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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在Howard 
Gardner's的多
元 智 能 理 論
(1983)中，提
及八個智能空

間，包括語言、數學邏輯、自然觀察、
空間、身體運動、音樂、人際交往和個
人內省。多年來，北衞致力培育學生多
元發展，近來碩果豐盈：

未來北衞：多元智能  生命工程

    感謝上帝賜予北衞一群願意委身承擔

的優秀教師團隊，為了孩子放下自我與個

人利益，從課室走向全方位學習；從個人

走向群體服務，透過體驗、認識而珍視、

尊重生命。本年度我們獲得全港「關愛校

園獎勵計劃之生命教育」主題大獎。這是

對全體師生的嘉許和認同。

    作「自主學習」好管家

    隨着2018年邁向新校舍全日制，我們

把「自主學習」作為學與教的首要發展。

在日前教師專業發展日當中葉祖賢校長提

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在老師指導與支

援下能「自覺地確定學習目標，選擇學習

方法，監控學習過程，評價學習結果，調

節學習策略和自我認知，以達至善。」當

然孩子的「自我管理」鍛鍊十分重要，包

括：時間管理(能珍惜生命)、情緒管理(建

立人際)、金錢管理(分辨需要和想要)、健

康管理(實踐健康生活)。

    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對生活帶來重大

影響。北衞不會與「科技」追趕比賽，但

仍會善用資訊科技，豐富學生的學習模式

和支援，讓學生經歷創意、建立明辨性思

考。「作出重大發明的年青人，大多是敢

向千年不變的戒律、定律挑戰的人，他們

做出大師們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來，讓世人

大吃一驚。」(費爾馬Pierrede  Fermat)。

通過STEM的教育，北衞會透過電腦、常

黃侶詩校長

學
術

朗
誦

藝
術

體
育

於
服
務
學

習
方
面

2011-201
5東區學校演講比賽(小學組) 冠3亞3季1

2011-201
5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組)
金獎2銀獎1銅獎2

2012-201
3第一屆香港本土兒童文學

創意閱讀大賽(高小組)

冠1亞1

2015-201
6香港精算解難及

創意挑戰賽

六年級組金獎

2014-201
5小學聯校「腦力鬥一番」

數學邀請賽

團體冠軍

2015年度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冠軍

第65-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朗誦比賽

(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獨誦)

冠17、亞17、季34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朗誦比賽

(小三、四男女子普通話合誦組)

(小一至小三年級男女混合英詩集誦)

下午校普通話集誦隊季軍

上午校英詩集誦隊季軍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朗誦比賽

(小一至小三年級男女混合英詩集誦)
上午校英詩集誦隊季軍

香港花卉展覽2015及2016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連續兩年獲小學組冠軍

2014-201
5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冠軍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教堂音樂

(中文歌曲/木笛小組)

上午校歌詠團季軍、

下午校歌詠團季軍

木笛隊A組季軍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外文教堂音樂/木笛小組)

上午校歌詠團獲季軍

上午校木笛隊A組獲季軍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文聖詩組/木笛小組)

上午校歌詠團亞軍

上午校木笛隊A組季軍

第65-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小提琴獨奏)

冠軍2項、亞軍3項、

季軍10項

第50-52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小學高級組

上午校中國舞校隊甲等獎2項

下午校中國舞校隊甲級獎3項

2011-16港
島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冠軍9名 亞軍6名

季軍9名 團體亞軍1名

2011-16港
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冠軍1名 亞軍3名

季軍4名

亞洲滑水、英國滾軸溜冰全港及亞洲室內單車及花式單車冠、亞軍、花

式溜冰季軍

學校公益少年團獲東區堆沙大賽小學組亞軍

最受歡迎及最佳解說員獎；於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及清潔活動中獲全港

籌款額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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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北角衞理小學前任校監
吳伯齡先生

(1988-1997擔任校監)

識、視藝等跨科學習領域，讓學生接觸科技，與世界

接軌。常識科的「魚菜共生計劃」讓學生體驗生態循

環、珍視生命；機械人探究從程式編碼，發揮想象創

意；3D打印、航拍等科技讓孩子明白技術的日新月

異，得與時並進。

    歐盟認為在二十一世紀，人類要具備四大基本能

力，簡單來說就是：

    �孩子能具備生活能力、能自己照顧自己
    �孩子須具備關懷別人的能力
    �孩子須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孩子能具備學習的能力
    美國微軟主席比爾蓋茨的女兒兩歲開始自己穿鞋，

「媽媽，穿鞋子很困難，不過我喜歡做困難的事情。」

    孩子懂得自己這樣說，原因是蓋茨夫婦重複二萬

次向女兒說：「爸媽今天又要去挑戰自己，做困難的

事情，不過我喜歡做困難的事情。」身教言教盡見於

此。家庭學校的語言系統、消極積極足以影響孩子健

康成長。

    家校同創「生命工程」

    生命教育絕非只是口號，除了豐富的學習經歷，

北衞更重視家庭的培育。本年度，我們與親子閱讀專

家菜姨姨推行「同心悅讀」計劃，與家長義工利用繪

本向子女學生分享生命教育，孩子深獲裨益，此計劃

並會考慮延續成讀書會，建立義工社群，服務社區。

未來一年，再會與北角衞理堂並肩攜手，先為新年度

小一家長開始逢周日舉行小一家長講座及兒童園地，

讓家長在培育子女、夫婦關係、心靈加油站維繫優質

家庭，活出豐盛人生。   

    為什麼在現有的校舍我們竟可有六十多組多元智

能興趣班，可以在「有限」的舞台上發揮孩子的亮點

潛能？為何在未來新校舍，我們夢想有攀石、遊戲

場、多元圖書館、音體藝的舞台場地、科技環保結

合的魚菜共生綠田園……因為我們相信有「生命力定

律」。

    生命力定律

    兒子問父親甚麼是「地心吸力」？爸爸回答：

「是科學家牛頓發現地球有一種力量，能吸引一切物

體，趨向地心的方向……」

    兒子又問：「可是花草枝葉反而背着地面，努力

向上生長，趨向上空？」

    爸爸回答：「因為還有『生命力定律』，比地心

吸力具有更大力量，能使一切有生命的物體，克服地

心吸力，不斷向上生長。」

    是的，人生會面對種種橫逆，種種使人墮落、使

人放棄應有堅持的力量，但具有生命力的人絕不會屈

服，讓我們因努力而不斷向上生長。當然，在成長過

程中，孩子們有鼓勵、有同伴、有團隊，一個也不能

少。上月北衞手鐘隊榮獲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銀

獎，在榮譽中勉勵全體同學，北衞的校園就像一支手

鈴隊，我們手上有不同音符，單獨敲動，孤納無味；

然而協作結合即成美樂，令人渾然陶醉。每個孩子都

是上帝陶造的美音，唯在琢磨鍛鍊中能經歷自己的能

力，並能互相配搭、互相效力，在學習的艱辛和挑戰

中能團結奏出天籟之音，把榮耀頌讚歸與上帝。

黃侶詩校長

    吳伯齡先生為北角衞理小學前任校監及校董，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
日於美國加州因病離世，安息主懷，在世享年九十歲。
    吳先生一生奉獻身心，積極參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教育工作，除曾擔

