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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循道衞理會

    在我未加入北角衞理小學團隊服侍之前，循道衞理會對我來說是非常陌生

的，因為我的母會是崇真會，鮮有到其他宗派的教會聚會。只知道在灣仔大

佛口有一座三角形的紅磚屋叫做循道會的禮拜堂。

    我第一次接觸循道衞理會是在一九九八年七月，那天我是應邀到循

道衞理大廈來面試。甫進入會議室，已見十多位成熟穩重的教牧長執在

位，雖然他們跟我素未謀面，但在五十多分鐘的面見交談中，他們給我

的印象是非常友善和專業，從他們的提問我發現他們不但對當下的教育

發展趨勢有相當的認識，且表示培育學生豐盛生命比單著重學生追求卓

越成績更為重要。這次面試令我感覺到循道衞理會是一個有心辦好基督教

教育的辦學團體。

    感謝神，帶領我到北角衞理小學來承擔上、下午校校長的職份，讓我成為循

道衞理會的同工。十六年來，我深深感受到循道衞理會是一個很獨特的宗派組織，屬下雖有不同

的傳道、教育和服務單位，但卻不以學生成績之優良、社會服務數量之增加、堂會人數增多為衡

量「教育、服務及傳道」為最重要的成功指標，而以能否實踐宣教牧養、學校教育及社會服務

「三結合」的理念去推行整全褔音工作，使信徒、學生和受助者的生命更豐盛為最重要。我還清

楚記得前任會長盧龍光牧師在一次中小幼校監校長退修會中語重心長的提醒各校要與堂會及社會

服務單位努力建立健康的的相互關係，彼此分享資源和支援合作。

    十多年來，我有幸能在北角衞理小學工作，在多方面獲得北角衞理堂弟兄姊妹的信任、愛護

和支持，使我能順利推行校務，發展學校的工作。在學校的福音工作上，教會的主日學部及青少

年部更與學校的宗教組合作無間，大大發揮堂校合作的功能。

    此外，我最欣賞循道衞理會對屬下各校都給予發

展的空間，充份信任各校按校情為學生策劃全人的教

育。負責統籌各校工作的學校教育部更能集中資源幫

助各校推行各種政策和措施，大大減輕學校同工的工

作量和憂慮。屬下中小幼的校監校長座談會是一個很

好的平台，讓各校校長能在教育的事工上能互相支援

和鼓勵。

    我眼中的循道衞理會是一個勇於承擔信仰使命、

積極回應時代需要的教會。我為自己能夠在這樣一個

持守真理、愛神愛人、追求民主公義的辦學團體服務

感謝神。

此文原載於《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訊》第335期

梁麗麗校長

後記
  時間過得真快，眨眼間我在北

角衞理小學服務已十七個年頭。到

本學年結束我便退休了！回想過去所

行的路，有歡笑、也有淚水！但感謝神

的保守和帶領，學校各項工作能順利進

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願主繼續祝福

北角衞理小學，在未來的日子有更

佳的發展，更努力培育人才，

為社會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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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對話
訪問梁麗麗校長

    我們敬愛的梁麗麗校長、呂貴芬老師和潘蘊霞
老師將於本年八月底退休了。六年級多位小記者特
意相約她們見面，與她們真情對話。

  朗： 梁校長，請問您從小的志願便是當老師嗎？
校長：是。我唸小學的時候，我家附近有許多

小孩，和他們玩耍時我常扮作他們的老
師，教他們唱歌和跟他們講故事。當老
師是我的志願，感謝天父能讓我實現夢
想。

  朗：梁校長，由您當老師到校長，在教育界
共服務了多少年？

校長：我自1975年在羅富國師範學院畢業後便
投身教育工作，至今年暑假足足四十年
了。最初半年任教中學，之後便在一間
聖公會小學任教二十二年半，1998年9
月擔任北角衛理小學校長，不覺已十七個年頭。

  天：梁校長，您在北角衞理小學有哪些美好、快樂的
回憶？有哪些事最難忘？

校長：在北角衞理小學十七年，衞理已成了我第二個
家，能夠在這裡服侍，深信都是神的恩典。所以
我每天都很喜樂。您們知道嗎？我每天上下班，
走在長康街的路上，心裡總是哼著讚美、感謝的
詩歌。在北衞，美好、快樂的回憶有許多，令我
銘記難忘的事也不少。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中兩
個小片段……
˙自當老師以來，我一直記住這句話──「愛是

不讓孩子的希望落空」
  某年一個一年級同學在小息時在課室外走廊遇

見我，捉着我的手對我說：「梁校長，我家的
衣櫃裏有很多衣服，但上學都不可以穿，太可
惜了！」我撫著他的頭，對他說：「好，讓我
想一想。」那年我建議家教會在聖誕節前發起
一個「愛心便服日」為學校增添設施的籌款活
動，學生們無論捐款多少都可穿便服回校參加
聖誕慶祝會。還記得慶祝會那天，這位同學穿
著紅色的毛衣回來，一進校門便高興的對我
說：「梁校長，謝謝您呀！」他臉上天真滿足
的笑容，至今仍歷歷在目。

