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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麗校長

    2012年聖誕假期，我和九位老師參加了一個由崇基神學院舉辦的台灣生命
教育學習團。在學院的安排下，我們除了參觀螢橋國中、護理大學、花婆婆繪
本館、得榮基金會和世界宗教博物館，還有幸能與在台灣積極推行生命教育的
學者見面，聆聽他們的分享，其中紀潔芳教授的講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紀教授以深厚的學養、雅致的語言、感人的短片、活潑的互動體驗，引領我們
認識生命的意義。

    在生命體驗活動的環節，紀教授著我們閉上眼睛，放鬆心靈，把一粒小小
的葡萄乾放在唇齒間輕輕咀嚼，然後靜靜聆聽她的引導，去體驗這一顆小小的
葡萄乾背後所凝聚的無數人的辛勤付出。令我不禁想起“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
易”。這個活動讓我們體會到傳遞生命可貴的積極意義，每一個生命都是天父
所創造，都值得我們敬畏。

    最後紀教授引導我們製作愛心卡片，在卡片上寫下五類人的名字，其中包
括今生最感謝的人、自己曾傷害過的人、曾傷害過自己但自己想原諒的人、不
在世間但自己非常想念的人、自己最想與之分享活動體會的人以及在2012年最
想完成的心願。在柔和優美的音樂聲中我們與自己進行了一次心靈的對話，原
來懂得心存善意、常懷感激之心、活在當下，在每一個時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是這麼令人動容！最後我們帶着祝福、帶着寬容、帶着感恩、帶着憧憬把卡片
貼在氫汽球上，讓它徐徐升到空中。

    從紀教授的分享，我們知道生命教育是一種滲透，是一種體驗。今年我們
特別為六年級同學舉行了一個成長禮，指導他們撰寫願景信和放飛《夢想號》
飛機，讓同學們明白到生命是有意義的，天父對每個人的生命都賦予其價值，
不論處在家庭、學校、社區、國家和世界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角色和功能，
即使微小，卻是重要而不可缺。每個人需要為自己樹立遠大的志向，規劃好自
己的生活，好好發揮自己的生命價值，同時也學習尊重、關懷他人，用言語和
行動去表達愛，讓世界變得更美麗！

心懷感恩、活在當下

小六成長禮

梁校長與紀潔芳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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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影響生命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跟身邊的人和事有許多聯繫和互動，當中包括家人、同學、師長，以至社
會及自然環境，漸漸孕育成自己的價值觀。
    本校推行的生命教育，是以「生命影響生命」，透過生命教育課及體驗活動，讓同學不但認
識生命，也能熱愛生命，在學習中感愛到愛和關懷，送給身邊的人。

繪本裡雋永的
文字、精美而

富想像的插圖
及生

動的情節是同學
體會及思想生命

的上乘素材。

體驗故事中人物的經歷及所感所想。寓演戲於學習。

齊心合作，發揮團結精神。活動後的討論環節，互訴合作心聲，互相分享所學。

同級聯課活動
，同學分成多

組，合力完

成任務；走出課
室，是另一學習

體驗！

繪本教學

聯課活動

角色扮演

分組活動

生命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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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

小一《啟蒙禮》 小二《護蛋行動》

小五《生命鬥士》小三《意外人生》

啟蒙禮是小一同學迎接新學習環境的啟動
儀式，期望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能認識主
耶穌，並以主耶穌作行事為人的榜樣，做
個敬神愛人的好孩子。