任北角衞理信託基金會主席外，更任北角衞理堂幼稚園暨幼兒園、北角衞
理小學、衞理中學校監及校董會主席多年，貢獻良多。

    在社會上，吳先生熱心參與及領導多個著名公益團體，一九八三年獲委任為太平紳
士。二零一一年雖已移居美國共聚天倫，但仍心繫北衞。常勉勵同工：「沒有愛便沒有教
育。北衞是在愛心和關懷中籌辦，培育學生成長。」
    誠如黎婉玲副校長憶述：「近數十年出任北衞的校監們之賢行善德，歷歷在目，吳伯
齡先生在行動不便時仍扶着拐杖，一步一步踏上樓梯到二樓會議室開校董會，可見他對衞
理小學之情深。……」《北衞五十五周年校慶「衞理情緣」一文》
    求主藉着我們所親愛敬重的吳伯齡先生離世安息主懷的事，更增強我們的信仰與希
望，成為更有指望的人。今天我們以尊敬的心情追念吳先生留下的儀容典範，頌讚和感謝
上帝給他一生恩典，透過他的努力愛校，更體驗天父的偉大與慈愛，讓北衞成為一所榮耀
上帝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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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燊：黃校長，請問您在甚麼時候開始投身教育事業？
校長：我投身教育事業已經有27年了。
 昕：黃校長，您為甚麼會選擇擔任北角衞理小學的校長？
校長：我來北角衞理小學任校長前，曾在一所九龍區的小

學當了校長6年。及後，上帝賜給我新的境界，讓
我加入循道衞道聯合教會，進入北角衞理小學這大
家庭，後來更知道，北衞將要在2018年度遷到新校
舍並轉全日制，這項挑戰就更大了。不過，我深信
只要憑着信心、有使命感，有上下一心的精神，定
能為同學提供一個最充實、更愉快的校舍和學習環
境。

 漪：黃校長，請問您對北衞的學生和教職員的印象如
何？此外，您來了北衞都接近一年了，有甚麼特別
難忘的事？

校長：雖然我來了北衞的時間很短，但已經逐漸對學校建
立深厚的感情。對於北衞的同學，我覺得他們都很
純樸、有童真，儘管現時外在環境或社會充斥著不
少負面的文化和風氣，但同學卻沒有受影響，依然
存有一顆良善的心。還有的是，同學都很禮貌，每

次見到師長，都會微笑
和點頭敬禮。至於老
師，我感到他們都很
關心學生，在同學的
學習和成長上付出很
多，他們更願意持續
學習，用課餘時間進
修，與時並進，並努
力完善教學，這實在

是北衞同學的福氣。
  我很感受到北衞的確是個大家庭。除了同學和老

師，家長和校友對學校都很支持。先說家長，他們
都很樂意跟學校溝通，並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例
如菜姨姨的「童心悅讀」計劃，不少家長都主動和
持續參與培訓及講故事活動；至於校友，我看到他
們對學校有很深的感情，有些年長的校友已經畢業
了很久，但仍都踴躍參加學校的活動，例如校友會
聚餐和運動遊戲日等都積極參與。此外是運動遊戲
日，我看見同學、老師、家長和校友在當天不論在
場上或看台，都全情投入。在啦啦隊比賽的環節
中，同學表現出合作精神、創意和無限的活力。第
三，在觀課時，我看到同學求知求學，樂意學習和
回答提問，對學習的主動和積極確是值得讚賞的。
最後，我常常見到同學在課外的時間都捧着圖書來
閱讀，養成了「Waiting Time, Reading Time」的好
習慣，這是我十分欣賞的。

 燊：黃校長，知道您平日除了在校長室工作外，也會在
小息時到天台操場、走廊跟我們聊天。您跟同學聊
天時，有沒有一些趣事可分享？

校長：記得有次一位六年級同學跟我分享心事，他提及升
中的壓力，擔心派位及適應中學生活的難題；但他

也同時感謝過去六年來老師的關愛和鼓勵，我也相當
感動呢！另外是一位低年級同學跟我分享，他說自己
住得很遠，但每天不怕舟車勞頓上學，全因他喜愛北
衞。這讓我想到「人」才是教育的首要。

 珩：平日在學校，您會怎樣安排您的午膳？
校長：我有時也會外出用膳。學校應該跟社區有聯繫的，因

此希望出外走走，接觸社區，感受北角區的特色，亦
可在忙碌的工作中輕鬆一下。

 珩：黃校長，我們都希望知道您在工作以外的生活。請問
您平日下班回家會做些甚麼？又會如何分配您的工作
和工餘時間？

校長：下班後，我很珍惜與子女家人共聚的時間，一起晚
飯、閒聊，例如聽聽子女分享在校的事。我還喜歡閱
報，看兩份報章，除時事外，也看小品，使自己緊貼
時代和生活。此外，我也喜歡看書和種花。有假期更
愛行山，讓身心靈都得以平靜再得活力。

 昕：請問您是否喜愛閱書？最喜歡看哪類型的書？為甚
麼？

校長：是，我從小已經喜歡閱書。小時候喜愛看的書類很
廣，包括武俠、科幻小說等，現在較多看人物傳記、
散文小品、屬靈書籍等，了解別人的生命經歷和生活
點滴。《態度決定了你的高度》和《遇上快樂的自
己》是我近期閱讀的書。 

 燊：黃校長，請問您覺得成為一位好校長要有甚麼條件？
校長：我認為有以下幾項。首先是不斷求進，不甘於安逸，

使學校也進步；此外是堅持，面對困難要堅持，不要
認定失敗；第三是認清目標和方向；第四是善用優
勢；最後是正面的的情緒管理，有自己的信念，不易
受別人的評價和說法影響。

 漪：最後，我們想問及你於學校的展望。校舍將要搬遷，
你對新校舍有甚麼展望？

校長：除了知識外，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同樣重要。首先希
望同學能突破課室的學習，例如建立預習自學習慣、
全方位的境外交流擴闊視野；此外，要發展同學的活
力和創意，因此新校舍期望增設攀石、繩網和有特色
的遊戲區，讓同學從遊戲中學習鍛鍊體能意志。加上
是營造良好閱讀氣氛，除學校圖書館外，校園各處都
能閱讀，如增設閱讀角，讓書香處處；第四是讓同學
多親身體驗，例如綠化天台，多種植物，實行「魚菜
共生」學習計劃，學生藉此多交流、分享。最後是多
元化的課堂，善用全日制的時間，增加聯課活動等，
讓北衞達至全人教育、多元智能發展。