˙數年前下午校來了一個患嚴重自閉症的同學，
他的情緒經常失控。有一次他又在不明所以的
情況下在課室內發狂，我聽到了他的尖叫聲，
便急忙跑到課室去支援，把他帶離課室。在二
樓的一個小房間內，他仍不受控，到處亂竄。
在束手無策之際，突然記得起他的爸爸曾提過
他最喜歡唱Jingle  Bells, 於是便哄他坐下來唱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他坐在我的旁邊，慢慢地平
靜下來，他看着我，一句一句跟我唱，一句一
句和我唱。斷斷續續地和我一起唱，變成一個
乖乖的小孩，沒有喧鬧，我邊唱，眼眶裏的淚
水也不禁湧了出來，是這一天，讓我更深的感
受到，甚麼叫做「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德：梁校長，請問
您當校長以來有哪些
工作最吃力？
校長：由於我是上下
午校的校長，且兩
校共用的校舍面積
不大，為使上下午
校在行政管理、教
學、輔導、活動各
方面都一致，學生
能得到全人發展，

故此每天都要用很多時間與老師和職員溝通、策
劃安排場地，特別是當學校要舉行大型慶典或活
動時更感吃力，不過感恩的是學校有一支既專業
又肯願意為學生無私付出的教職員團隊，至令學
校每項工作都能順利進行，且有美好的果效。

  韻：梁校長，你期望北角衞理小學將來有怎樣的發展？
校長：在2000年和2010年，我先後為學校撰寫了兩份申

請新校舍計劃書，讓上下午校合併轉全日制上課
撰寫了兩份申請計劃書，雖然現已獲分配於百褔
道前丹拿山警察宿舍地段興建一所二十四班的新
校舍，但仍須待今夏立法會通過撥款才可招標動
工，故尚未能確定遷校日期。不過無論如何，新
校的圖則設計已大致完成。將來遷校後，學校會
有更大的空間可發展不同及多元化的學習和體藝
活動，盼望北角衞理的師生能繼續傳承創校先賢
的辦學理念，保留北衛的優良傳統，發揚衛理的
精神，「感恩關愛、團結奮進」，讓每個北角衞
理的學生都能自尊、自信、自愛、自律，敬神愛
人、追求卓越、活出豐盛的人生。

  朗： 梁校長，請問您退休後有甚麼計劃？
校長：坦白說，現在每天工作都很忙，未有空閒想過退

休後有甚麼計劃！不過我深信人的一生都是掌管
在主的手裏，在校長室的壁報板上貼了一張我很
喜歡卡，上面寫着“Each new day  is a gift  from 
God, How you  live  it  is  a gift  to Him.” 我現在
每天所作的、能作的，都是主賜智慧、恩典和力
量，讓我每天都能向主呈獻禮物。我盼望退休後
我能繼續做服侍人的工作，關懷我身邊的人及幫
助有需要的人，我誠心的禱告：主啊！求你讓我
能看見，藉我賜恩福！

小記者： 6A 陳然德 (德)  6A 李思韻 (韻)
  6C 陳天朗 (朗)  6C 朱朗天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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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潘蘊霞老師

小記者：6C 翁知悅 (悅)

悅：呂老師，請問北角衞理小學
是您第一間任職的學校嗎？您在

北衞任教了多少年？

呂：北角衞理小學是我第一間任職的學校，我自1978年入職北衞

後，任教了37年，見證一屆又一屆的學生，甚至他們的子女

也在北衞畢業，時間真是轉瞬即逝呢！

悅：在北衞的歲月裏，哪件事令
你最難忘？

呂：我想是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疫症。由於疫症肆虐，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

學生只能留在家中自學，老師則在學校預備各科家課及工作紙，由家長到校取回，學校與

家長通訊除使用電話外，還有用電郵和郵寄書信。這是我任教以來第一次遇到的經歷，因

此印象難忘。

悅：呂老師，知道您是受學生敬
重的老師，您認為一

位好老師應具備甚麼條件？

呂：我認為有兩個重要的條件。第一是有愛心，每每

為同學設想，並關心他們的品德、學業及身心成

長；第二是要與時並進，不斷進修，提升個人及

教育質素。

悅：榮休後的生活將會是怎樣？
有沒有一些計劃？

呂：我會多抽時間陪我的家人，與他們旅遊，尤其是我

90多歲的母親。

小記者：6B 施綺婷 (婷)  6B 劉子慧 (慧)慧：潘老師，您的教學生涯中，哪件事令你感到最窩心？
潘：窩心的事實在很多。記得其中之一是多年前學校進行校內翻新工程。當年遊戲場的一道大理石滑梯要拆卸，有同學忽發奇想：假如把拆下的石塊拍賣給校友，不是比籌款更容易籌得（學校維修）經費嗎？那位同學在畢業前更向我許下承諾：他日要送我一座房子來答謝我的教導呢！當然，即使他真的履行承諾，我也不可收下。但回想起來，那同學若不是視我為親人一樣，又怎樣送我房子？聽後，的確很窩心。

婷：潘老師，眾所周知，你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你認為怎樣才是個好老師？潘：我認為一位好老師要建立自己的專業形象
及老師的身份，但也有同理心，能站在同
學的角度思考及感受，並予以包容及體
諒。此外，要繼續學習，提升專業質素。

慧：可否給我們同學寄語？
潘：我期望同學能在每個成長階段為自己訂

立不同的目標，並努力實踐。此外，要
學效主耶穌，以愛接納及關懷別人。

訪問呂貴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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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訓輔組以「自律、守紀、關愛、尊重」為輔導主題，舉行一連串的校本輔導活
動，提升同學自律自理的能力，培養他們互相尊重和關愛，以及有禮待人的態度。