模擬意外受傷，嘗試明白並體會意外受傷
者的生活及箇中感受。希望同學能為自己
擁有的感恩，並樂意關懷有需要的人。

保護雞蛋活動，讓學生體察生命的可貴、
學會尊重及珍惜生命，並感受媽媽懷孕時
的辛勞，為媽媽的愛和照顧感恩。

校監簡牧師為同學祝福
梁校長把鑲有「立志禱
文」的相框送給同學 同學們用心製作的護蛋器及蛋寶寶

我們充滿信心，護蛋行動一定成功！
老師、家長和同學一同為
即將展開的小學生活禱告

同學體會意外受傷的不方便，如要用單手揭開零食包
裝，或請同學協助扭開瓶蓋。

「意外人生」分享會中，同學們分享體驗活動的感受，
並寫上心意卡感謝身邊的人。

同學模擬傷健人士的
不便，以足代手，合
力繪畫一幅圖畫。

同學上台訪問傷健人
士羅偉祥先生，希望
對他認識更多。

同學們與羅偉祥先生拍大合照留念，並感謝他的分享。

邀請傷健人士到訪，與同學分享生命見證。積
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就是面對和克服逆境的最佳
方法，既讓同學能常存感恩的心，也體會「以
最好的心情面對最壞的事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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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感恩    懂得接納及欣賞他人

    本年度訓輔組以「互助互愛、彼此尊重、盡己責任、常存感恩」為輔導主題，舉行一連串全校性
校本獎勵及輔導活動，提升同學的自律自理能力，培養同學互相尊重和欣賞，以及有禮待人的態度。

這兩段時間能讓
學生在輕鬆和愉
快的環境彼此傾
訴，透過遊戲建
立友誼。

有專家指出遊
戲有助小朋友
發展右腦，也
是最自然的方
式讓小朋友表
達自己，訴說
感受。

「開心一點鐘」「開心六點鐘」

班中之星

每月每班有5名同學能獲頒「班中之星」，
他們都在盡責、友愛、禮貌、自律自理及感
恩方面做得出色。

能完成該月的小目
標，同學們都流露出
滿足及自信的笑容。

各級學生的成長小組

「小一適應活動」歡迎加入北衞大家庭!

「快樂小天使」社交小組
運用面部表情表達喜怒，同時學習觀
察別人的表情，判斷他們的內心想
法，有助提升社交能力。

「智叻特工」自信心訓練日營為
共同目標努力，永不放棄!

「自律的港孩」小組
細心聆聽遊戲規則是學習自律的第一步

「飛躍GO GO GO」小組
以遊戲形式提昇中文能力。

「性教育工作坊」
為成長必經階段做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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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己責任    做個自律孩子

「自律的港孩」攤位遊戲

要做個自律的好孩子，在任何地方都樂意遵守規則。

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要依賴其他人啊！

事前做足準備工夫，分工合作及看地圖規劃路線。

以限定的金錢買材料去製作健康午膳，訓練同學的理財能力。

動手製作健康午膳，測試同學們的自理能力。 高難度的砌卡牌遊戲，考驗小老師們的耐性。

邀請經驗豐富的專業社工與家長分享管教子女的方法

透過小組內家長們的分享及活動，提高家長的
自我認識，並建立家長們的互助圈。

「不做港孩」
家長學堂及家長管教小組

聯校「城市定向」體驗活動及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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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裡，我們有不同的宗教活動。每一天開始，我們會向天父禱告，才展開一天的學
習。在學生團契裡，我們也有不同的活動培養同學愛主愛人。

宗教活動樂趣多

成長的天空計劃

驕陽伴成長  逆風齊飛翔

    為提升學生的抗逆力，本校參加
成長的天空計劃，藉以培養學生面對
逆境的正確態度、協助學生掌握應付
困難的知識及技能，激勵他們積極面
對成長中可能遇到的挑戰。

每天向天父說聲早

學生團契

每天上課前禱告，求天父加力給我們。

很開心來到南丫島

訪問外籍人士
挑戰成功，完成任務。

模仿耶穌走
苦路

看，我們就快可以放下重擔了！

聖靈果子
對對碰！

看，我們
找到一對

了！

專心禱告，向天父說心事。

P.6戶外挑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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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NETs

  Hello! My name is Scarlet Lai and I am 
from the USA. I moved to Hong Kong six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the States, I lived in a small 
town called Tenafly, in New Jersey. I also lived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while studying at Boston 
University. 
  This year I teach English to P1, P4, P5 
and P6 students. I have had a great first year 
teaching the students and working with the 
wonderful teachers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My favourite thing about working 
in the school is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and 
seeing them grow and learn, especially in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 hope to make the lessons 
fun and enjoyable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their daily lives.
  My favourite hobbies are reading and singing 
karaoke. One of my aims this year is to exercise 
more, be healthier and learn how to cook! 