認識黃校
長

校訊小記者：6A田宇燊（燊） 6B梁愷昕（昕） 6C吳仕珩（珩） 6D莊千漪（漪）

本學年，黃侶詩校長加入了北衞的大家庭，成為我們的校長。

喜歡跟同學走在一起的黃校長，不時都在小息或課餘時間跟同學見面和聊天。

相信同學們都希望知道黃校長更多吧！四位六年級同學擔任校訊小記者，特意跟

黃校長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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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透過遊戲提升學習語文的動機和信心

工作坊結束後，同學與家長義工大合照。

勤學守紀、互助互愛、
             積極求進、發揮潛能

    今年，訓輔組以「勤學守紀、互助互愛、積極求進、發揮潛能」為輔導主題，透過全方位學
生輔導活動，積極發展同學的潛能，亦培養同學互相尊重和關愛的精神，並提升自律自理能力以
及與人相處的技巧。此外，本組亦努力協助家教會舉行一連串的親子伴讀活動，讓家長不單在家
庭中發放「正能量」，在校內亦擔當愛心義工，推廣親子生命教育。

發揮潛能──不同年級及主題的學生活動

同學運用小組所學的技巧服務社區，包括到長者中心跟長者玩遊戲和談天，還到幼稚園主持生日會。

小一生投入適應活動，使每天都開開心心上學去。

家長義工化身成中學的老師、主任或校長，為同學提供
個人和小組面試實戰經驗，做好升中面試的準備。

「小腳掌．踏步成長路」小組

小一適應遊戲日 「樂學讀寫園地」
「愉快上學去」
小一適應小組

小六升中模擬
面試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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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家長義工們熱心及投入參與各項家長義工活動，令同學們充滿愛和正能量！

互助互愛、積極求進──校本學生輔導活動

愛心義工，推廣親子生命教育

開心說故事、談天時間

「開心聚一聚」時間

同學互相分享校園、生活趣事，學習
聆聽別人的說話和互訴心事，建立關
愛及互助的朋輩關係。

每班選出在耐性、盡責及友愛方面表現
出色的同學，接受小老師培訓。 

高年級同學擔任「小老師」，
帶領低年級的學習大使伴讀，
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小老師關顧小一同學，與他們一同遊戲，提升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及適應力。

家長義工出席伴讀家長義工工作
簡介會，為講故事作好準備。 家長義工跟同學們講故事 家長義工與黃校長拍照留念

讓孩子從故事主角中學會管理情緒和與人相處之道

孩子們鼓勵大家：一起擊倒不開
心，叫傷心快跑開，要開心過每
一天，加油！

同儕伴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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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像耶穌

    同學們透過參與各類宗教活動，明白聖經的教導，並努力實踐，做個敬神愛人的好孩子。

同學們努力背誦金句，緊記上帝的話語。

經過激烈的問答比賽後，「衞理基督小精兵」終於誕生了。

復活節到了， 同學們學像主耶穌一樣背負十架，感受耶穌昔日背負十字架所行的苦路。 

我們將聖誕節的祝福寫在卡上，並
送給家人和朋友，讓他們認識救主
降臨。

聖經樂中尋「齊來背金句」

聖經問答比賽

宗教週

學生團契 節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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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你飛舞

    本校積極推行生命教育，藉生命教育課及體驗活動，讓學生感受生命的
喜與憂，從而建立積極及正確的人生觀，提升抗逆能力，達致全人發展。

小一「啟蒙禮」

小四「齊心就事成」

小二「護蛋行動」

小五「生命鬥士」

小三「意外人生」

小六「成長禮」

讓我們齊心地解決困難！

我們像媽媽一樣努力保護
「蛋寶寶」呢！

一起學效生命鬥士的堅毅精神！

人生總會遇到困難，但我們都能笑着
面對！

向夢想啟航！

教師團隊一同感受故事中的真善美！

體驗活動

「生命教育繪本教學」教師工作坊

繪本的力量不容忽視啊！

同學接受校監簡牧師的祝福及黃校長送上
的立志禱文相架

 我們相信生命
影響生命，教師活
潑正面的生命力，
亦是我們所重視的。
    本年度，我們誠邀德慧

文化繪本生命閱讀項目顧問王淑蕙
女士（Apple姐姐）到校分享生命教

育繪本教學，一方面滋潤教師的
心靈，一方面亦裝備教師於生命教
育繪本教學上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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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NETs and CNETs

  Hi, this is Mr. Wright. I’m happy to be back as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This year I am again teaching P.2, 
P.4 and P.6. We’re doing some very interesting projects 
including learning about problems in our world and dream 
holidays. 
  You can also check out NPMP News on the English 
page on the school website! This year we have new 
interview videos and interactive story links.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going on this year as well, such as trips to the airport and 
other fun contests and games. It’s been quite a lot of fun 
working with the other English teachers to provide new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Hello everyone! As you all know I am Mr. Barnardo. I am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for P.1, P.3 and P.5. It is my first 
year at NPMPS and I have to say that I enjoy it immensely. The 
students in our school really pride themselves by doing their best 
and showing an enthusiastic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I also 
help with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and Drama. With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we teach the students how to us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by playing games and doing fun interactive 
activities. In drama we also play a variety of games and make 
use of lots of other methods to help the students in acting, 
singing and dancing. It is lots of fun! 
  With the professional support of teachers and the hard work 
of students, teaching is just so much more exciting. I enjoy being 
a teacher and it is great reaching out to students by leading and 
guiding them to reach the dreams and goals they have set for the 
future.    
   I look forward to the new term ahead with all the new 
challenges and joyful moments it will bring. 

Mr. Morne 
Barnardo

Mr. Andrew Wright

8



  I am Miss Warner Smith and I have really enjoyed 
my first six months as a Chatteris Native English Teacher 
(CNET) teaching P.2, P.4 and P.6; it has been great to get 
to know the students and for us to share our cultures with 
each other. I am from Hertfordshire, in the countryside near 
London, in the UK, so Hong Kong is very different and a lot 
more fun!
  Outside of PLPR lessons, I co-run the Awesome 
Musical Drama Club. We have now perfected three dance 
routines and the students are busy learning their lines 
for our performance of the Wizard of Oz in June, which I 
know is going to be great. English Days have also been 
going really well and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s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to run the English games for other 
students.
  I think it has been an exciting year for English at 
NPMPS. I have loved watching the students grow with their 
confidence in English and I will be sad to say Goodby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Hi! My name is Miss Hinojosa. I am one of the Chatteris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CNET) this year, teaching P.1, 
P.3 and P.5. I am from Derby, a small city in England. 
Derby is very quiet compared to the busy streets of Hong 
Kong. I love how vibrant and versatile Hong Kong is, you 
will probably find me exploring one of its many islands or 
relaxing on Shek O beach! 
  I co-run the Awesome Musical Drama Club, where we 
are getting ready to perform the Wizard of Oz pantomime. 
The drama club have been working so hard, perfecting 
dance moves and learning their lines, and I can’t wait for 
everyone to see the finished piece. Our wonderful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have been busy teaching students 
games to play on English Days and also hosting our English 
café.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 of the term and finding 
more fun activities to share with everyone!   