寓遊戲於學習，提升同學們對學習的
興趣，並在課堂中活學活用。

讓同學認識更多青春期的生理轉變及
兩性相處方式。

同學在小組活動及遊戲中學懂與人溝通及相處，他們也曾到長者中心
探訪長者，跟他們談天及玩遊戲，學習關愛別人。

由家長義工扮演中學的
校長或老師，為同學模
擬升中面試的情境，讓
同學掌握面試的技巧。

在承擔任務前，訓練同學掌握伴讀的
技巧及學習助人應有的態度，鼓勵他
們成為出色的小老師。

小老師與學習大使在活動中互相學
習及鼓勵

自律、守紀，做個精靈北衞人
    關愛、尊重，愛心天使滿校園

學習/成長小組

「樂學讀寫園地」  

性教育工作坊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

「小腳掌．踏步成長路」社交小組

小老師培訓 同儕伴讀計劃小一適應小組 

透過有趣的小組活動，讓一
年級的新同學盡快適應北衞
大家庭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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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班中之星計劃以「自律、禮貌、友愛」為主題，每月每班選出幾位表現出色的同
學，嘉許並冠以「班中之星」榮譽。

    臨床心理學家陳美鳳女士透過音樂、舞蹈及歌唱活動，讓同學明白正向思想的重要性，
她鼓勵同學在日常生活中多釋放正能量，迎向快樂人生。

邀請有經驗的講員教導家長伴讀和
管教技巧，培育孩子健康成長。

介紹「九型人格」的理論，幫助家長了解子女的特
質，明白如何有效地管教子女。

陳女士邀請同學上台扮演情境中的角色及分享感受

同學正在投入地參與活動
活動完結後，同學參與正能量繪畫比賽，
鼓勵學生發放正能量。

衞理正能量音樂會

班中之星

愛心支援

家長教育講座
家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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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NETs and CNETs

  Hi, this is Mr. Wright I’m happy to return as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This year I am again teaching P.2, P.3 and P.5. I’ll also 
be working with the PM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and working 
with Miss Lane on our newspaper interest group. You can check 
out NPMP News on the English page on the school website! This 
year we hope to create some video interviews and live reports.
  I’m excited for this year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new 
games and activities to share. We’re planning a lot 
of interesting units in PLPR and the Reading 
Workshop, including an environment project, a 
recipe lesson and even an online blog. Check 
back under ‘English Activities’ to find out about all 
of the neat things we’re doing this year!

  Hi everyone! My name is Miss Scarlet Lai and I am from 
the USA. This is my third year as a NET in NPMPS and I am 
happy to be back and see everyone! I will teach English to P.1, 
P.4 and P.6 students this year. In addition, I will work with the 
EAT team as well as the English Drama Club. We are going to 
learn lots of fun things and have a great time together! 
  In my free time, I enjoy cooking and baking. I am not very 

good at it but I love trying new recipes. I hope to get better 
in the kitchen this year. Maybe I could share some food 

with all of you sometime!

Mr. Andrew Wright

Miss Scarlet Lai

Miss Chloe Sheerin

  Hi, my name is Miss Sheerin, I am from Manchest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s one of the new CNET’s, I am very excited to 
be teaching the wonderful children at NPMPS.  This year I will be 
teaching students in P.1, P.3 and P.5. I also have the pleasure 
of running our amazing drama club with Miss Lai, which will 
be putting on two pantomim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This is my first time living in Hong Kong and I am having a 
great time discovering lots of new foods and exploring the city.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travelling and am hoping to visit 
many places within Asia this year. I also enjoy reading, 
swimming and spending time with my friends. I 
love to chat so please come and find me around 
school to say hello!

Awesome Musical Drama Club

6



  Hi everyone I am called Miss Lane and I am from a town 
called Bolton in the U.K.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Hong Kong and 
I look forward to teaching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I am teaching P.2,P.4 and P.6. I will be planning the 
school newspaper and I will be organising English days with 
the EAT team. This year we have many events lined up so 
come along and join!
  I have only been in Hong Kong for a month but I am 
loving it here already. I am enjoying the food here and I try to 

have Dim Sum every week! I look forward to travelling 
around Asia and to experience an amazing new 

city in Hong Kong. Don't forget to come and talk 
to me about England as I love to talk about my 
home country!

Hansel and Gretel in Hong Kong!

Students auditioned for their roles and worked 
hard to bring their characters to life!

Students gave an amazing performance and won 
many awards for their panto in the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S tudents  a l s o  watched  a 
community pantomime to get 
idea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ir 
own characters!

Awards won: 
1. Outstanding Performers
2.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3.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4. Outstanding Script
5. Outstanding Director
6.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7.	Adjudicator’s		
 Award

Students had fun singing and dancing in 
rehearsal!

Students performed a pantomime to a panel of judges and the whole school for 
the 2014-2015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Miss Maeve Lane

PRESENTSAwesome Musical Drama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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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xcursions

We learned about the 
challenges of living with little 

access to water at Crossroads 
Foundation.

P.4 – Airport Trip

P.5 – Stanley Trip

P.6 – English Day Camp

We visited the 
airport to find out the 

steps we need to take 
when travelling and 

w e  i n t e r v i e w e d 
travellers!

