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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

梁麗麗校長

    北角衛理小學於1959年創立，在天父的保守和帶領下，轉瞬已踏入
第五十五個年頭。今年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五十五周年校慶。五十五
年的歲月，雖不算很漫長，但已跨越半個世紀。人事雖歷幾番新，但感謝
神，學校同寅仍秉承創校先賢嚴謹辦學的理念、愛孩子的心志從未改變。今
年我們把校慶的主題定為「感恩關愛、團結奮進」，讓我們繼續學習凡事感
恩、彼此激勵、互相勸勉、凝聚力量、奮勇向前。

    在學期初，各科各組都策劃了不同的校慶活動和比賽，讓學生、家長和校友們都能有份參與，增強
大家對學校的歸屬感和愛護。在本期的校訊內，大家會看到學校在五月份舉行的三個大型校慶活動—
「綜藝匯演」、「感恩崇拜」和「感恩聚餐」的報導。雖然北衛的校舍面積不大，但無礙發展學生的潛
能，在舞台上每個同學都能施展渾身解數，除了能用流利的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朗誦、對話和演戲，
在唱歌、跳舞、運動和演校慶劇的環節都令台下的嘉賓和觀眾擊節讚賞！ 

    此外，在金鐘名都酒樓舉行的校慶感恩聚餐更令人回味無窮！當晚筵開71席，場面非常熱鬧！參加
的校友由第九屆至剛畢業的第五十三屆，舊雨新知喜相逢，暢談成一樂事！不過最令人感動的是有數十
位家長，雖然孩子都已升中離校，但他們仍與孩子一起聯袂參加聚餐，實在難得！衷心感謝他們對北衛
的情和關愛。北角衛理小學就是因為有這麼多愛校的家長信任和支持，致令家校非常合作，而孩子們每
天都是開開心心地回到學校來。

    除了上述的大型活動，學校還舉辦了多項的比賽，各優勝作品已上載學校網頁，歡迎大家到學校網
頁瀏覽，欣賞一下同學、家長和校友們對學校的隆情和厚意！

    最後我亦在此代表校董會多謝北衛的每一位老師、職員和工友，他們不但有愛心、且樂意為學生無
私付出。感謝神，北衛有這麼好的專業團隊，令學校每年的工作都能順利推行。去年本校進行校外評
核，有許多範疇都獲得教育局高度的讚賞，然而本校同寅不會自滿，在未來的五年、十年、五十年仍會
繼續努力，團結奮進，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感恩關愛、團結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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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匯演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本校在柴灣青年廣場Y綜藝館舉行五十五周
年校慶綜藝匯演，獲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先生JP蒞臨主禮。當晚，本校同
學和校友齊心落力表演，演出非常精采，贏得在場觀眾熱烈的掌聲。

上、下午校歌詠團聯合獻唱聖詩—“I Will Clap My Hands”
楊副局長為我們致辭和主持剪綵禮

活潑精靈的小司儀為大家
介紹各項精彩的節目

有趣的普通話相聲表演

弦樂、手鈴演奏出優美的旋律。

三位六年級美樂小組的同學彈奏的樂曲很動聽麥 嵐校友和上、下午校中國舞校隊的舞姿同
樣美妙。

校慶特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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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民族服裝的唱遊小組同學盡顯童真

校慶劇《流金歲月》把學校發展的歷史搬上舞台

衞理運動健兒展活力
「多謝大家，綜藝匯演圓滿結束！」

Drama Group同學落力演出英語互動話劇"Aladdin"

校
慶

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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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袁天佑牧師在崇拜中證道

老師和同學參與崇拜

簡牧師頒發長期服務獎予在本校服務十五年以上的梁校長和其他教職員

盧序凱校董致送紀念品給袁牧師

主禮人進場

校友合唱團獻唱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日，
本校在北角衞理堂舉行五十五
周年校慶感恩崇拜。當天很榮
幸能邀請本會會長袁天佑牧師
蒞臨證道，校監、各校董、校
長、師生和家長共同參與，一
同見證主恩。 

感恩崇拜校慶特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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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職員大合照

