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歡迎一年級的同學

加入北角衛理小學這個大家
庭，本年度本校特為一年級同學
舉行啟蒙禮。啟蒙禮簡單而隆重，
校監簡祺標牧師先為各同學按手祝
福，而每位同學亦獲贈一個精美相
架，內放一幀學生的相片和一篇立
願禱文，祝願同學們在未來的日
子滿載上帝的祝福，在校長和
老師的關懷和愛護下，愉快
地學習，茁壯地成長。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北角衞理小學 校訊
校址：香港北角長康街十九號  電話：2570 3623  傳真：2510 7285  網址：http://www.npmps.edu.com

第十五期
二零一二年七月

小一啟蒙禮

    二零零四年本會「學校教育部」開始發展「優質生命教育計劃」，
而本校亦於近年嘗試為不同年級設計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和主題活動，讓
學生透過親自的經歷、實踐和討論，培養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正確的
價值觀。究竟甚麼是生命教育？本會學校教育部部長暨本校校監簡祺標
牧師在下面篇幅給我們一個清楚的闡釋。
何謂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其內容是包含着我們所熟悉的宗教教育、德育教育、價值教
育、品德教育及生死教育等。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以基督教信仰去發展全人教
育，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念、認識生命、肯定生命、尊重生命及愛惜生命，
以致能夠喜樂地活在天、人、物、我均衡的關係中。

1

為甚麼我們要推行生命教育？

推行生命教育的重要
    生命是最基本，是每個人都擁有的。生命的特質是動態的、是持續有成長的，並有繁殖能力
的。生命教育就是讓每個人更認識生命。生命並不是割裂的，乃是在一個彼此聯繫的互維關係
裡。生命教育就是從「天、人、物、我」這四個範疇建構出來的，包括人與宇宙的關係、人與他
人的關係、人與環境的關係，及人與自己的關係。
如何推動生命教育
    推動生命教育是必要從推動者本身開始，它不單只是一個課程，也不單只是一個全級性或全
校性活動，乃是一個生命的分享，一個生命的見證，一個生命的流露。所以，生命教育能夠成功
地發展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推動者自己首先要對生命有領受、有體驗、有熱愛、有盼望的，最終
能夠產生「生命影響生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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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神愛人  彰顯愛心

守規有禮　克己盡責

全人健康大革命

全校之星獎勵計劃

    本年度訓輔組以「守規有禮　克己盡責　敬神愛人　彰顯
愛心」為輔導主題。透過全校性校本輔導活動、專題講座及各
項獎勵計劃，提升同學的禮貌、自律及責任感。

每一個同學都為自己訂定學習目標

能夠完成學習目標的同學，均獲學校派發獎狀嘉許。

每個人的生命都十分
寶貴及重要

全人健康大革
命 :「精神」
「心理」最緊
要健康!

健康之道：
懂得如何安排
作息的時間。

小老師在台上表演開心「讚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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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培訓日

家長日服務

創思小組    
    本年度創思小

組以「創思小領袖」為
主題訪問校長和副校長、創
作和主持攤位遊戲等活動，
啟發同學的創意，提升他們
批判性思維、自省能力和
社交能力。

透過小組訓練活動，
提升團隊合作精神。

我們智隊必定會同心協力完成任務

我們立志為師長，為同學服務。

大家一起動動腦，預備訪
問校長的題目，再來作個
模擬訪問。

訪問校長和副校長令同學們獲益良多

這是我們設計的攤位遊戲，
也很好玩啊！

上、下學期兩個家長日，我們都奉召回校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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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照顧不同年齡階段同學的成長需要，訓輔組舉辦不同形式的學習小組和朋輩輔導活
動，讓同學能勇於面對成長中的改變和困難，在小組學懂與人溝通、領導、社交、解難等
技巧，使生命更豐盛。

成為一位出色的小老師，先要學習生理、情緒、社交、認知、學習及精神的健康指標。

上、下午校同學一同協作，取得成功!