We interv iewed 
tourists at Stanley 
and observed  the 
surroundings to 
find out what made 
Stanley a great 
tourist hotspot!

Having Fu
n with 

English in
 P.1 – P.6 PLPR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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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echnology for fun learning 
in P.1

Let’s	learn	recipes		with	P.2! P.3 students made their own 
online blogs!

P.5 students made environment games to save 
the earth.

P .6 students  help seek 
charitable “donations” for 
problems in our world.

Students present their 
P.4 Animal Projects.

English Day
Student do everything 
f r o m  r e a d i n g  t o n g u e 
twisters and playing simple 
word games to using iPads 
to solve English puzzles.

During one theme, students 
compete to beat the EAT and 
set records in various challenges.

The EAT team run English 
Days every Tuesday and 
Wednesday.

Having Fu
n with 

English in
 P.1 – P.6 PLPR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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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福建土樓、廈門」四天考察團

    本年度，我們的目的地是福建和廈門。2014年11月5日，上、下午校六年級共40位國民
大使聯同梁校長、黎副校長及五位老師出發前往福建和廈門，考察國內的教育、歷史、民生
及飲食文化。這四天行程，同學們不但有機會住宿土樓酒店，認識中國的傳統建築及飲茶文
化，更有機會與國內的同學一同上課，了解國內的學習模式，留下難忘而寶貴的回憶。

第 一 天 行 程

    同學們早、晚餐及分
組進行「每晚一思」都在
土樓酒店的庭院內進行，
別有一番情趣。

第 二 行 程
天

    上午參觀田螺坑土樓群、塔下村，下午
上山體驗採茶及參觀東歪西斜的裕昌樓。

       同學們一同走進世界文化遺產──土樓中生
活，見證客家人如何利用簡單的建築材料，建造
了獨特的福建土樓。

    透過親身到訪接觸，
同學對土樓的建築風格有
更深的認識。

    「田螺坑土樓群」位
於福建省南靖縣書洋鎮，
由一座方樓、三座圓樓和
一座橢圓形樓組成，被人
們戲稱為「四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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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旗桿高聳林立，每座頂端雕「坐獅」，或鐫「毛筆」，寓意表揚
村中考取功名的弟子。同學們都在石旗桿前振翅高飛，希望他朝也
能建立屬於自己的「石旗桿」。

塔下村的石旗桿一共有24座，高度均在
10米以上。

導遊李先生帶領同學觀察製茶過程後，茶
園的工作人員就細心示範沏茶步驟及指導
正確飲茶的動作，同學們都認真聆聽、觀
察及模仿，品嚐福建茶的香濃。

    乘坐電瓶車入塔下
村，沿途風光如畫，每
隔不遠就有一條小石橋
跨越兩岸，淙淙的流水
聲，份外悅耳動聽。

首次上山採茶，同學們在互相
扶持下，成功登上茶園學習採
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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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昌樓是一座有七百年歷史的圓形土樓，福建境內現存最古老的土樓之一。裕昌樓最顯著的
特點是：樓內第三、四層迴廊支柱朝順時針方向傾斜，而第五層迴廊支柱朝逆時針方向傾
斜，因此俗稱「東歪西斜樓」。

同學們與書洋中心小學的小夥伴一起做護眼操、一起上課學習、一起遊戲。

同學也嘗試模仿國內老師的硬筆
書法，一筆一畫有板有眼呢!

同學跟着導遊李先生繞着同心圓由內至外實地考察，沿途小
販的叫賣聲及遊客的歡笑聲不絕於耳，十分熱鬧。

看，小夥伴很喜歡我們為他們準備的小禮物呢!

裕昌樓內小店林立：有賣茶
葉的，有賣飾物擺設，有賣
最受同學歡迎的民間小吃
──木椎酥，最後大家都大
包小包，滿載而歸。

第 三 天 行 程
    早上到訪南靖縣書洋中
心小學，下午參觀了最大的
土樓──承啟樓。

承啟樓位於永定區高頭鄉高北村，建於明崇禎
年間，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建成。承啟
樓佔地面積5376.17平方米，直徑73米，由四
個同心圓的環形建築組成，中心是祖堂為四架
三間兩堂式祠堂，歷經滄桑三百年，故被稱為
「土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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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天 行 程

乘電瓶車環島遊，沿途欣賞美麗的風光。

陳嘉庚先生對廈門的發展有着莫大貢獻

首先參觀建築古雅的菽莊花園，然後到胡里山炮台看巨型大炮。

6B 陳樂怡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我在這次交流團學到的知識和經驗，真是令我畢生難忘。
    這次交流團，我們到了福建實地考察著名的土樓群。在眾多土樓中，裕昌樓最令我歎為觀止，因為它是東歪西斜的，卻至今仍屹立不倒，我們還在那裏買手信呢！說到最難忘的經歷，不能不提茶園採茶。茶園在一座高山上，我心想：我一定爬不上去。幸好得到組員的支持及鼓勵，我才能堅持下去。下山時，同學們更為我高唱生日歌，令我十分感動。    我們生活在物質豐富的世代，經常嚷着父母買新手機、玩具，我應該要學習山區的小學生懂得感恩及知足。    福建是一個值得去的地方，有機會一定要與家人再去那裏遊玩呢！