Miss Martha 
Warner Smith 

Miss Pilar 
Hinoj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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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xcursions

We visited the airport to learn 
about the procedures we 
need to take before we travel, 
and we interviewed tourists 
who entered Hong Kong.

O u r  P. 5  s t u d e n t s 
went  to  Stan ley to 
interview tourists and 
to recommend other 
places around Hong 
Kong to visit.

We learned about the 
challenges chi ldren in 
poorer countries fa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donating 
money to charities.

English
 is Awesome: 

P.4 – Airport Trip

P.5 – Stanley Trip

P.6 – English Da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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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s Awesome: 

 P.1 – P.6 PLPR and Reading Workshop

P.1 students are so enthusiastic about 
learning English! 

Here, P.3 students read stories in PLPR.

P.5 students learn reading skills 
through small-group teaching.

Students present their P.4 Animal Projects.

P.6 students create powerpoints about 
problems in our world.

P.2 students have booklets to go with each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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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杭州經貿、文化」四天考察團

    本年度上、下午校六年級共40位學生出發前往上海、杭州，考察國內的教育、歷史、科普、
民生及飲食文化。在這短短的四天行程中，同學們不但對祖國的發展有更多認識，還見證經濟
日趨繁榮的上海，飽覽風光如畫的杭州美景，更有機會與國內同學一同上課，了解國內的學習模
式，實在獲益良多。

冒雨欣賞黃埔江外灘兩岸煙雨濛濛的優美景色

在外型設計獨
特的「中華藝術
宮」內欣賞了油畫及
工藝品，感受濃厚的
文化及藝術色彩。

當天「上海科技
館」人山人海，遊人
如鯽。同學們到了「機
器人館」參觀，即席與
機器人在雙人乒乓球賽
對壘，又與魔方機
器人較量。

夜遊城隍廟，體驗
上海民生及街頭工
藝品的特色。

撐着雨傘夜遊上海外
灘及城隍廟第一天行程

第二天行程 參觀「孫橋現代農業園」、「中華藝術宮」、「上海規劃館」及「上海書城」，
收穫甚豐。

響應環保種植—— 認識無土耕種及魚菜共生系統的好處，由農業園種出來的瓜果都格外嫩綠、肥美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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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行程

「 上 海 規 劃
館」展出了規模龐
大的上海發展模型，
同學更體驗了館內各
項有趣的設施，玩
得不亦樂乎。

與內地小夥伴們一起上課，一起學習，互相交流，成
為大家永致難忘的回憶。

深刻而難忘的小學交流
及學習歷程

    早上拜訪「上海虹口實
驗學校」接受挑戰﹕利用小
小的積木砌橋。在老師耐心
指導及大家同心協力下，兩
條長長的積木橋終於成功在
課室內架起。

    晚上夜遊已有幾百年歷史
的杭州仿古街「清河坊」。沿
着「清河坊」走着，只見兩旁
特色商店林立，同學們當然把
握機會購買手信送贈親友呢!

    下午乘車前往杭州，直抵
環境清幽的「杭州工藝美術博
物館」，跟美術館的導師們學
習自製蝴蝶風箏。同學們認真
剪貼製作，一針一線地自製了
獨一無二的風箏。

「上海書城」樓
高七層，藏書量多，
是愛書之人必到的地
方。同學們除了選購了心
愛的書籍外，還嘗試無
墨汁寫書法，別有一
番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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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同學於遊覽期
間深深感受到西湖之美。趁着風光無限好，大家都忙於拍照留念，捕捉西湖不同的景色。

最後一個行程，參觀「岳王廟」，目睹民族英雄——岳飛像的
丰采。

廟內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畫，讓同學更能了解岳將
軍的生平事跡，而廟外的秦檜夫婦跪拜銅像，亦令
人痛恨強加給岳將軍的「莫須有」罪名。

6A 錢姿霖

    「獲益良多」、

「大開眼界」是形容遇

到新奇事物的四字詞，

我認為配上今次的「上

海、杭州四天考察團」就最適合不過。

這次考察，讓我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新事

物，例如跟不同的人交流與相處，又參

觀從沒去過的地方，更參與別開生面的

活動。當中最令我難忘的，就是在「上

海虹口實驗學校」跟內地師生交流，一

同上課，一同學習，令我畢生難忘！這

次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的確讓我大開

眼界，獲益良多呢！

6C 吳仕珩

    這次交流團令我獲

益良多，不但學到更多

課外知識，還能到內地

小學與小夥伴交流，使

我變得更成熟了。這次旅程最令我印象

深刻是能與小夥伴們一起學習和相處，

他們讓我深深明白「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的道理。假如時光能倒流，我

必定會再次細心感受和欣賞自己當時忽

略了的細節及精彩時刻。最後，我要感

謝校長及老師為我們安排這次既有意義

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帶給我在小學生

涯中一次美好的回憶。

第四天行程 乘船遊覽西湖，感受西湖景色之美，以及參觀「岳王廟」。

同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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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

    除了在正規課程內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等三大資優教育元素外，
本校亦會有系統及有方向地發掘和培育資賦優異及高能力的同學，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培訓及推薦
參加各類比賽，讓他們盡展潛能。

資優教育學苑小學學校提名

創思小組

課堂活動

校外培訓

抽
離
小
組

公
開
比
賽

機械人小組 

高階思維及解難活動

小學菁英計劃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小學校際科
學思維競賽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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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目活動——「生命全接觸」

    同學們熱切期待的跨科目活動在上學期總評後舉行。是次主題為「生命全接觸」，同學在視
藝音樂、語文、品德情意和生命教育四個範疇設計的活動中，不但能欣賞自然界創造之美，又明
白生命的可貴，盼望他們以積極和樂觀的態度生活，活出精采的人生。

視藝音樂

語文

同學認真製作動物手指偶和手偶，表現出動物可愛的一面。

同學設計的愛護大自然棋盤既有趣好玩，又富教育意義。

同學正細心地為「活力
蛋」繪上漂亮的外衣

齊高聲唱頌大自然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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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情意

生命教育

猜猜我班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

同學們藉聽繪本故
事和認識世界之
最，學會關懷動
物，珍惜生命。

透過親身接觸導盲犬，同學們更了解牠們如何協助盲人過日常生活。

我是「寵物好主人」，齊來聽聽我飼養動物和種植的心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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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校本跨際語文學習課程