同學從活
動中體驗

落後國家

的人民如
何以有限

資源搭建

房屋，學
懂感恩。

社工在成長課中教導同學如何
處理自己的負面情緒

同學們積極參與由社工帶領的小組活動，
勇於表達感受。

低年級同學在小組中學習彼此分享和尊重友愛的態度

小組導師樂於與每位同學談心事

職業治療師教導同學掌握書寫的技巧

小老師與低年級的學習大使進行中文圖書的伴讀活動

彼此關愛  互相支援



6A劉宇薇在本年
度中國語文菁英
競賽脫穎而出，
榮獲菁英金獎，
更有機會到南京
交流學習。

5A羅恩寧獲
多項作文比
賽獎項

本校同學參加日航俳句比賽獲得非常優異的成績

我愛學語文

互動課堂樂趣多

本年度同學在參加校外多項寫作和閱讀比賽，屢獲殊榮。

同學留心聆聽提問，準備搶答問題。

下午校衞理狀元

上午校衞理狀元

台下的同學也積極參與回答問題

讓我來說出大野狼的心聲！

老師也入戲

戲劇活動真有趣！

二、三年級
在教學過程中滲
入戲劇教學的元
素，讓同學發
揮創意。

5

衞理狀元爭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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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xcellence with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I have been lucky to share another 

great term here at NPMPS.  This year I am still 
teaching P2, P3, P4, and P5.  In my PLPR lessons I can see 

how much some of my students from last year have grown, both in size and in English ability! 
  For our interest group, Miss Halpin and I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lead the Magical 
Storytellers.  This group combines drama and acting skills with the power of 
telling storie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ell stories to each 

other and perform stories in front of the school.  I hope 
that students will enhance their storytelling 

skills and also see the fun in telling 
traditional stories out loud.

Mr. Andrew Wright

  

This year I have 
continued teaching 

P1, P4, P5 and P6. I feel 
that teaching across all of P6 

has been of benefit to the students 
as we have worked hard to create personal portfolios, prepare them for secondary school 

interviews and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present key information about themselves. 
  Extra-curricular English activities allow students to progress beyond the norm. The Radio Stars 

group has worked hard on an RTHK project. This has been great as the students have a sense that all of 
their hard work has resulted in something tangible. 
  With up to four teachers in one class, working at NPMPS is superb. This lets the teachers cater for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needs and enables us to enhance our ability to cater for a diversified class.This year 
has been challenging but co-planning and co-teaching is always very easy here as the open nature and 
constant team input is always helpful. I hope the students continue to progress and the school maintains 
its commitment towards improving English standards.

Mr. Robert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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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erm here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absolutely brilliant! Not 

only have the staff been warm and 

welcoming but the students are friendly, 

fun and excited to learn. 

  We have a great group of students EAT 

in the team this year, who are very enthusiastic 

to help out with our bi-weekly English Days. This term we 

started off with the ‘Festival’ theme followed by ‘France’ where, with the help 

of our hardworking EAT members, we learnt all about French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t was 

amazing to see the amount of new words the children would learn during English Days and how 

easily they used them in answering the games’ questions.  

  Miss Wallace and I have had a great time producing projects for P4 and P5. I am amazed at how 

hardworking the students and likewise the teachers are here in NPMPS.

Miss Maeve Halpin

  

I n  m y  f i r s t  t e r m 

at 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it has been a 

fantastic experience, and I have loved 

watching the students settle into the new 

school year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to me both in and out of class. Both the students and the 

staff here at NPMPS have been warm and welcoming and helped me to settle into life, both in 

the school and Hong Kong. Working across these different age groups has challenged me to meet the 

needs of a wide variety of students, a challenge that has been incredibly rewarding. 

  A highlight has been learning about dinosaurs with P5 and going on an African safari with P4. 

Their enthusiasm and engagement with English makes teaching at NPMPS a pleasure. 

  This year would not have been such a success without the help of our English 

Ambassador Teams, who have worked with us to promote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at NPMPS and help us run our English Days. 

Miss Jessica Wal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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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had lots of fun English activities at recess! We 
enjoyed chatting and playing games with English teachers, 
eating delicious snacks in the English Café, and learning from 
the P5 Dinosaur Exhibition!

P1-PLPR Lessons

English at recess!

Singing songs and reading poems.

These students are working hard on 
their activity booklets.

In P1 lessons we love to take part in 
English drama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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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students from NPMPS created some fascinating and 
unique projects ranging from an ‘African Safari’ to a ‘Dinosaur Adventure’.  
It was a great way to make English fun and exciting! 

Our Amazing & Adventurous English Projects

P5 Dinosaur Project

Exhibiting our creations!

Students test their English in fast-paced games 
like the Three-Legged Giraffe Poetry Race. 

Making our own papier mâché.

Completing our posters.

Making  posters about their 
dinosaurs and its era as a group.

Presenting our projects.