Miss Lai

  Hello, my name is Mr. Wright and It’s 
a real pleasure for me to return for a third 
year at North Point.  This year we will be 
reading many new books and including 
many more fun activities in our lessons. 
I’ll be teaching the same year-groups as I 
did last year, P2, P3, P4, and P5, and I am 
excited to see how all of the students have 
grown and improv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is is my fifth year in Hong Kong and 
I still love the food but now I am trying to 
learn to cook Chinese food.  When I get 
better I may even bring some of the food 
around to let you try.

Mr.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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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I’m Miss Christodoulou. I studied 
Psychology and English. My hobbies are 
reading, art, eating delicious food, swimming, 
singing and dancing. When I was at primary 
school, I made my own books where I wrote 
the story and drew the pictures. One day I 
might try writing and illustrating a book again.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ideas.
  I really enjoy being a teacher at North 
Point Primary and also doing all the fun 
activities, like English Day games and school 
trips. Come and talk to me about different 
countries (I have lived in 4 so far), art, 
animals, friends, books and anything else.

Miss Christodoulou

Our CNETs

  Hi! My name is Matthew Flintoff and I am very 
happy to be one of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s CNETs for 2012-2013. I have previously spent 
a year on exchang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ere I volunteered as an 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 at SKH Lui Ming Choi Primary School in 
Kennedy Town. 
  During my free time you can find me in 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hiking and exploring. I am a big fan 
of outdoor activities of any kind. When I’m not exploring 
the great outdoors, I’m enjoying the great food Hong 
Kong has to offer. Sometimes I even like to do a bit of 
baking myself at home!
  I am planning to continue working in Hong Kong 
as an English teacher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hope 
to complete a teaching qualification this summer and 
find work in a Hong Kong school. Looking even further 
ahead, I wish to eventually return to further education 
and complete a master’s degree in Law. 
  See you around Hong Kong!

Mr. Flin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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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 P3 PLPR Lessons

In P1, students 
read stories and 

sing songs!

P1 students love reading Big Books!

English songs with actions!

In P2, students read 
the book “What’s on 

the Menu?”

They learned writing 
menus and recipes.

They even made 
their own biscuits!

Let’s learn recipes by making biscuits, YUM!

In P3, students read 
the book “A Home for 

Bonnie.”
They wrote about their 

own pets.
They also did 

mini-drama and wrote 
letters to Santa Claus!

P3 students drew their own pets and showed 
them to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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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Projects & Outings

P4 Trip to Hong 
Kong Zoological & 
Botanical Gardens

Students observed 
and did research for 
the Animal Project

HK Zoo & Animal Projects

   P5 Students 
explored historical 

places and 
interviewed tourists 

in Stanley!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P6 Day Camp was Cops 

and Robbers.

Some of the activities 
included Prison Escape! 

And Tie Up the Criminals

Students performed a 
drama called ‘The Mystery 

of the Diamond Eggs’

Interviewing the tourists in 
Stanley was a blast!

P5 Stanle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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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teris Pantomime – Snow White

Students chat in English and play English games during recess.