    本校一直重視同學在閱讀及說話方面的培育。本年度，本科舉行了合班及跨級的語文學習
活動，為同學提供更多交流的機會，從而提升他們的閱讀、說話及思維能力。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潘金英老師分享閱讀及寫作小說的心得，解說何謂小說的「色、香、
味」，鼓勵同學閱讀名著，並細閱故事中的美妙情節、亮點、插圖等，建議同學多分享閱後
感，更可寫信回應作家，並選取印象深刻的事，以新角度重新創作屬於自己的故事，以真正增
加閱讀趣味。

�言語治療師張志華姑娘主持工作坊 �個人試練 �小組練習

�模擬討論過程示範�同儕互評

好書推介

師生合照
讀書會會員分享

透過工作坊，同學認識了「小組討論」策

略——說話四步曲，分別從神情語調、說話態

度、話語結構、溝通技巧等方面學習說話表達技

巧，並進行模擬討論活動。此外，同學們會即場

互相點評，以增進話語交流的技巧。

小組討論訓練

作家到校分享會

作家讀者親身交流 書迷簽名會18



體驗閱讀的樂趣

    本年度圖書館組致力推動多元化的閱讀活動，以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讓他們感受閱讀的
樂趣，亦能從閱讀中延伸課堂的學習。

校內活動

校外活動

同學透過午、晚禱時段及壁報向全校推介好書同學在讀書會活動中輪流講故事，表現專注！

同學們投入地玩各個閱讀攤位遊戲

好孩子星期天

第二十七屆閱讀嘉年華會

該集節目重溫：香港電台第五台《好孩子星期天》
http://programme.rthk.hk/channel/radio/programme.
php?name=radio5/children_sun&d=2016-02-
28&p=732&e=347043&m=episode#

  本組老師帶領同學到
香港電台，參與《好孩子星期

天》錄音活動，透過大氣電波向聽
眾介紹「書叢榜60本好書」的其中
四本圖書，以另一種形式跟同學分
享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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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活動
    我們致力推行校本的科學與科技學習活動，利用STEM作框架，讓同學利用科學及數學原理來
解難，營造發揮創意的氛圍，從而提升同學與人協作的能力和科研素質。

週六興趣小組「小小科學家」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開心果月

自製竹蜻蜓 探索毛細管作用的原理 自製顯微鏡

我們也致力推行不同活動，鼓勵同學把課堂中所學到的健康及衞生知識，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我利用手上的沙漏計時，在5分鐘內
完成淋浴，節約用水。

全校師生齊齊參與「開心果月」，一起開心吃水果，宣揚多吃
水果的好處。

    同學們根據科學
原理，並以「大膽假
設，小心求證」的態
度設計及改良科技產
品，真稱得上是「小
小科學家」呢!

    本年度小小科
學家發明了「節能
衞理號」，希望透
過這件產品來提醒
大家節約能源。

沖沖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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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視藝小組

校園藝術大使分享

香港偶影藝術中心《香港故事》偶戲表演

色彩繽紛的捲紙藝術作品

戲偶大師表演拉線偶、掌頭偶及皮影偶，各戲偶唯妙唯肖。 戲偶師指導同學如何操作皮影戲偶

為視藝室的書櫃換上新衣

製作石頭拼貼畫

運用顏料作不同的視藝試驗

校園藝術大使
6A 黃清心  6A 錢姿霖

6A 黃清心
　 　 我 參 加 「 校

園藝術大使計劃」
的藝術日營。在日
營中，我參與了各
種藝術活動，其中
最喜歡的是戲劇活
動。導師教我們運

用工具製造音效，十分有趣。此外，日營的
主持非常幽默，他對工作的熱誠亦令人非常
欣賞。我還在日營中認識了其他大使呢！

6C 蘇軒瑩
    我十分榮幸能成為本年度的「校園藝術大使」，並

代表學校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在活動中，我首次與素
未謀面的人合作完成任務，這使我結交了不少新朋友，
還提升了溝通能力。在製作藝術作品活動中，不但加深
我對藝術的認識，也從中得到成功感，深信這次經驗對
我日後的創作歷程提供莫大的幫助。

6D 莊千漪
    我有幸成為本校的「校園藝術大使」。在活動

中，我學習如何從藝術、環保和生活實用方面創作一
件藝術品；從集體創作中尋
求團隊精神；在遊戲中發揮
各人的藝術潛能。在導師的
悉心指導下，我能把一件毫
不起眼的東西，變成一件精
美而富有色彩的藝術品，真
是獲益良多！最後，我在此
感謝當天曾幫助我們的哥哥
姐姐們，我會繼續努力！

6A 錢姿霖
　　我很榮幸能以校園藝術大使身份參加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舉辦的「創意藝術
日營」。日營的活動繁多，例如「立體紙
藝」、「玻璃蝕刻」、「茶渣紮染工作坊」
等，令我大開眼界。另外，當日的主持是藝
術統籌吳文基先生，其風趣鬼馬的講解令在
場的歡笑聲此起彼落。

校園藝術大使
6D 莊千漪  6C 蘇軒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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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運動遊戲日

健康大使齊心跳北衞操，為運動遊戲日揭開序幕。

各班啦啦隊施展渾身解數，落力演繹口號。

感謝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副秘書長何劍暉女士
蒞臨作主禮嘉賓

參賽健兒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師生家長接力賽是同學期待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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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北第一四五三旅幼童軍團

幼童軍們在場外拍照留念
陸學熙老師代表本旅童軍團接受嘉許

大潭副水塘景色優美

同學細心看展板，以認識香港生物知識。

在空曠的環境一起跳北衞操，舒展一下。

    香港童軍大會操是每年香港
童軍旅團聚集的大日子，當日會
表揚服務卓越的童軍成員及領
袖，而本旅幼童軍團更獲選為 
2015年優異旅團。

郊遊遠足──栢架山

香港童軍大會操

參觀紅屋自然教育中心

陽明山莊開始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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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第41隊小女童軍隊
    小女童軍的訓練活動是圍繞八項綱領主題——竭盡所能、享受戶外樂趣、幫助料理家務、要有
表現、保持健康、幫助別人、提高警覺及對人友善。這「八項綱領」訓練活動讓小女童軍從中發
展不同的才能和建立自信，以裝備自己，接受挑戰。

    為了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和培養他們對環保的責任感，我們特意在四至六年級同學甄選環保
大使，負責宣傳及推動校園環保生活，鼓勵同學為環保出一分力。

香港大學考察 環保講座

環保由你我做起

同學們正觀賞不同的雀鳥

發揮創意，活化舊建築

細心欣賞美麗的校園

齊來實踐綠色生活

集會活動 —— 齊心就事成

公益活動 —— 慈善步行籌款

宣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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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正面、融和共處，共創健康人生

    為推廣積極、正面的校園文化，建立學生正向價值觀，本校
參與了由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舉辦的「學生大使──跳躍生命」
計劃。上、下午校共二十名學生大使，接受一連串培訓後，肩負
起推動「積極人生態度」的使命，協助老師推動校本訓輔活動，
向同學傳遞積極人生、健康生活及融和共處的正面訊息。