友校校長齊到賀

簡單而隆重的切餅儀式
校董們齊向嘉賓祝酒

校董、嘉賓齊歡聚多屆家教會委員喜相逢

校友洪量丰和林懿德擔任司儀 家長與同學合唱詩歌《足印》 當晚還有抽獎環節，獎品豐富。

老師、校友久別相逢、喜氣洋洋！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日晚
上，本校假金鐘名都酒樓舉行
五十五周年校慶感恩聚餐，筵
開七十多席，嘉賓、校董、師
生、家長及歷屆校友聚首一
堂，場面熱鬧。

感恩聚餐
校

慶
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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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本校積極推行的生命教育，藉生命教育課及體驗活動，使同學能充份體驗生命的
價值及意義，讓生命高飛。

體驗活動

    啟蒙禮是小一同學迎接新學習階段

的啟動儀式，期望他們在校園生活中能

認識主耶穌，藉主的愛和聖經的教導愉

快成長。

    製作護蛋器，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
的蛋寶寶。透過這個活動，同學發揮藝
術創意，並明白生命的可貴，從而尊重
及愛惜生命，並明白媽媽懷孕時的辛
勞，為媽媽所付出的愛深存感恩。

看！我們精心設計
的護蛋器及蛋寶寶

我們一定能成功護蛋的！

同學接受校監簡牧師的祝福 梁校長把鑲有立願禱文的相架送給同學

小一「啟蒙禮」

小二「護蛋行動」

讓生命高飛

家長與同學在典禮上同唱讚美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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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周六的生命教育課外，生命教育組還邀請了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生命天使教育中心的社工到校跟小四至小六同學主領講座。講座主題
圍繞各級生命教育課的學習目標，讓同學獲得另一種學習體驗。

主題講座

    讓同學模擬意外受傷，體會意外受傷

者的生活方式及感受。希望同學能為自己

所擁有而感恩，並主動關懷有需要的人。

老師細心地替同學包紮
慣常用來執筆的手。

「意外受傷」的一天開始了！ 活動後，同學分享感受，並寫在心意卡上感謝身邊的人。

小三「意外人生」

小四「寬恕 我懂」 小六「勇闖高峰」

小五「感恩這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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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訓輔組以「學習愛，愛學習」為訓輔主題，舉行一連串的校本
獎勵及輔導活動，提升同學自律自理的能力，培養他們互相尊重和關愛的
品格，以及有禮待人的態度。

不同主題的學生成長/學習小組

「小腳掌．踏步成長路」社交小組
藉遊戲提升同學的社交技巧，同學還能在長者中心
教長者玩遊戲和談天呢!

開心遊戲時間
小老師關顧小一同學，一同遊戲，加
強小一學生對學校的適應能力。

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言語治療師張志華姑娘為六年級同學
提供訓練，做足升學面試的準備。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
家長義工們扮演中學的老師，為同學
提供個別面試的實戰經驗。

「同儕伴讀計劃」
小老師及學習大使都在「同儕伴讀計
劃」中努力學習

「自律小精兵」小組
學習當個自律自理的好孩子

小老師培訓
以遊戲方式提升同學閱讀興趣
及伴讀技巧

「樂學讀寫園地」
以課本作遊戲的工具，提升學習興趣
之餘，更可讓同學活學活用。

愛．學
習

學習愛 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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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中之星

「自律的品格」話劇之A-MAN超人

家長支援

    同學們互相投票，每班選出最少三位同學分別在自律、禮貌及友愛方面表現出色的
同學，成為班中之星。

家長義工們熱心投入參與，令多個支援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本校同學們亦獲益良多。

學習小組‧家長工作坊
透過社工的經驗分享，家長可了解更多管
教子女的方法。

玩出親子情(遊戲治療) 家長小組
透過與孩子進行特別遊戲時間，家長可進入孩子的
內心世界，並預備隨時作子女的輔導員，幫子女健
康成長。

A-MAN超人與壞品格怪獸對戰，擊
倒住在小朋友心中的「壞品格」。

同學們各出其謀為主角解決問題
各班班中之星與校長、A-MAN超人及
老師們合照。

愛．同
學

愛．自
律

愛．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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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創思小組以「愛香港     尋找香港自然美」為主題，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培養學
生創造力及高層次思維能力，並藉學習籌備戶外考察活動，讓學生懂得欣賞香港的自然生態
之美和提高環境保育意識。

    「感謝天父，讓我們能在校園裏，透過讀經、祈禱、唱詩和背金
句，更深認識天父，我們定會成為敬神愛人的好孩子。」

這是我們為「香港生態遊   
坪洲及大澳」設計的海報。

香港自然美考察小冊子出版了!