Drama Stars – Peter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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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上海新貌」五天考察團
    本年度「赤子情，中國心」計劃的考察城市是上海。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日，梁校
長、黎副校長、黃主任、何老師、潘老師及劉老師帶領上、下午校六年級共36位同學乘坐飛機前往
上海，考察當地的教育、歷史、科普、民生及飲食文化。同學不但能親身接觸上海在世博後的發展
面貌，更有機會跟國內同學一起上課，體驗另一種學習模式，實在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

參觀「孫橋現代農
業園」和「上海科
技館」，沿途欣賞
各項新建築。

第一天行程

乘船遊覽
「朱家角水鄉」

第二天行程

同學第一次乘小船遊覽，心情極之興奮。 「朱家角」風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無土種植，用營養液進行
環保耕種。

看！多大個的南瓜，
還很重呢！

上海科學館內體驗各項有趣新穎的科學設施，同學們都玩得不亦樂乎。

到桔園摘桔，收穫甚豐。

孫橋現代農業園

上海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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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上海科技
節能展示館，
了解家居節能
的重要

到上海書城
購買圖書

參觀曲陽路
第四小學

第三天行程

早上拜訪曲陽路第四小學，並與小夥伴一起上課，一起學習，一起遊戲。

利用動能轉變成為光能的單車

一杯水馬桶能節約用水高達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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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行程

    參觀「上海城市
規劃館」及城隍廟，
隨後夜遊黃埔外灘，
體會上海市的生活氣
息，並欣賞兩岸的夜
景及歷史建築。

當晚上海的天氣雖
然寒冷，但大家的

心

卻是非常熾熱、溫
暖。

漂亮的上海市模型，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上海城市規劃館

城隍廟外

黃埔外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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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行程

早上遊覽上海世博紀
念館後，便乘搭上海
磁浮列車前往上海浦
東國際機場，告別五
天愉快之旅。

同學心聲

同學們參觀上海世博紀念館，開心極了。

同學們細心欣賞館內展品 象徵中英兩國和平
建交的展品

展示這個巨型寶寶，讓人們
警覺要為未來一代建設更好
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上海磁浮列車的車廂，環境舒適清潔，列車
飛快似的越過很多房屋，一下子便到達目的地了！ 上海，再見了！

上海世博紀念館

乘坐上海
磁浮列車

    我很高興能參與這個交流
團。在整個行程中，我獲益良
多，不但參觀了不少展覽館、
景點和歷史建築，增加了對上
海的認識，還對當地的文化特
色和風土人情，有了初步的體
驗。此外，在行程中，我們到
訪了曲陽路第四小學，與當地
的學生一同上課。他們上課時
積極投入，踴躍發言，回答問
題時更對答如流，出口成文，
令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期盼日
後能再次踏足上海，進一步探
索這個蛻變中的城市！

    能夠參加這次考察團，對我來說心
情是多麼複雜：
1. 開心    從沒有參加過考察團
2. 榮幸    有幸參與考察團
3. 緊張    第一次離開家人
4. 興奮    第一次到上海
5. 期待    行程豐富，期待着每天要參

觀的景點
6. 難忘    參觀當地小學，還認識一位

新朋友
7. 無奈    行程第三天，照相機壞了
8. 感恩    行程順利完成
9. 依依不捨    行程結束，要離開上海
   
    這將會是我一生最難忘的考察團。

6A 劉以樂 6C 陳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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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目活動 — 作個健康小精兵

    本年度的跨科目活動以「健康生活」為主題，透過教育參觀、多元化的課堂
活動及激烈的健康常識問答比賽，讓學生學會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身心健康的方
法，並明白健康的重要，從而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生和熟的食物要分類放好啊！

從遊戲中認識食物標籤
售賣肉類要注意衛生啊！

我有多高？

同學都很努力摘錄健康資訊呢！

我的體重超標嗎？

參觀完畢，來張大合照留念。

（一）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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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活動
建立良好習慣

露營活動

營養餐單

  認識衛生習慣  培養儲蓄習慣
健康競技遊戲

我要自己儲蓄買需要的東西呢！

伸伸手腳動腦筋，
競技樂無窮。

看我們都能辨別良好衛生習慣呢！

齊心就事成，很快便
架起帳篷了。

來嘗嘗我們自家製的「花生醬香蕉三明治」吧！Yummy Yummy！

  食得健康又開心，零食也可簡單有益。

露營初體驗，感覺真棒！

  Making Healthy Snacks

  製作簡便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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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手帕設計