6C 朱朗天

    「經一事，長一智。」這次難

忘的旅程，真是讓我獲益良多。

    這次交流團最令我難忘的經

歷，就是在塔下村採茶吧！你知

道嗎？採茶之路極之崎嶇，幾乎

要手腳並用，才可以到達茶園，

簡直是寸步難行，踏錯一步就會一

命嗚呼！幾經艱苦，終於到達茶園，

我亦很有成功感；下山後，我更明白：

「凡事只要盡力去做，就一定會做到」的

道理。
       儘管登山採茶是多麼的困難，只要我們努力去

做，就一定會成功。我們也要持着樂觀的態度面對

逆境，才能生活得愉快、輕鬆。

    再次感謝校長及老師們讓我參與這次「福建、廈

門」之旅，為我的學習路途添上色彩。

師生在集美解放紀念碑前拍大合照，為四天的考察活動畫上完美的
句號。

同學經驗分享

    乘船前往廈門最大島嶼──鼓浪嶼，遊覽菽
莊花園、胡里山炮台、陳嘉庚先生故居和鰲園。

參觀陳嘉庚先生故居

最後，同學們到了石雕壁畫連連的鰲園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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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目活動——「做個開心快活人」

    本年度的跨科目活動於上學期總評後順利舉行，是次主題為「做個開心快活人」。透過豐富
多采的活動，讓同學明白心靈健康的重要，並以積極及樂觀的態度生活，做個開心快活人。

Treasure Hunt

我們正運用「六頂帽子思考法」進行正面
和積極思考

豐富多采的課堂活動

競技遊戲

看，我們的創意作品多漂亮！

伸伸手動動
腦筋，競技
樂無窮。

做個正能量小子

創作開心視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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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學生鞏固所學，本校特意安排一至五年級同學於跨科目活動結束前進行「感恩會」。同
學把課堂上所學，用講笑話、跳讚美操、表演話劇及播放短片等不同形式與全校師生分享。最後
齊心禱告，感謝天父的看顧保守，以及家人、老師和同學的關心愛護，讓同學心中時刻充滿愛和
歡樂，做個開心快活人！

粵語及普通話笑話比賽

繪本故事分享

感恩祈禱

齊唱讚美詩

同學的笑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二年級同學透過美妙
歌聲感謝天父

感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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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交流活動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生命成長。為精進本校生命教育課程以完善教學，本年度第二個教師專業發
展日全體老師到順德參與為期兩天的「粵港生命教育交流活動」。活動中，我們曾到訪了三間積極推
動生命教育的小學，與當地及本港友校老師交流教學經驗，實在獲益良多。

    「為每個孩子的幸
福成長

抹上溫暖的底色」是該校生命

教育理念，而「溫暖」正是生

命的陶造。學校透過舉辦義演及義工活動讓學生體驗

生命成長。當天的生命教育課教學示範，教師透過小

雞破蛋及花生長大的短片，帶出成長總要經歷逆境的

信息。繼而與學生討論面對逆境的方法及態度，最後

讓學生以小組形式創作一句歌頌生命的祝福字句，鼓

勵同學以樂觀的態度面對逆境，並珍惜寶貴的生命。

    「以生命影響生命，以愛育愛」是該校生命教育理念。該校與毗鄰的逢沙村合作，共同舉辦社區及義
工服務活動，讓學生參與其中，把關愛送給社會上有需要
的人。當天的生命教育課教學示範，教師以「夢想」及
「理想」之間的落差，並以短動畫《失落的一角》，讓學
生明白每個人總有不完美的地方。之後，學生透過小組討
論，明白到有些不足是無法改變，學會接納才能得到快
樂；有些不足則能夠改善，因此要對症下藥，尋求解決方
法。最後，同學們互相寫上鼓勵的字句送給對方，為對方
打氣。

       「讓學生體會生命的無常，珍惜自己，
健康生活；讓學生珍惜生命的價值，樂觀
進取，樹立正面人生觀。」是該校生命教育理念。該校本年度全校體驗活動主題是「暖心工程」，透過參與學校及社區特定的愛心服務項目，把生命教育的本質活出來。當天的生命教育課教學示範，第一部分是感受父母的愛，學生先分享之前養蠶的經驗，體會父母在其成長中的付出及愛護，之後是學生分享兩個與父母有關的特別成長回憶，同時播放他們父母預先準備的動人寄語，讓學生深刻感受父母的愛並為此感恩；第二部分是成長的歷練，教師透過四位成功人士的經歷，讓學生明白努力奮鬥是實踐及活出生命價值的方式，之後跟學生進行作家畢淑敏著名的「我的五樣」活動（寫上生命中五項最重要的人或事，然後要按重要次序留下最後一項），讓學生體會得來不是必然，並學會為自己所擁有的珍惜及感恩。

老師接受逢沙小學同學
的訪問並拍照留念

西山小學

逢沙小學

本原小學

本校老師到訪的三間積極推動生命教育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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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一直鼓勵同學閱讀課外書，以開闊視野。本科於本年度舉行了兩個語文專家到校活動，跟
同學分享閱讀心得及策略，一方面希望提升同學的閱讀深度和素質，另一方面則培養他們學習語文
的興趣，並增加寫作信心。