創思小組

宗教週活動 

我們也認真地完成宗教小冊子

看看我們多愛背金句，
我們得到很多貼紙呢!

我們運用圖書館資源尋找與香港大自然有關的書籍及資料

同學們投入地製作小冊子及設計各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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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NETs

  
Hello, my name is Mr. Wright 

and I’m happy to be back for my fourth 
year here at NPMPS. This year I’ll be teaching 

P2, P3 and P5. It has also been my pleasure to  work 
with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EAT) and help in 
creating the English Days. This year we also have a new 

interest group NPMPS News, which is an online student 
newspaper. You can see all the great student work on 
the school website under the “English” heading.
  Life here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wonderful over these four years 
and I feel really at home here. I’m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55th Anniversary for the school this 
year!

  
Hi, I am Miss Lai. This is my second 

year teaching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I am having so much fun 

teaching at school this year because I have 
gotten to know all my students and fellow 

teachers better!
  This year I teach P1, P4 and P6 as well as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EAT) and a special 
interest group focusing on interactive drama, called 
a Pantomime. It has been a wonderful year of 

educational and meaningful projects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e 
school year with more exciting activities.

Miss Lai

Mr.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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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NETs

 
 Hi ,  I ’m Miss McKenna. I 

studied Psyc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y hobbies are swing dancing, 

eating delicious food, hiking and travelling. 
  This year I have the pleasure of teaching 

P2, P4 and P6. I have had a very enjoyable 
year teaching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I have really enjoyed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and seeing their English improve 
as the year progresses.  
  I’m excited to spend another year in Hong 

Kong and see what else it has to offer and I 
can only hope it will be as enjoyable as my 

year at NPMPS has been.

Miss McKenna

  
Hi! I’m Miss Mortimer 

and I am from a small town in 
Wales, in the UK.  I studied Drama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I’m very excited to be 
living in Hong Kong this year! 

  I have really enjoyed my time this year at NPMPS, 
from teaching the students in PLPR lessons, to running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to chatting informally with students during 
recess. It has been a very rewarding process to see the 
students’ confidence improve throughout the year.

  I am planning on staying in Hong Kong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 if only to carry on sampling 

all the delicious food it has to offer! 

Miss Mor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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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 P.3 PLPR Lessons

P.1 students play games in small groups.

Let’s read big books together!

Let’s learn recipes by making biscuits, YUM!

In P.1, students read 
stories and play 

games!

In P.2 students read 
the book “What’s on 

the Menu?”
They learned to write 
menus and recipes.

They even made their 
own biscuits!

P.3 students read 
“Molly & Friends”

They learned about 
blogs and websites.

They even got to write 
their own blog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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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Animal Project 
and the Airport Trip

P.5  Stanley Trip

P.4 - 6  Projects & Outings

Students did a research project 
on amazing animals in the 1st term.

In the 2nd term, students 
took a trip to the airport , 
interviewed travellers and 
learned about airplanes.

In the 1st term, students went to Stanley 
to explore this popular  Hong Kong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interview tourists. 

In the 2nd term, students 
made travel brochures 
about exotic desti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P.6 Day Camp 
was "Problems in Our World". Some of the 
activities included Challenge of Water relay 
and War Zone game. Students performed 
different dramas showcasing various problems 
in our world like hunger, war and natural 
disasters.

P.6  Day Camp & 
Travel Broch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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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chat in English, play 
English games and sing English songs.

Awesome Musical Drama Group

Students order their own healthy 
food and chat with EAT members!

Chatteris Pantomime – 
Jack & the Beanstalk NPMPS Newspaper

Every Tuesday and Wednesday 

Interest Groups and  Activities

we have English Day! 