    學生大使代表學校擺設攤
位，為重建國際禮拜堂及總議會
大樓作義賣籌款。對他們而言，
實在是一次難能可貴的體驗！

──2015-16「學生大使──跳躍生命」計劃

919‧「貢」「貢」市集攤位活動

校外培訓一：團隊建立訓練課程
校外培訓二：
「積極人生探索之旅」體驗日營

學生大使本年度曾協助推行的活動包括：跨科目活動、
德育故事分享、訓輔小話劇、週會主題活動、生命教育課主題活動等。

親手繪製「陶蛋」作義賣

參與跨科目活動「生命全接觸」宣傳 週會訊息分享 主持週會主題活動：
「班中之星」/「小達人計劃」分享會

悉心佈置攤位，為義賣作好準備。

細心地向在場人士講解種植「陶蛋」的方法

老師們、同學們都到場支持，場面熱鬧。

25



公益少年團

*   「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共籌款62000元，獲頒冠軍及

銀獎。

*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共籌款58223.5元，獲頒

冠軍及銀獎。

*   香港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獲小學組亞軍、最受歡迎獎

以及6A鄧詠奪最佳解說員獎。

*   6B植松亮太郎、6D莊千漪獲頒優秀團員。

*   6B植松亮太郎更獲選為東區傑出團員，將於本年七月

下旬參加由公益少年團主辦的韓國交流團。

公 益 活 動 日 慈 善 花 卉種植及義賣

健 康 生 活 日 營
東 區 中 小學堆沙大 賽 

    透過公益活動日的慈善遠足活動，我們既可以
強身健體，又可以欣賞大自然。

    慈善花卉種植活動能讓團員體驗、珍惜
生命。同時，籌募善款更能幫助有需要的
人，令活動更富意義。

多元化的活動和遊戲，提升了團員的合作和解難能力。

我們的作品：「爪」緊愛心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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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

    為了使幼稚園家長了解本校的課程、教學和活動，並讓幼稚園同學感受一下我們的校園
生活，我們舉行了「K3幼稚園生開放日」及為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同學安排了「學習體驗活動
日」。幼稚園家長和同學們都踴躍參加，相信他們對本校的課程和課外活動有更深入的認識。

黃校長介紹本校的學與教

戲劇教育

中文高效識字

數理推理

英語活動

英文的PLPR課 體育活動（平衡梯、跳飛機）

禮堂展板展示本校不同的活動
本校老師仔細向家長講解各科課程特色

K3幼稚園生開放日

常識科探索活動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K3學習體驗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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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上午校歌詠團

木笛隊

手鐘班

小提琴班 大提琴班

下午校歌詠團

長笛班

中國舞班

弦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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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普通話興趣班

圍棋班

跆拳道班

水墨畫班

羽毛球班 足球班

周六英語興趣班

書法班

乒乓球班

機械人工程師小組

籃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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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就
第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世界兒童俳句大賽
東區學校故事

演講比賽

2015全港經典藝術節「愛的禮物」
普通話新詩獨誦比賽
6C 區杏瑩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獨誦 金獎

  第七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5A 陳焯稀  高小組(粵語新詩)獨誦  銅獎
5A 陳焯婷  高小組(粵語新詩)獨誦  銀獎 

全港青幼年藝術家音樂朗誦大賽
5A 陳焯婷  小五至小六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冠軍
5A 陳焯稀  小五至小六粵語詩詞獨誦(男子組) 冠軍

中文組優勝作品及優異獎

英文組優勝作品及優異獎

2015-2016年度全港小學數學

比賽(東區)

6A 羅朗均  6A 黃清心  6A 吳頤雅

團體銅獎 
團體優異獎及個人數學智多星

6C 林俊朗  季軍

2016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三等獎  6A 吳頤雅

                6C 吳仕珩

計算競賽三等獎  6C 吳仕珩
總成績二等獎    6C 吳仕珩
總成績三等獎    6A 吳頤雅

英詩獨誦優勝同學

4A 殷子軒  小學組粵語  冠軍
6A 鄧  詠  小學組粵語  亞軍
4A 丁  楚  小學組粵語  季軍
6C 鄺嘉蕙  小學組粵語  優異獎

4A 簡蔚雅 小學組普通話 亞軍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5-2016)

5C 黃星愷  菁英銅獎 

鵬程盃第三屆朗誦大賽2015

2B 洪銘鑫  小學一、二年級 亞軍 

The  8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2B 陳惟恩
「Starters組別」  優異

第20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6B 溫安禔
英文書法高級組  優良

粵語詩詞及散文獨誦優勝同學 普通話獨誦優勝同學

5A 陳焯稀  5A 陳焯婷

6C 吳仕珩   6A 吳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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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5A 馮顯宇  5A 何臻樂  6A 呂應揚  6B 植松亮太郎  冠軍
5C 鄺子謙  5C 李浩洋  6C 楊嘉羲  6C 關朗傑  銅獎

小校園x藍勇士 冬日常識挑戰2015

5A 陳焯稀   高級組    冠軍    2A 吳悅皿   初級組  優異獎

本校另獲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第52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上午校中國舞校隊獲高小組  優等獎

下午校中國舞校隊獲高小組  甲級獎

向魚翅說『不』明信片設計比賽

  4C 吳心瑜
  初小組  冠軍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3A 柯鈺琳
初小組  冠軍

「夢想POST CARD」創作比賽

3C 莊卓翰  最具創作圖畫獎
6D 莊千漪   最感動人心獎

16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hildren's Drawing Contest
3C 王子尹  榮譽獎 

全國青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展評活動

少兒組  特等獎

「2015奔向未來」繪畫比賽(亞太區)
兒童組  一等獎 
國際青年協會繪畫比賽2015 （6-7歲組） 
銅獎 
2015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美術設計
創作比賽  （組別二）   三等獎

第二屆香港國際音樂節2015比賽幼兒聲樂組 金獎
世界演藝舞蹈及音樂公開大賽 P.1-P.2聲樂組 冠軍

第20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5
五級自選鋼琴獨奏705組  季軍
第五屆管弦樂及敲擊樂小小演奏家大賽
小提琴三級  冠軍

2015第五屆香港金紫荊青少年鋼琴大賽
考級組二級組  第一名
第五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第三級  亞軍

5D 蘇軒彤

2C 蔡信謙

2D 蔡凱翹

4A 胡家悆

6D 莊千漪  3C 莊卓翰

1A 許君濡

世界演藝舞蹈及音樂公開大賽P.1-P.2鋼琴組  季軍
黑，白鍵！歌唱及樂隊比賽歌唱組別  優異

2015第五屆香港金紫荊青少年鋼琴大賽
考級組四級組  第三名
第五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第四級  季軍

2B 許欣橋

6C 蘇軒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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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上午校歌詠團獲外文教堂音樂 季軍