作家講座──從成語故事看中國歷史

主講：前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教授

同學們畫畫寫寫，進行集體創作，樂在其中。

中文科全方位閱讀活動
     ──港、台專家到校分享

學生們分享讀後感，從讀者角度找出繪本的延伸意義。

閱讀工作坊──多角度閱讀法

主講：閱讀專家李玉清女士

      閱讀工作坊
    閱讀專家李玉清女士(樹熊姨姨)到校分

享「多角度閱讀法」，引導學生從藝術性、文
學性、趣味性、延伸性等多方面進行閱讀，還鼓
勵他們多閱讀不同類型的兒童文學作品。

     作家講座
    前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教授親臨本校，以她

的著作《圖說中華文化故事》
為演說中心，跟同學分享一些
成語的典故及生動有趣的歷史
故事。

在答問環節中，各班代表都能積極向周教授提問，參與的同學們都獲益良多。

同學們熱情地向教授
索取親筆簽名

透過繪本分享──
《姓鄧的樹》，
讓學生感悟書中
鄉土情！

原來閱讀歷史書籍是樂趣無窮呢！

《負荊請罪》這
個耳熟能詳的成
語故事，當中蘊
含著多少戰國時
期的文化元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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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普通話

視藝活動

    在普通話課堂中，同學們透過角色扮演、分組活動、拼音遊戲等多元化活動，用普通話彼此溝
通，在互動中共同學習。

普通話話劇表演
「您幾位要吃點甚麼﹖」  「我們要砂鍋餛飩雞湯……」

與非華語學生共同
創作拼貼畫

b,p,m,f ，我們一起學聲母
同學互相評鑑角色扮演的表現

油街實現「生活現場 In-Situ!」計劃

運用印章及畫筆創作獨特的明信片

展能藝術家陳冬梅女士
示範寫中國書法

「感．足：生命的分享」藝術分享

同學嘗試用腳寫出自己的名字

童夢同想藝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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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校園藝術大使
6C蕭善文  6D朱天昊

同學投入地欣賞反賭博話劇，並嘗試代入角色，發表自己的意見。

戲劇欣賞活動

「再見海洋」計劃 - 社區巡迴互動演出《紅潮風暴》

「執到幸運? 」 論壇劇場

校園藝術大使分享

6A 黃詠恩
　　我很喜歡音樂，因為音樂能
夠抒解心情，令原來憤怒的壞心
情演變成愉悅的心情。希望大家
可以多些認識音樂，亦鼓勵大家
在溫習感到壓力時，聽音樂舒緩
緊張的情緒。

6A 施筱蔚
　　我很榮幸能參與藝術日
營，在日營內，我參加了跳
舞和剪紙兩個活動，從中，
我學到了不同的藝術知識，
並能享受藝術的樂趣。

同學參與表
演，扮演海洋
中的水母及紅潮
來襲的情景。

校園藝術大使
6A黃詠恩  6A施筱蔚

    本校參與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共四位同學獲選為校園藝術大使，在
校內推廣藝術。在復活節假期期間，他們也參加了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行的創意藝術日營。

6C 蕭善文
       創意藝術日營舉行當天，
大家一起參與繪畫、戲劇、音
樂創作和舞蹈等活動，節目豐
富又有創意。我還認識了其他
學校的藝術大使，大家各有才
華，互相欣賞和交流。

6D 朱天昊
       日營後，我學會不同類型的
藝術形式，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
拼貼，把不同類型、顏色的報紙
和雜誌紙，砌成一幅圖畫。我很
感謝老師推薦我成為校園藝術大
使，給予我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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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加了由香港科技園主辦的「科學探索行」全方位導賞活動，透過參觀多個室內
科學展館，以認識先進科技的應用及了解未來科技發展趨勢。

週六興趣小組「小小科學家」

第十八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參觀科學園「科學探索行」

降落傘

迴力飛機

我們把「小小科學家」活動中的發明名為「慳紙巾小法寶」，希望藉這件產品來提醒大家節約用紙，珍惜資源。

萬能伸縮夾

探索科學的樂趣

    除了課堂的學習外，本年度常識科還舉行了多元化的科學與科技活動，藉此提升學生對科學
的好奇心和興趣，並發展他們的解難能力和創造力。

以下是同學合力製作及設計的作品，你有興趣認識它們的科學原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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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多面「睇」

讀 書 會

    本年度圖書館組積極推動多元化的閱讀活動，以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並希望同學們能夠從閱
讀中延伸課堂的學習。

校內活動

校外活動

同學們投入地玩攤位遊戲

同學們到香港中央圖書館欣賞主題展板及借書，
看！他們都滿載而歸！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參加第二十六屆閱讀嘉年華會

讀書會同學把閱書分享張貼壁報，透過文字
向同學推介好書。

同學在讀書會
活動中分享故
事，大家都很
專注呢！

此外，老師和讀書會同學透過周會時間向全校分享閱
讀心得，還邀請台下同學參與答問，增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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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第41隊小女童軍

      透過技能的學習和參與不同形式的活動及社會服務，小女童軍能學習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並建立良好的品格及正確的價值觀。

透過活動，讓小女童軍更清楚認
識誓詞及八項綱領。

第十六屆新隊員宣誓，正式成為小女童軍。
小女童軍及領袖與梁校長和副校長一起合照

參與賣旗籌款，服務社區。

集會活動

社會服務

宣誓典禮

大家合力製作食物，享受戶外烹飪的樂趣。

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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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北第一四五三旅幼童軍團