English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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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生態保育四天考察團」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梁校長、黎副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上、下午校
四十位六年級國民大使一起前往海南島考察當地教育及生態保育文化。同學們不但能親身遊
覽這個全國第二大的島，也能與國內同學一起上課，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

第 一 天行程

大家在雷瓊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質公園前拍一張大合照，
為海南島生態保育之旅揭開序幕。

離開地質公園，暢遊近百年歷史的海口
騎樓老街，了解海南島的民生民情。

同學們留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看，這是甚麼?原來是地下泉水。

來到地質公園最高點遠眺海口市，
美麗的景色盡入眼簾。

考察雷瓊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質公園，飽覽火山群的奇貌。

16



第 二 天行程 到訪海口市英才小學，以及
參觀海南博物館及瓊台書院

晚上，大家乘坐動車，由海
口市向南面的三亞市進發。

經過三小時的車
程，終於到達目的
地    三亞市。

早上，同學們與海口市
英才小學的小夥伴一起
做護眼操、一起上課學
習、一起動手創作、一
起學習跳海南傳統的竹
桿舞，好不快樂!

下午參觀海南博物館、
瓊台書院，認識海南島
的歷史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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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行程

    同學們在南天生態大觀園裏看見各種奇形怪狀的瓜果，又了解到無土種
植的好處，最令人喜出望外的，就是能目睹千歲大海龜，只可惜牠的居住環
境不理想，活動空間不足，真惹人憐愛呢！

    離開了南天生態大觀
園後，我們向着碧水藍
天，煙波浩渺，帆影點
點，椰林婆娑，奇石林立
的「天涯海角」進發。大
家可從相片中找到「天
涯」和「海角」的石塊嗎?

    在「甘什嶺檳榔谷原生態黎苗文化

旅遊區」內見證少數民族黎苗族的歷史

演變及風土人情。

參觀南天生態大觀園、「天涯海角」及
甘什嶺檳榔谷原生態黎苗文化旅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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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天行程

登上鹿回頭山頂公園
前，大家需要走一段
山路，然後再分組乘
小遊覽車登山，在最
高處我們能飽覽三亞
市和大東海全貌。

大家坐在三亞市的城雕前拍照留念

四天的行程匆匆過去，海南島再見了!

同 學 經驗 分 享

先遊歷大東海及鹿回頭山頂公園，最
後向海南島告別，結束四天愉快之旅

6A  陳舒茗
    這次海南島交流
團，我們學習了很多有關

當地歷史、教育和生態保育
的知識。在四天行程中，與海

口英才小學學生交流令我印象最難忘。我
們分成四組，分別上語文課、數學課、國
學課和視藝課，而我上的是語文課。當地
的學生熱情地歡迎及接待我們，之後我還
結識了一位新朋友呢!
    總括而言，我十分喜歡這次交流團，
既能擴闊視野，又學會了獨立，令我獲益
良多！

6C  洪嘉希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這次交流團令我深深體會到這
句諺語的意思。我學會了如何照顧自
己，更令我感受到大自然的壯麗。經過
四天的交流活動，我認識到海南島的風土人
情，真令我獲益良多。
    這次最令我難忘的，就是走進海口英才小學課室上
課。一踏進課室，我發現當地的教學設備比香港的小學簡
陋得多，但小夥伴們卻沒有因此而影響學習，仍照樣專心
上課，認真聽講。香港的學習環境較海南島完善得多，然
而我們卻沒有特別珍惜或加倍努力，真有點汗顏。
    在此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給我這次與外地的同學們一起
學習和生活的寶貴機會，也感激他們這幾天來盡心的教導
和照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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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上學期評估後的跨科目活動以「環保」為主題，透過各種活動，讓學生明白到保護環
境的重要，並樂意在日常生活中坐言起行，為環保出一分力。

多元化的課堂活動

同學們製作的面譜真有趣!

看! 我們正在自製環保清潔劑呢!

環
保 樂器 設計

環
保 面譜 設計

環
保 實驗

你聽到我的聲音嗎?

誰的環保樂器最漂亮? 