各項音樂比賽優勝同學

乒乓球比賽優勝同學

2015亞洲滑冰邀請賽
*團體制作  冠軍 
*主題團體制作  冠軍
*主題娛樂性  亞軍 
*基本級花式  季軍 
*跳躍及旋轉組合  季軍

第二屆聯校速度滾軸溜冰賽
*250米  冠軍  
*375米  冠軍
英國滾軸溜冰公開賽
*200米  冠軍 
*500米  冠軍 
*1000米  冠軍
東區青少年速度滾軸溜冰分齡賽2015
*250米  冠軍
*500米  冠軍
香港國際速度滾軸溜冰邀請賽
*250米  亞軍
*500米  亞軍
*1000米  季軍
*3000米  季軍

羽毛球比賽優勝同學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梁諾希 6C 王子樂

下午校歌詠團獲外文教堂音樂 季軍 上午校木笛隊A組獲 季軍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2015
*50米胸泳  季軍
2015-16年度港九地域小學區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4 x 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2016全港小學游泳邀請賽
*50米蛙泳  亞軍
*50米自油泳  季軍

2015-2016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
*單車花式全年總成績  季軍 
第十三屆亞洲室內單車錦標賽
*單人花式  季軍
2015港澳埠際賽
*單車花式  冠軍 
青年錦標賽(德國舉辦)
*單車花式  第四名
2016-2017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
*單車花式  亞軍

第二屆聯校速度滾軸溜冰邀請賽
* 1000米  第一名
* 500米  第二名
2015全英國大賽(FISS)
*1000米  第二名
* 500米  第三名 
*200米個人計  第三名 
2016香港國際滾軸溜冰邀請賽
*500米  第二名
*1000米  第五名
*250米  第五名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5
*男子色帶組  季軍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15
*男童色帶組  亞軍

5B 許敏姿

2D 江希曈

6C 王子樂

5D 黎卓曦

5C 梁詠軒

5C 羅天毅

2015-2016年度學界體育聯會港島東區小學比賽

游泳比賽優勝同學 田徑比賽優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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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2014年度校友重聚日暨
第五屆常委選舉

應屆畢業同學在台上齊跳創作舞助慶

第五屆校友會常務委員會選舉結果（2015-2017）
主  席：蘇永權校友  秘書：洪立芹校友  會籍：洪量丰校友、戴俊堯校友  總務：梁起鳳校友、梁樂行校友

副主席：洪善丰校友   司庫：李雅音校友  康樂：溫思聰校友、梁起霆校友  聯絡：錢曉容校友、盧卓寧校友

    本年度校友會聚餐除了邀請校友回校與老師在飯席中聚舊外，我們還特意邀請兩位前任校
長劉國強及梁麗麗校長擔任嘉賓，與眾共聚。另外，我們還甄選了六名校園小記者，在聚餐當
日帶領校友重遊校園，並跟來賓進行訪問。

2015-16年度校友會聚餐

2014-15年度校友乒乓球比賽

校園小記者正
在訪問梁麗麗
校長

校園小記者帶領校友們重遊校園

校長、校友及老師們濟濟一堂來張大合照

劉國強校長獲邀出席
並上台致辭分享

校友們一邊暢談，一邊品嘗美食。

校監簡祺標牧師致送感謝狀給第四屆常務委員

校友與老師重聚，言談甚歡。

球賽緊張刺激，
參賽者全力以赴
爭取勝利。

比賽前來一張大合照

當天最感人的環節：致送紀念品
給榮休的梁麗麗校長、呂貴芬老
師及潘蘊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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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對話

黎副校長與北衞歷任四位校長共事

訪問黎副校長
郎：黎副校長，請問您小時候是否已經想做
老師？

黎：小學畢業後，因家境問題，父母未能供
我唸中學。當年我鼓起勇氣到學校毗鄰
的禮拜堂求助，透過加拿大熱心教友捐
助香港清貧學生的「認養計劃」，我才
得以繼續學業。一位加拿大教師不但資
助我學習所需費用，還不時寫信關心
我，她那愛主愛人的心令我立志要成為
老師。

郎：請問您在北衞任教了多少年？
黎：給你一道數學題，你今年的歲數的3倍減去2……感
恩我與北衞同行34載了。

詠：記得您曾教我數學和體育科，為甚麼您會選教這兩科？
黎：可能我自小愛閱讀推理小說，享受運用邏輯思維推
測情節，因而喜歡數學；加上我熱愛球類和田徑，
因此選修了體育科。

詠：您在北衞任教期間，有沒有一些難忘或窩心的回憶，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黎：我很喜歡一句諺語「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北衞
多年，難忘跟四位校監、四位校長及多位前輩老師
共事，感受到他們對教育的熱忱，使我獲益良多，
這些年能夠和很多好同工合作，實在是我的福份。
三年前教育局外評隊給我的評語︰「副校長盡忠職
守……」這更是對本人的鼓勵。提到窩心事，跟你
們分享其中兩件吧！首先是多年前，我收到一位舊
家長來電，她高興地告訴我她的兒子結婚了。她的
兒子和媳婦都在北衞畢業，而我是他們一年級時的
班主任，當年我安排座位時，把他倆編為鄰座。當
然，他倆日後的情緣與我的座位安排無關，但他們

很感謝母校給
予愉快的小學
生活回憶。那
位家長懇請學
校讓兒媳在校
園影婚紗照。
他們更特意訂
造及穿上「北
衞校服」，走
進一年級課室
留影，愛母校
的心令我感到

欣慰。另外，在幾年前上學期
的結業禮，我跟台下同學分享
健康的重要。幾天後，一位同
學特地送給我一張親手寫「身
體健康」的揮春，之後，她每
年都在農曆新年假前送我揮
春。那位同學對我的關心和祝
福的確窩心。所以，我要多謝
妳！（編按：那位同學就是鄧

詠）
郎：請問您當副校長以來，有哪些工作最感吃力？
黎：我雖然當了新教師保姆十多年，但近年多位資深老
師和主任退休，北衞加入了不少「新力軍」，致力
培訓新教師的同時，更要培訓接班的行政人員，加
上梁麗麗校長在上學年榮休，由黃侶詩校長接任，
我們全體同事要盡心協助黃校長適應北衞這個大家
庭，並為學校將轉全日制及遷校的工作打好基礎，
以上種種，都不是容易的事。

詠：黎副校長，知道您是一位深受同學愛戴的老師，那
您認為一位好老師須具備甚麼條件？

黎：好老師應具備「三心兩志」。先說「兩志」，一是
「志向」，既立志當教師，便要有遠大的抱負，終
身學習；另外老師應有堅定不移的「意志」，邁向
專業。至於「三心」，一是「細心、耐心」去發掘
學生的潛能；二是「盡心」教導學生；三是「關
心」學生的成長。