在營地拍照留念

學習原野烹飪，享受煮食的樂趣。

幼童軍正肅立進行展旗儀式

我們用心製作四餸一湯，大展廚藝。

學習搭建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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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合力堆沙，砌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圖案。

我們在健康生活營中，參與各類分組活動及遊戲，從中
提升了協作及解難能力。

公益活動日

健康生活營

透過公益活動日，讓我們親親大自然及學習保護郊野公園。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優秀團隊，屢獲佳績

* 「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共籌款57000元，獲頒冠軍

及銀獎。

*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共籌款50779.6元，獲

頒冠軍及銀獎。

* 香港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獲小學組季軍、最受歡迎

獎及最佳解說員獎。

*  6A梁欣潼、6C麥愷晴獲頒優秀團員。

*  6A梁欣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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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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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運動遊戲日

健康大使跳出整齊一致的北衞操，為運動遊戲日揭開序幕。

啦啦隊表演精彩絕倫

同學們各展所長，力爭佳績。

感謝東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
主任鄭穎琦小姐蒞臨作主禮嘉賓

師生家長接力賽是同學最期待的比賽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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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上午校歌詠團

木笛隊 小提琴班

弦樂組

中國舞班

下午校歌詠團

長笛班

大提琴班 手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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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普通話興趣班

圍棋班 水墨畫班

跆拳道班

羽毛球班
足球班

周六英語興趣班

書法班

機械人工程師小組 乒乓球班

籃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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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就

東區學校故事演講比賽

上午校英詩集誦隊獲（小一至小三男女混合）比賽  季軍 下午校集誦隊獲(小三、四男女子合誦)  季軍

英詩獨誦優勝同學粵語詩詞或散文獨誦優勝同學

2014香港國學藝術節

5C 區杏瑩  金獎
5C 蘇軒瑩  銀獎
4D 蘇軒彤  銀獎

The 7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 Hong Kong District)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ward
1B 陳惟恩  5A 錢姿霖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
（小學組）
二人對話及即席短講比賽
6C 陳天朗  季軍

6C 陳天朗  菁英銀獎

6C 蔡居穎  菁英銅獎

小學三年級組
3A 殷子軒  冠軍

小學一至二年級組
1B 陳婕紓  季軍

小學普通話組
3B 簡蔚雅  季軍

普通話獨誦優勝同學

Asia  Chi ldren  Educat ion 
Association Hong Kong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Best Writer Award
5A 錢姿霖（中）  銅獎

Most Creative Writer
5A 劉樂情（右）  優異
6B 陳樂怡（左）  優異

Inter-School Scrabble Competition 2015 
First Runner-up
5A 吳頤雅  5A 錢姿霖  5A 黃清心
6A 安美玲

2015國際盃全港
學生藝術交流大賽
英語詩歌（小二）
2B 尹晞瑤    銀獎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6C 陳天朗  6C 蔡居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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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5D 李樂童  冠軍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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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4-2015

*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第三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3C 吳心瑜 中小組  冠軍  
4C 黃星愷 中小組  優異  
6C 蔡居穎 高小組  亞軍

第二十一屆聖經朗誦節
小三女子粵語獨誦

3A 丁 楚  季軍

各項音樂比賽優勝同學

2014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4B 許敏姿  冠軍

創建環保屋親子設計比賽

4B 鄭駿傑  最具感染力大獎

愛世界、愛女孩慈善
繪畫比賽
4D 廖弘俊  冠軍

香港花卉展覽2015賽
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2A 柯鈺琳  冠軍

下午校中國舞校隊獲高小組  甲級獎

上午校中國舞校隊獲高小組  甲級獎

第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51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第三屆KISS動物全港
兒童繪畫比賽
1D 蔡凱翹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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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聯校「腦力鬥一番」數學邀請賽
團體 冠軍
6A 許鈞程  6A 吳思齊
6A 馮俊謙  6A 蔡安荻

乒乓球比賽優勝同學

游泳比賽優勝同學

*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2014  冠軍                
* 第四十六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冠軍
* 2014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冠軍
*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2014  冠軍
* 捷青盃2015  季軍
* SAMSUNG第58屆體育節2015
  香港柔道錦標賽  冠軍
*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 2015
  女子Ｇ組彈床  季軍

* 創武跆拳道搏激邀請賽  冠軍

*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4色帶組 冠軍

*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2014 季軍

* 東區青少年速度滾軸溜冰分齡賽2015
  男子500米、男子1000米  冠軍
* 卓嘉體藝學社少年速度聯賽2014季度  亞軍
* 2015香港國際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750米、男子500米      
  男子接力3ｘ250米  亞軍

*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4          
  男子青少年100米自由泳  冠軍
  男子青少年50米自由泳  亞軍
  男子青少年50米蝶泳  亞軍
  男子青少年50米蝶泳
  4ｘ50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 2015年度屬會新秀游泳比賽
  男子11歲100米自由泳  亞軍
  男子10歲50米蝶泳  季軍

* 全港單輪車錦標賽
  14吋單輪車  冠軍
  16吋單輪車  冠軍
  18吋單輪車  亞軍
* 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
  單車花式  亞軍
  全年總成績  季軍