清
潔 大行動

你聽到我的聲音嗎?齊來清潔我們的校園

跨科目活動 —— 環保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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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技 遊戲

 追蹤
活動

大家都努力地尋找答案
用i pad學急救知識，so easy!

體驗貧富宴，同學們明白到自己多幸福啊!

Hunge r  Banquet貧富 宴

伸伸手動動腦筋，競技樂無窮。

急
救 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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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才藝同樂日

    「環保才藝同樂日」是跨科目活動的壓軸節目。同學把幾天所學到的環保知識和技能，以韻
律操、戲劇及時裝表演等形式向全校師生匯演。當日氣氛熱鬧，表演精彩有趣，以生動的形式鞏
固所學，實為跨科目活動畫上完美的句號。 

看!我們製作的環保衣服多別緻!

三、四年級同學合作演繹一個話劇，可真是創舉啊!

繪本故事分享

「Green Hero Catwalk Show」

齊來欣賞我們精彩的韻律操表演

環保韻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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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常識科為各級同學安排了不同的參觀活動，擴闊學生的眼界，提升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

小二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小四參觀歷史博物館

小五參觀科學館

中心內展出各式各樣的瀕危動物樣本

到歷史博物館參觀，我
們對昔日兒童的生活有
更多的認識。

我們正在認識接通電路
的方法和原理

這些都是昔日的工業和店
舖，真令我大開眼界呢！

走出課室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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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本校推行各式各樣的閱讀活動，希望同學能多閱讀課外
書，「越」讀、「越」樂、「越」愛自學。

「越」讀  ·「越」樂

校內活動

校外活動

讀 書 會

同學在讀書會活動中講故事，
大家都聽得很入神呢！

讀書會同學在壁報板上展示讀後
感，以文字形式向同學推介好書。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玩攤位遊戲 到香港中央圖書館，當然要借書及欣賞主題
展板啦！看！我們大包小包的，收穫甚豐。

參加第二十五屆閱讀嘉年華會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此外，老師與
讀書會同學透
過周會及午、
晚禱時間向全
校宣傳閱讀活
動和推介主題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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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是同學的第二語言。說好普通話，並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我們以
多元化且充滿趣味的課堂活動，吸引學生多說普通話。

趣味普通話

作家孫慧玲女士跟同學
分享生動有趣的故事書

同學帶來孫女士的著作，並
索取親筆簽名及拍照留念。

作 家 講

故 事

    本年度中文科特意邀請了本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孫慧玲女士到
校跟同學講故事，並分享寫作心得，希望同學對本港兒童文學作品
有更深的認識。

    
孫女士邀請

同學回答問題及
玩閱讀遊戲，同學
們都反應熱烈。

兒歌表演

同學們的歌聲很動聽啊﹗
同學們投入於角色扮演中，表現生動有趣。

拼音活
動

聲母、韻母拼一拼

同學們認真地學習聲調

課堂活動

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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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校園藝術大使