詠：北衞即將在2018學年搬遷新校舍，你對學校的未來
有甚麼展望？

黎：「北衞精神」：以融為貴，以生命影響生命。盼望搬
遷新校舍後，北衞團隊能延續及貫徹這份精神和信
念。同學能善用新校舍的環境和資源，更充實和愉
快地學習。

郎：您對退休生活有甚麼計劃，可以分享一下嗎？
黎：因工作太忙，現仍未有具體計劃。人生或可分為三
個階段：學習期、貢獻期和整理期。將踏入「整理
期」的我，希望能過簡單的生活，做自己喜歡的
事，或因之前太忙而擱下的事。我深信有健康、有
能力繼續去服事人是最幸福的。

詠： 最後，可否給同學一些勉勵的說話？
黎：「快樂並非擁有得多，而是計較得少。」能珍惜身
邊的人或事，快樂自然由心而至，希望同學都能學
懂珍惜，常存感恩，做個開心快樂人！

校訊小記者：6A鄧詠（詠） 6B植松亮太郎（郎）

唐妙卿校長

劉國強校長

梁麗麗校長

黃侶詩校長

    我們敬愛的黎婉玲副校長將於本學年結束後退休了。
兩位校訊小記者特意邀請她進行訪問，與她真情對話。  

運動遊戲日校監校長喜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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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鴻

新老師介紹

    大家好！我是黃美玲老師，主要任教常識、體育、電腦
及視藝科，我很感恩可以加入北角衞理小學大家庭。
    自從當了老師後，工作雖然忙碌，但每天看着三十多張精
靈活潑的小孩子認真學習的樣子，聽着他們上體育課時歡欣的
笑聲，感受着他們每天一點一滴的變化與成長，心中有着說不
出的感動和滿足。這不但使我忘卻工作的繁重，同時也成了我
的原動力，鞭策自己，完善自己，使學生得着更多。
    記得有學者把老師比喻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肩負傳遞
人類物質文化文明以及培養社會未來主人翁的歷史重任。希
望在往後的教學歲月裏，我這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能一直緊
抱「四心」：熱心、關心、耐心和恆心，使北衞的孩子們能
走上積極光明的大道，活出獨特以及精彩的人生。

    大家好，我是岳文思老

師。我很幸運能加入北角衞

理小學的大家庭，和大家一

起工作、學習和成長。我主

要任教數學和普通話科。另

外，我很高興能在這學年擔

任3C班的班主任。

    身為老師，我深知道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

實是甜的」，教育的里程是

很長遠的，教育孩子的成果

並非一朝一夕。因此，我很

感恩能來到北衞這所充滿愛

的學校。並能將自己的一

份愛傾注當中，好好教養孩

子，讓他們不僅增長知識，

更能發展潛能，在愉快和充

實的環境中成長。

    各位家長和同學們，大家好！我是鄭宜穎老師，非
常感恩本年度能任教英文和音樂科。
  我很喜歡這裏愉快而充實的校園生活。還記得第一
次踏進北角衞理小學的校園，同學們正準備放學。他們
魚貫地跟着放學隊伍離開學校，一個個開朗又有自信的
笑臉等候投進家人的懷抱，像是已預備好分享今天在校
發生的特別事似的。他們得到了老師的稱讚？考取了理
想的成績？答案早在開學時揭曉了—— 那笑容只不過是
發自內心，流露對北衞校園生活的熱愛、享受和滿足。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用心教導我的校長跟每位同
工，讓我能在一個熱心教育、充滿關愛的北衞大家庭
裏，繼續讓這群孩子流露真善美的本質，在充滿挑戰
的成長路上發光發熱，並繼續綻放那張質樸和開朗的
笑靨。

黃美玲老師

鄭宜穎老師

岳文思老師

    畢業十年，如今到了大學
最後一年。但北衞的回憶仍歷
歷在目。
    我的小學生活從沒感到壓
力。除了上課，我還參加各種
「真興趣班」，更擔任大大小小
的職務，實感謝母校給我嘗試、
建立自信和培養責任感的機會，
使我和同窗好友在愉快的環境下
成長。
    在北衞六年的生活中，我真
切感受到老師的用心教導、了解
和關心。他們總是在旁鼓勵，又
在我站不穩時扶我一把。
    尤記得北衞推動的獎勵計
劃。計劃對於當時還是小學生的
我，的確帶來極大鼓舞，使我肯
定了自己及獲得成就感，也是組

成了我小學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這些年，我才發現快樂的
小學生活原來不是必然，沒完
沒了的補習班、為升學而報名
參加的興趣班，一星期竟然沒
有幾個可以去玩樂的下午……
實在難以想像年紀小小便要承
受這麼大的壓力。
    北衞的校舍雖小，但彌足珍
貴的，是學校那份關心和肯定學
生的教育精神。「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種樹人熱愛耕耘的純
粹，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的美好生
命，使其帶着「智仁勇」的精
神，奔向未來。

顏  寧 
第46屆畢業生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四年級

    不知母校對大家來說有甚麼意義呢？於我
而言，每當想起母校，臉上便不自覺掛上微
笑，心裏則滿是歡樂和感激。
    六年的小學生活匆匆而過，但卻得到很
多。當中包括同學之間直到現在仍從未褪色的
真摯友誼；從母校純樸的風氣中鍛鍊出專注真
誠的處事待人態度；還有老師們在課堂內外所
授予的人生道理。
    現在人長大了，投身社會後更感到母校和
當中老師給我的栽培、教導、支持和愛護是多
麼珍貴，實為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奠下穩固的
基石。
    我為曾在北衞就讀感到榮幸，亦十分感謝
母校與老師們的教導和付出。最後，鼓勵大家
也能用心銘記母校的一切，並把北衞的關愛精
神與老師的教誨實踐出來。

戴俊堯 
第38屆畢業生

《情繫北衞》 《記北衞的種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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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簡祺標牧師、黃侶詩校長
委員：戴綺華主任、李展豪老師、關  婧老師、黃靜儀老師、邱詠文老師、邱秀文老師
      梁蕙楨老師、鄭嘉兒老師、陳婉玲老師

校監簡祺標牧師致歡迎詞

范建邦牧師帶領祈禱

嘉賓大合照

校監、校長、校友合照

校監、校長、家長合照

校監、校長、老師合照

嘉賓在拼圖上寫上祝福語句

禮炮一響，新校舍工程正式啟動

嘉賓合力砌出新校舍的圖畫，寓意我
們上下一心支持北角衞理小學新發展

    新校舍啟動禮已於2016年5月28日順利舉行。當天
邀請到學校教育部部長暨校監簡祺標牧師、學校教育部
副部長（小學）陳崇一醫生、劉國強校長、梁麗麗校長
等四十位嘉賓及友好睦鄰蒞臨出席啟動禮，見證新校舍
的工程及各項籌備工作正式啟動。

啟動儀式

梁麗麗校長及劉國強校長一同出席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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