   按摩器設計
  健康棋盤設計

各優勝隊伍最終獲頒發獎盃。看！他們多神氣。

參賽班別和台下觀眾都很認真地留心
聆聽主持提問，場面緊張刺激。

（三）健康常識問答比賽

健康元素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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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大使 — 推動學校廢紙回收計劃

認識保育活動    參觀中大校園

   
本年度我們繼續甄

選四至五年級的學生成為
環保大使，透過推動學校廢
紙回收計劃及參與「學生環保
大使計劃」的考察及講座，提
高學生的環保意識和培養他
們對環境的責任感。

   
同學們留心聆聽
導賞員的講解，認識
了中大校園內各種不
同種類的雀鳥，更用
望遠鏡尋找校園的
鳥踪。

看看我們各班設計的環保紙收集箱。

我們在各班收集環保紙後，便到禮堂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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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

    本校圖書館組積極推動閱讀風氣。除了讀書會的校內外活動
外，讀書會同學也會透過校園壁報、午晚禱時段等途徑分享好書及
宣傳閱讀活動，以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並從閱讀中自學。

校內活動

參加第二十四屆閱讀嘉年華會

同學們目不轉晴地閱讀指定兒童文學讀物

同學推介好書，聽眾十分專注呢！

讀書會會員寫上好書分享，並在壁報板上
展示，向同學推介。

此外，讀書會會員也會在午、晚禱向全校
宣傳閱讀活動或推介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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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寫

輕鬆學習普通話

    為了讓同學對本港兒童文學作品有更多的認識，並提高寫作能力，學校邀請了本港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女士到校跟同學說故事，並指導同學寫作技巧。

    為了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學校把星期
五定為普通話日。小息時，普通話大使為同
學在教室、走廊及禮堂預備各式各樣的普通
話活動，例如「輕聲射擊王」、「運動猜猜
猜」、「多做運動身體好」、「普通話才藝
SHOW」……不同類型的遊戲，讓同學們可以
輕輕鬆鬆學習好普通話。

作家周蜜蜜女士跟同學
分享有趣的兒童故事

同學即場演繹周女士的作品

經作家指導後，同學分組寫作讀後感。

同學們都十分認真地埋頭寫作
梁校長、老師和同學與周蜜蜜女士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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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視覺藝術活動

阿根廷沙畫劇場《幻影流沙》
相片模型工作坊

第五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美輪美奐的視藝閣

油街藝術空間綠色藝術計劃—直立式花園@油街公眾工作坊

    同學前往文娛中心欣賞混合皮影戲、音樂
及舞蹈的沙畫劇場，大家都大開眼界！

    校內設立視藝閣讓同學自由投遞作品作公
開展示，亦於校園內的梯間及走廊展示課堂佳
作，鼓勵同學互相欣賞，營造校園藝術氛圍。

    本校邀請校外藝術家葉家偉先生到校教授同
學製作相片模型，把平面作品立體化。

    藝術家帶領同學運用膠水瓶
創作彩繪花盆，然而把植物幼苗
移植在內，再把花盆組合成直立
式花園，美化環境。

    透過這次藝術大使活動，我認識到藝術不止於繪畫和
手工創作，還包含了攝影、戲劇，甚至舞蹈。
    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就是攝影項目。攝影活動
中，我們不是用慣用的相機，而是把一張
特製白色相紙放在黑房中，先擺放一些物
件在相紙上，然後讓相紙曝光，再把相紙
放上水面，讓影像現形，再將相紙放進定
形水中，把影像定形，以延長保存時間。
    以上的過程，令我聯想到七十年代的
黑白照片。我相信這種獨特而古舊的攝影
藝術會是攝影迷的至愛之一呢！

校園藝術大使分享

6B 黃翠兒

    我很榮幸能夠以校園藝術大使的身
份參加創意藝術工作坊的各種活動。例
如「玻璃鑲欽」活動讓我在玻璃上點綴
發揮創意，「手造小書」則用上簡單的
材料來製作一本獨特而實用的手造書。
而最令我興奮的是戲劇活動，因為我的
夢想是成為一位出色的演員。戲劇活動
正讓我認識創作和演繹戲劇的技巧。創
意藝術工作坊活的確使我獲益良多。