動畫製作配合
平板電腦教學

綠色環保課題

同學第一次利用平
板電腦創作動畫，
感到非常興奮。

同學把搜集的樹葉放在感光紙上，拼砌出一幅大

自然圖畫。

同學把飲品盒、餅乾盒剪成小方塊，並把盒蓋製

成框架，創作出美麗的馬賽克畫。

樹葉剪影

環保馬賽克同學們的得意佳作

6A 蔡頌瀅

    我非常榮幸能獲選為校園藝術大

使，並有機會參加各種精彩的藝術活

動。其中令我最深刻的是在復活節期間

參加的藝術工作坊。

    工作坊的內容包羅萬有，當中包括繪

畫、戲劇、皮革工藝製作等。此外，我還認

識了其他學校的藝術大使，他們各有才華，我們在活動中

互相交流，分享藝術的樂趣，令我獲益良多。

6D 李樂謠

    我很榮幸能獲選為今年的校園藝術

大使。我希望能藉着這個難得的機會提

升自己的創作靈感和技巧，代表學校參

加比賽，奪取獎項。此外，更希望可以

向同學分享我的藝術作品，以提升他們

對藝術的興趣呢！

6C 劉澤謙

    大家好！我是校園藝術大

使劉澤謙，能擔任藝術大使是

我的榮幸，很高興能在此跟大

家分享我的創作歷程和心得。

    小時候的我已酷愛繪畫，常

在記事本上發揮我的小宇宙——繪

畫各種交通工具和街道的情景。雖然畫

功普通，但無損我的熱情。父母為了提升我的藝

術水平，在家附近的畫室替我報名學藝。在畫室

中，我學懂了水彩着色、漸變色的繪畫技巧，也

學會繪畫不同的畫作，如海洋畫、人體畫等。      

    為了令自己繪畫出栩栩如生的人像，閒時我

會在家臨摹超級英雄畫冊上的人物。臨摹時，我

曾因下筆困難而想過放棄，但每當我想起完成佳

作後的成功感，就會堅持繪畫。由於每次臨摹都

要細心觀察對象的細節及人體比例，因此能培養

我的耐性。

視藝科 ——  教學主題樂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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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遊戲日

二百多位北衞健康大使跳出整齊的北衛操為運動遊戲日揭開序幕

師生家長接力賽，大家加油啊！

參賽的同學悉力以赴，勇奪佳績。

感謝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體育)梁瑞好
女士蒞臨作主禮嘉賓

精彩的啦啦隊比賽

（二○一四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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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優秀團隊，屢獲佳績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公益活動日

健康生活營

* 「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共籌款60455元，獲頒冠軍及銀獎。

*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共籌款53070元，獲頒冠軍及銀獎。

* 香港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獲小學組冠軍及最受歡迎獎。

* 6A林卓嵐、6C吳嘉恆獲頒優秀團員，而兩位同學更獲選為東區

傑出團員，將參加本年七月公益少年團主辦的「傑出團員新加坡

及馬來西亞交流團」。

小女童軍

公益少年團

    透過公益活動日，讓學生認識大自然及學習愛護環境。

幼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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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北第1453旅幼童軍團

第 56 屆國際電訊日
暨第 17 屆國際互聯網絡日

遠足活動（黃石家樂徑)

營火晚會

童軍們學習使用指定的業
餘無線電頻道與全球童軍
直接通訊

大家運用地圖和指南
針，尋找步行路線，完
成遠足活動。

歌聲笑語多快活，盡情享受營火會，
齊來載歌又載舞，童軍生活多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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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校歌詠團

木笛隊

手鈴班

小提琴班

圍棋班長笛班

弦樂組 大提琴班

下午校歌詠團

唱遊小組

書法班

課外活動多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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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普通話興趣班

跆拳道
班

羽毛球訓練班

足球訓練班

機械人工程師小組

乒乓球訓練班

籃球訓練班

周六英語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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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就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上午校英詩集誦隊獲（小一至小三英詩集誦）比賽  季軍中詩獨誦優勝同學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勝同學 英詩獨誦優勝同學

第五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3B 陳焯婷  粵語古詩 亞軍
        粵語新詩 季軍
  3B 陳焯稀  粵語古詩 冠軍
        粵語新詩 亞軍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
4A 吳頤雅  亞軍

2014「齒頰留書香」
閱讀周創作比賽──
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5C 朱廷軒 冠軍
    5C 蔡居穎 季軍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組)
6C  劉澤謙  菁英銅獎

日本航空公司世界兒童俳句比賽優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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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50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第五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3B 陳焯婷  粵語古詩 亞軍
        粵語新詩 季軍
  3B 陳焯稀  粵語古詩 冠軍
        粵語新詩 亞軍

第6屆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
6A 鄭皓芸 亞軍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4年第9屆
鋼琴兒童C組 

4C 陳颽楠  金獎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2013  P010組 

4C 蘇軒瑩  第三名

上午校歌詠團獲中文教堂音樂 亞軍

上午校中國舞校隊獲高小組  甲級獎

下午校中國舞校隊獲高小組  甲級獎
上午校木笛隊A組獲 季軍 各項音樂比賽優勝同學

2014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少年高級組  浪漫作品組

6D 蔡梓恆 第三名

2B 簡蔚雅
世界兒童畫展覽(大賽) 特別金獎
2013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A組水粉彩 季軍
第四屆香港兒童創意思維繪畫大賽
兒童初級組 季軍

