

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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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婧老師

余佩芝老師

顧問： 校監林崇智牧師   梁麗麗校長

委員：

編輯

委員會

關愛校園頒
獎禮

本校連續三年獲關愛校
園獎項，本年度更

同時獲頒「最關愛家校
合作大獎」呢！多

謝各界人士對學校的嘉許
和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