6C 張衍晴
22



運動遊戲日

課間操

健康大使表演北衛操，為運動遊戲日揭開序幕。

參賽的同學全力以赴，爭取好成績。

競爭激烈的師生家長校友接力賽

啦啦隊落力為自己班打氣！

閉上眼睛，指頭輕按眼皮，
然後轉一轉，消除疲勞。

「向左彎腰，五六七八，向右彎
腰，五六七八， 做一做， 一起
齊來，課間操。」

感謝東區總學校
發展主任劉玉蓮
女士蒞臨為我們
作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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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優秀團隊，屢獲佳績

公益活動日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公益少年團 幼童軍

小女童軍

＊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獲頒港島東區冠軍和香港公益金
銀獎。

＊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獲頒港島東區亞軍及香港公益
金銅獎。

＊ 香港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獲小學組季軍。
＊ 6A吳心妍、6C張衍晴獲頒優秀團員。
＊ 6A吳心妍更獲選「傑出團員」，將於七月參加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交流團。

    校內各制服團隊一起參與公益活動日，從
中學習保護郊野公園的方法及重要性。

健康教育生活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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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北1453旅成立十週年旅慶活動

遠足  小西灣至大浪灣 參觀  海防博物館

兩日一夜宿營  大埔洞梓童軍中心

各幼童軍正學習閱讀地
圖及運用指南針

在堡壘展覽廳外拍照留念，個個精神奕奕!祝1453旅十歲生日快樂!

石澳泳灘的風景真優美﹗

欣賞軍用歷史文物 大家都專心聆聽講解﹗

在營地來個大合照

八種基本繩結訓練學習搭建帳篷

羅馬炮架投擲水炮 勇闖攀石陣

用心製作美味的晚膳

一嚐原野烹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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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木笛隊
手鈴班

長笛班

弦樂組

下午校歌詠團上午校歌詠團

大提琴班

周六英語興趣班

小提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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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畫班

足球訓練班

籃球訓練班

羽毛球訓練班

書法班

圍棋班

機械人工程師小組

跆拳道班

周六普通話興趣班

乒乓球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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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就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詩獨誦優勝同學 英詩獨誦優勝同學下午校普通話集誦隊
獲小三、四男女子合誦組 季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勝同學 6A 劉以樂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  
小學組  菁英銅獎

6A 羅恩寧

「我是未來大作家」寫作比賽
高小組  小小成就獎

「凝聚正能量，環保滿盼望」徵文比賽
高小組  冠軍

6A 戴嘉汶  6B 戴浩賢

第三屆東方盃朗誦及繪畫綜藝比賽  
小學組集誦  亞軍

3B 吳頤雅

東區幼稚園及初小講故事比賽
小學三年級組  冠軍

6B 黃翠兒

第九屆中外作家詩文朗誦比賽
粵語詩詞獨誦及普通話詩詞獨誦
小學5-6年級女子組  冠軍

2B 陳焯婷   2B 陳焯稀

第四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英語二人朗誦  冠軍

第一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2D黃星愷  初小組  季軍
4C蔡居穎  中小組  季軍 第十九屆聖經朗誦節比賽

小三及小六女子廣東話獨誦  季軍

5B 簡暐軒

第四屆普藝盃2012朗誦才藝比賽
高小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第六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2013
小學組五、六年級普通話說故事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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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49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2013「巨人足跡」閱讀周創作比賽

小提琴比賽優勝同學鋼琴比賽優勝同學

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6A劉以樂  冠軍
5C林知言  優異
6A吳心妍  優異