6 A 蔡頌瀅
「做個精明通服務用家」海報設計比賽
初級組 亞軍
2013「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少年組 優異獎

3C 林煒堯
2013「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兒童組 優異獎
聖誕飾物設計比賽（三年級組） 季軍

2C 許毅樂
「EYE 畫出繽FUN世界」慈善創作比賽初小組 冠軍

6A 彭樂晴

第四屆海峽兩岸少年兒童美術大展 優秀作品獎

第十三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攝影大賽 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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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鄺永豐  6A 張澍謙  6A 吳天藍
團體 銀獎

個人數學智多星比賽
6A 吳天藍  冠軍
6C 洪宇中  季軍

籃球比賽優勝同學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C 吳君豪  6A 劉天欣

 6C 洪宇中  6C 洪嘉希  6C 吳嘉恆
團體 銅獎

6A 梁希曈  6A 劉天欣  6A 杜洛宜
2013-14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女子甲組團體獎  亞軍

6A 劉天欣
2013-14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女子甲組    個人冠軍
Prince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2013
13歲以下組別  亞軍

6A 杜洛宜
壁球生力軍招募計劃壁球新秀賽 
13歲以下組別   季軍

5D 江希朗                                          
2013年香港區花樣滑冰錦標賽
自由花式比賽  冠軍
速度賽  亞軍
個人賽  亞軍

3C 黎卓曦
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         
單車花式  亞軍
16吋單輪車  亞軍

5A 游昊晴
2013年粵港盃柔道邀請賽  亞軍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2013  冠軍
2013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冠軍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2013  冠軍
第四十五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冠軍
第五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冠軍
森巴舞、鬥牛舞  亞軍
拉丁舞、牛仔舞、倫巴舞  季軍

田徑比賽優勝同學 乒乓球比賽優勝同學

游泳比賽優勝同學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東區)

2013-2014年度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東區小學比賽

3A 許敏姿
✽ 第十三屆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邀請賽                        
  女子700米、 女子500米  冠軍
  女子250米  亞軍
✽ 少年速度聯賽2014 
  第一站女子375米、250米  冠軍

3C 梁詠軒
✽ 少年速度聯賽2014 
  第一站男子375米、500米  季軍

個人獎項

3C 梁詠軒  3A 許敏姿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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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車蘊詩老

師。感謝主帶領我成為北角衞理小學

的一份子。北衞同工之間充滿着愛，互相

扶持，令我很快便融入這個大家庭。

我主要任教音樂、數學、電腦及宗教科。我熱愛

音樂，音樂能給我舒服的感覺。我也喜愛欣賞各

類型的音樂會，尤其是合唱音樂。因此，我享受

音樂課與學生一起唱詩歌的時間。

縱然教學工作繁重，但看到學生的笑臉，都為我

注滿力量。「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是我教學的座右銘。我深信

每一位學生都擁有無盡的潛能，故盼望能學習以

基督的愛去愛每個孩子，與他們同行，讓他們在

學行方面不斷進步。

    大家好， 我是

鍾苑麗老師，是2D班的

班主任，主要任教英文、常

識和視藝科。

當別人問我：「北角衞理小學是

一所怎樣的學校？」我回答：「它

是個大家庭。」學校裏，老師之間相處融

洽，同學之間和睦友好，師生之間關係密切。

每天學校不但充滿了讀書聲，也充滿了笑聲。有老師說我

常喜歡笑，這是我回想教學期間一點一滴而不自覺流露

出來的快樂。縱使學生有時會頑皮，會有時使老師生

氣，但印在我腦海裏的，全是孩子們的天真以及跟

他們相處時的歡樂。

盼望在往後的日子，能帶領孩子探索各種知

識，發展他們個人特質和潛能，並陪

伴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大家好！我是李湛雄老師，很高興加入

北角衞理小學的大家庭！

    我主要任教體育和數學科。我喜歡北衞同

學活潑開朗、有自信和勇於表達的特質。我希望

能帶領他們參與各類體育及數學活動，使他們身心

得到均衡發展。此外，我會悉心教導和培育同學的

品格。

      願北衞同學在充滿愛和多元化的學習模

式下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勇敢面對將

來種種困難和挑戰。

新老師介紹

車蘊詩
老師

李
湛
雄

老
師

鍾
苑
麗老
師

校友會

球賽緊張剌激，參加者
互有攻守。

主席：羅建邦先生    副主席：洪善丰先生
秘書：洪立芹先生    司  庫：李雅音女士
會籍：王銀瑜小姐、梁樂行先生
聯誼：錢曉容女士、霍文健先生
總務：蘇永權先生