* 2014  ISI SKATE 
HONG KONG

  個人自由花式冰舞  冠軍
  速度滑冰  亞軍
  個人旋轉跳躍  亞軍

田徑比賽優勝同學

籃球比賽優勝同學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游昊晴  6D 江希朗

2015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  三等獎  6A 黎思雋 6A 馮俊謙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A 馮俊謙
個人總成績 三等獎  6A 馮俊謙

2015「華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三年級一等獎 3C 朱朗日 

 6A 黎思雋   6A 馮俊謙

2014-2015 年度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比賽

4C梁詠軒   4B許敏姿

個人獎項
6A 游昊晴

4D 黎卓曦 

6D 江希朗

4C 羅天毅

4B 許敏姿

4C 梁詠軒

5A 黃絡勤

* 東區青少年速度滾軸
  溜冰分齡賽2015
  女子250米、
  女子500米         冠軍                       
* 卓嘉體藝學社少年
  速度聯賽2014季度  總冠軍
* 2015香港國際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女子250米、女子500米             
  女子750米、女子接力 3ｘ250米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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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校友會

冠軍爭奪戰

校友會主席羅健邦先生（左）
和校友來一次比拼

獲獎校友跟梁校長和老師們拍照留念

參賽校友演繹動人歌曲，令人聽得陶醉。 歌唱比賽後，與梁校長來張大合照。

第五屆校友乒乓球賽

校友重聚日暨2014歌唱比賽

陳婉玲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婉玲老師，很高興今

年加入了北角衞理小學這個大家庭！

     本年度我主要任教英文、音樂、常識和視藝科。

我非常感恩今年能夠成為2C班的班主任。2C班同學精靈活

潑、上課認真、熱心服務。過去幾個月，我很高興看到他們

的成長，不只學會了學科知識，還漸漸學會待人接物應有的

態度、學會互相幫助和關心別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

次有同學不小心跌倒，其他同學不但沒有取笑他，還紛紛上

前慰問他，更提醒他下次要小心呢！

     在學習的路程上，除了學業成績外，個人品格也十分重

要。我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裏，能繼續幫助學生發揮他們的潛

能，讓他們健康愉快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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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小學生的學業壓力沈重，經常成為社會人士討

論的話題。有時與身邊為人師表的朋友提起，他們都說

「今時不同往日」，年紀小小的學生不但要應付多項校

內和校外的考試，還要參加各種課外學習班，忙得連睡

眠和遊戲的時間都不足。回望自己的小學歲月，實在不

得不感謝衞小讓我和弟弟有一個美好的童年。

    當年上學對於我和弟弟來說是一件無比開心的事，

雖然我不是一個在老師心目中一個「標準的乖學生」，

上課時經常有許多的不同的想法，也十分多言，但我的

班主任潘老師不但沒有把我這些特質看為缺點，反認為

這些是我的過人之處，鼓勵我善加利用，亦給予我不同

的機會發揮。老師勉勵的說話時至今日我仍銘記於心，

如果當時扼殺了這些特質，或許我就不會入讀廣告碩士

課程，更不會選擇投身市場界作為自己的職業。

    感謝母校各位師長當年循循善誘的教導和訓勉，謹

此衷心祝願母校在上帝帶領下弦歌不輟，培育更多身心

靈健壯的優才！

盧卓寧 

（第41屆畢業生）

香港中文大學廣告社會科學碩士

現職市場推廣及管理

盧卓晞

（第46屆畢業生）

香港大學醫科三年級

顧問：簡祺標牧師、梁麗麗校長
委員：呂貴芬老師、李展豪老師、戴綺華老師、梁蕙楨老師、關  婧老師、邱詠文老師、
   邱秀文老師、潘穎思老師、黃靜儀老師、鄭嘉兒老師

    屈指一算，我離

開北衞已四年了。小

學的回憶雖已淡忘不

少，但我仍記得北衞

給我的一個輕鬆愉快

的童年，在此，我感

謝母校給我的關愛。

    社會上，很多家

長都要求學校催谷孩

子，為要讓他們「贏

在起跑線上」：功

課當然是「多多益

善」，程度也越深越好。殊不知他們揠苗助長的行為正扼

殺了孩子的思想空間和童真，令他們生命中只剩讀書和考

試。回想起來。我很慶幸當初能在北衞唸書，享受一個有

餘閒到公園裡跑、有空間閱讀思考的無憂童年。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同樣地童年生活也是將來為人處

世的基礎。雖然北衞並不如某些學校有大大的名氣，但我

深信北衞提供的卻是一個紮實的絕佳的品德教育基礎──

學校宗旨注重的是品德教育而非僅為成績。這讓我想起了

聖經裡的一個比喻：聰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蓋在磐石

上。雨淋、水沖、風吹，搖撼那房子，房子卻不倒塌，因

為建基在磐石上。（《馬太福音》7：24-25）願北衞的學

弟、學妹們將來也能活得豐盛，擁有堅實的人生！

林天恩

（第51屆畢業生）

現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北衞的紮實根基 感恩母校因材施教

林天恩與媽媽在2015年攝於紐西蘭一餐廳

盧卓寧與弟弟盧卓晞合照

校友來鴻

    本年度校友會再次舉辦校友盆菜宴，邀請第21至30屆的校友回校品嘗盆菜，並與昔日老師及好友
共聚，好不熱鬧。

舊雨新知，難得共聚 新舊老師聚首一堂

校友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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