英文閱讀報告比賽
4C蔡居穎  冠軍
6A劉悅呈  亞軍

書籤設計比賽
6D辛崇真   冠軍
6A林  謙  亞軍
4C蕭善文  季軍

 上午校中國舞校隊
高年級小學組  優等獎

下午校中國舞校隊
低年級小學組  甲等獎

上午校歌詠團
教堂音樂外文組(十三歲或以下)  優良獎

6A 傅元灝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鋼琴  銀獎

3D陳颽楠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2年第7屆決賽之鋼琴兒童B組  金獎
2013年第8屆決賽之鋼琴兒童B組  銀獎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音樂、舞蹈比賽
中小組-鋼琴  季軍

5A 鄭皓芸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音樂、舞蹈比賽

高小組獨唱  冠軍

「華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2013香港選拔賽

6C 黃樂恩  六年級特等獎
6A 傅元灝  六年級二等獎

第八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6C何昱羲  高級組亞軍
2C梁詠軒  初級組季軍

2013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6C黃樂恩  計算競賽二等獎
  數學競賽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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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傅元灝 游令家 譚言基
團體銀獎

6A 余俊言  數學智多星季軍
6A 譚言基  數學智多星殿軍

6A 任達賢 李路德 蘇冠豪
團體銅獎

6A 周朗軒 余俊言 6B李思恒
團體銅獎

第十六屆常識百搭
嘉許獎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東區) 2013機械人程式設計大賽

第三屆全港小學科學精英挑戰賽
全場總冠軍

左起: 6A容朗  6A譚言基  6A羅朗希  6A傅元灝

香港安全標誌急口令創作比賽
5B 簡暐軒  冠  軍
5D 李樂謠  優異獎

 4A 游昊晴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2012    冠軍
第四十四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季軍
2012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季軍
2012年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亞軍
第四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拉丁舞五項全能  亞軍
  拉丁舞雙項查查查、牛仔舞  亞軍
  牛仔舞  冠軍
體育先鋒學界體操比賽    優異獎

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100米自由泳  團體季軍

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成績優異

籃球比賽
男子組  成績優異

田徑比賽
優勝同學

2A 許敏芝
第十二屆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邀請賽
女子125米  亞軍    女子250米  季軍
女子500米  亞軍

香港滑輪手球總會
第一站女子250米、375米  冠軍

5A劉天欣
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2012        11歲以下組別  Champion
2012-13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女子乙組個人  冠軍
2012-13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女子乙組團體獎  季軍

5A杜洛宜
2012-13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女子乙組團體獎  季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 湯皓弘  6C陳曉俊

5A 劉天欣  5A 杜洛宜

2012-13年度學界體育聯會港島東區小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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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參賽校友多高興的場面，來一張大合照！

經過多輪比賽，終於分出勝負，我們就是優勝者。

乒乓球比賽戰況激烈，難分高下。

第三屆校友乒乓球比賽

校友會

    大家好！我是黃琳老師，很高興今年加
入北角衞理小學這個大家庭。 
       記得踏進北衞校園的第一天，我看見多
張爛漫的笑臉，也聽到小孩子歡欣的笑聲，
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感恩。我是任教數學、常
識、視藝和資訊科技的。每一天，我看到同
學們用心學習，校長老師們團結一心與同學
迎向人生的挑戰，覺得這個校園充滿著活力
和溫暖。
    我希望北衞的同學們能努力學習，長大
後能成為一個對自己、對人以及社會負責任
的人，更希望同學能把愛傳遞給他人，讓自
己的生命更豐盛。

    大家好，我是馬嘉蔚老師，很高興可以
加入北角衛理小學這個大家庭!
    我主要任教體育、數學和電腦。閒暇的
時候，我最喜歡做運動。運動不但可以使身
體健康，也可以促進朋友間的友誼，身心得
以均衡發展。
    課堂上，除了教授同學們基本的知識
外，我更看重同學們的態度及價值觀。
「謙虛是學習的朋友，自滿是學習的敵
人」，只有謙虛學習，多聆聽及欣賞別
人的好，才能使自己進步。我希望能
成為同學們成長路上的同伴，引領同
學們走上積極光明的大道，不管路
有多崎嶇，只要有勇氣，我相信
同學們總能跨越，得以成功！