獲獎校友一起拍照留念

第四屆校友乒乓球賽 第四屆校友會常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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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不覺，離開母校已經有八年了。時間與人的記憶，從來都
是不可思議的……
    雖然我還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然而靠著母校栽培的  ‘love  for 
books’ 和愛哲學的腦袋，我繼續探索，繼續成長。於我而言，在人生
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良師、是我的益友。因此，我很感
激在北衞所有曾教導我、鼓勵我和扶持我的老師。

吳嘉穎
（第46屆畢業生）

香港城市大學英文系二年級

    六年美好的時光匆匆而過，我已經是個中三生，但小學的生活
依然記憶猶新。在小學時開心的回憶比不愉快的事更多。記得那時
候，我不時犯錯，幸得到老師循循善誘的教誨，年幼無知的我才得
以蛻變成長。
    衛理小學有如我的第二個家，實在感謝這個「家」給我的愛與教
導。其實，對衞理的感激，又豈能靠這寥寥數十字而完全表達呢？無
論如何，也藉此機會祝願母校五十五歲生日快樂，師生愉快、平安！ 

吳嘉洛
（第51屆畢業生）
華仁書院中三級

  歲月如梭，從陪伴姐姐和哥哥上學，到今天自己也即將畢業了。
我們都很榮幸能入讀這所優良的小學。從姐姐
和哥哥身上，我看到北衛同學的特質──
用功學習、尊師重道。而我也希望可以
跟他們一樣，考上理想的中學，在中
學發揚衞理的精神，回饋母校。
    梁校長、各位老師，很感激您們
這六年來對我的提攜，在我迷失的時
候指引我，跌倒的時候扶起我，讓我
無懼前面的風雨和挑戰！祝您們健康、
快樂！
  吳嘉恆
        （第54屆應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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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盆菜宴     本年度十二月十四日校友會特意在本校禮堂舉辦盆
菜宴，邀請校友一邊吃美味的盆菜，一邊閒話家常。雖
然當晚下着微雨，但場面熱鬧又溫馨。

校友來鴻

    不經不覺，我離開母校已經三年多了。但我

總覺得自己未嘗離開母校，因為我的妹妹仍然在

衞小讀書，所以對母校的活動仍很清楚。每當與

妹妹聊天提及學校生活時，都會令我憶起在衞小

時的難忘情景。

    我記得留校午膳時，都愛與同學們互相分享

午飯，大家一邊吃，一邊高談闊論，那種無憂無

慮的生活，至今仍歷歷在目。

    最近我參加了「饑饉三十」活動，初時我覺

得抵肚餓連續三十小時，簡直易如反掌。但當

天除了饑饉三十小時外，還有一連串的活動，令

我消耗了不少體力，肚子很快餓了。當時我腦海

中頓時浮現了一句在衞小學時瑯瑯上口的金句：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

一切話。」(馬太福音4章4節)，而且更令我記起

母校校訓的其中一句：「勇者不懼」。這使我有

信心繼續參與，並從中體驗到飢餓的辛苦和珍惜

的真諦，最後我順利完成了活動。

    我現在已是一名中四學生，藉此感謝母校

對我多年來的栽培，使我學

會勇敢面對困難、積極

面對人生，凡事懂得

謝恩。

    適逢今年是母校

五十五周年校慶，我

謹祝願母校春風化雨、

桃李滿天下。

    蔣仁如

       （第50屆畢業生）

       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四級

母校點滴，仍在心頭 我們都是在衞理小學成長的

（左起）吳嘉洛、吳嘉恆

及吳嘉穎三姊弟

蔣仁如（左一）與家人在2013年

7月攝於日本富士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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