馬嘉蔚老師

呂慧娟老師

黃琳老師

    你們好! 我是呂慧娟老師。回想
大半年前，我向天父祈禱希望能找到一份教
學工作，讓我能將以往所學傾囊相授予我的學
生。在神的帶領下，我由代課老師變成北衞小學大
家庭的一份子。本年度我任教中文、數學、常識及
普通話，很感恩得到不少同事的關顧及幫忙，令我很
快便適應了新的工作環境。更感恩的是能成為4A班的班
主任，這班學生潛質優厚，熱愛服務，自信有主見，愛發
言……全擁有北衞學生的特質。我很欣慰能和他們在這裏
一起經歷愉快的成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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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健邦主席致歡迎辭，緊接是
各項精彩的表演。 第四十八屆畢業同學的美妙舞姿

是日出席的校友高朋滿座，場面熱鬧。

動聽的二人合唱「Shining Friends」

應 屆 畢 業 同 學 的 創 作
舞，表現出色； 得台
下熱烈的掌聲。

校友來鴻
北衞校訓 銘記於心

    每天放學，北角衛理小學都是我回家的必經之
路。每當我遇到困難，但途經這個充滿着童年美好回
憶的地方時，煩惱總會一掃而空。 
    記得在北衞唸書時，年幼的我甚為無知，只顧玩
樂，沒用心上課。直至一次犯錯，氣得老師滿臉通
紅，更被教訓了一頓。那刻，我困惑了：「為何老師
要費唇舌來責備我？語重心長地勸導我？」到放學晚
禱時，我瞧到禮堂上方校徽上的三個字 —「智、仁、
勇」，我頓然明白「智者不惑」的意思。從那天起，
我立志聽從老師教誨，發奮圖強，最後得以成功入讀
心儀的中學。
    升中後，學校生活雖然愉快，但起初面對的新環
境、新老師、新課程、新職務，接受各項挑戰卻使我
擔憂恐懼。母校校訓的另外兩句 —「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再次堅定我的意志，勉勵我勇敢向
前，現在我已適應下來，並勝任有餘了。
     感謝當年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和使我

受益的教訓。校訓「智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是我的座
右銘。謹此祝願母校繼續春風
化雨，作育英才；學弟妹們用
心學習，回饋社會！

郭令儀
（第50屆畢業生）
顯理中學中三級

有付出才有收穫

    近日監考文憑試，看見部分考生
在聆聽錄音剛播放時已開始睡覺，或胡亂
作答，盡快完卷後在限時前離開試場。他們為何會這樣呢？
    想起小學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面對難題時要有堅持不懈
的態度。還記得小六時我覺得數學非常困難，成績常徘徊於
七十餘分，並最怕李副校長既嚴謹又認真的課。我嘗試過多
種方法改善自己的數學科表現，但始終沒有進步，令我十分
懊惱。然而在呈分試前，老師們鼓勵我們不要因困難而放
棄，不懂的題目也要嘗試。於是我決定專心致志地溫習，而
上課時就是同學有搗蛋行為我也視而不見。結果「皇天不負
有心人」，那次數學呈分試我得了91分，當時的喜悅現在回
想起來仍甜在心頭。
    母校的栽培及教導令我一生受用無窮 — 母校教曉了我做
事要堅持，不可輕言放棄；這令我的學業成績不斷進步，讓
我順利完成中學及大學課程，九月我將會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我選擇投身教育事業，主要是受小學老師那種誨
人不倦、鍥而不捨的教學育態度所感召。北角衛理小學將於
來年慶祝五十五週年校慶，預祝學校廣栽桃李，弦歌不輟，
培育更多身心靈健壯的優才。

林懿德
（第42屆畢業生）

將於今年九月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

顧問：簡祺標牧師、梁麗麗校長
委員：呂貴芬老師、梁蕙楨老師、李展豪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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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慧娟老師

懿德(左)與同屆同班同
學李曉慧(右)於2012年
歐洲留學旅遊時攝

校友重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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