Creating our own team 
chant to compete for 
the safari prizes!

P6 English African 
Safari Day Camp

P4 Hong Kong 
Park Trip

We’ve 
learnt  a  l ot 

about birds and 
the ecosystem 

through this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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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the Radio Stars Interest Group has joined with RTHK 
to design a radio play and perform it on the dedicated kids English 
programme, The Sunday Smile.

Radio Stars Group

Other English Interest Groups

Saturday English Activity Group

Practice makes perfect!

Students learnt valuable lessons 
from the host, Tim Littlechild.

The Radio Stars are born performers!

What an experience!
Students pose with the host of 
RTHK’s Sunday Smile Show.

Tim listens in to make their 
voices sound fantastic.

Live recording. Be quiet!

Magical Storytellers

Creative Writer

Reading, writing, 
     drama and fu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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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邊界  科學趣無窮

    為加強科學與科技教學及探究元素，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高層次思維能力，本年度常識科
致力發展科技教學，除舉辦「科技活動日」外，更安排學生參加「十分科學」網上學習平台，並
配合教學內容，向學生推介相關的科普讀物、網頁、短片及進行實作評估。

科學實作評估

善用「十分科學」
網上平台學習

一年級：魔法幻影

二年級：奇怪的紙飛機

三年級：風向儀

四年級：回力標

五年級：自製萬花筒

六年級：無敵大炮台

五年級：製作閉合電路

六年級：剖花

常識科技
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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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活動

普通話日

e-Class 教師工作坊

IT小先鋒

    e-Class 是一個網上學
習的平台，老師能隨時隨
地進行各種教學工作的安
排，培養同學能主動學習
的態度。

老師們互相分享使用e-Class 經驗

    IT 小先鋒是一群在電腦
操作方面能力較強的同學，他
們會於小息時到兩個電腦室值
勤，協助同學使用電腦及維持
電腦室的秩序。

iuü哥爾夫

繞口令比賽

輕聲投籃王

韻母飛鏢王

讀詞語卡

    每學年學校都定星期五為普通話日，鼓勵同學們
在大息的時候多說普通話。普通話科老師在走廊和
課室內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如「輕聲投籃王」、

「韻母飛鏢王」、
「繞口令比賽」……
同學們都很投入參與
這些攤位遊戲和活
動。他們說普通話的
能力也大大提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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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

    每逢周末，讀書會同學在學校圖書館圍聚，閱讀各種書籍，並互相分享。此外，
讀書會同學也會出外參與閱讀活動，擴闊視野，並提高閱讀樂趣。

同學們用心閱讀指定的少
年兒童小說

玩故事接龍：兩人一組
，分組閱讀故事

的一部分，下一組要向
上一組有效提

問，看看能否找出情節的
脈落和關鍵。

同學們目不轉睛，這本
圖書看來

很吸引呢！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第二十三屆閱讀嘉年華會

到達維園會場，大家一起來張大合照。

到香港中央圖書館，當然要借書及欣賞主題展板啦！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玩攤位遊戲

四至六年級同
學每天輪流於
班主任課帶領
全班祈禱 祈禱大使於隔週週五午禱或

晚禱時段帶領全校祈禱會

同學們踴躍跟金句大使背
誦金句，看誰最快而準。

 宗教週壓軸活動     
「聖經樂中尋」問答比賽

「悅」讀．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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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情、中國心
「百年辛亥」武漢四天考察團

    2011 年10 月19 至 22 日，梁校長及
五位老師帶領36 位六年級的「國民大使」
乘武廣高鐵前往有「江城」及「九省通衢」
之稱的武漢，展開為期四天的「百年辛亥」
武漢四天考察團。由於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
週年，故今次交流團特以「百年辛亥」為主
題，讓學生從交流考察中認識更多與辛亥革
命有關的歷史。在這四天的考察行程中，大
家也體驗了武漢的歷史文化、經濟、民生、
教育等發展，真是大開眼界，進一步加強他
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第一天行程

乘搭武廣高鐵前往武漢

和諧號

我們參觀紀念堂內
可容納3000多人
的演講廳

同學們用心聆聽中山
紀念堂的歷史

第一頓午餐

廣州中山紀念堂

出發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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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行程 辛亥革命博物館、辛亥革命紀念館(紅樓) 及首義園

黃鶴樓

在辛亥革命博物館前大合照

同學們在館內用心地聽導遊的講解

參觀辛亥革命紀念館(紅樓)和首義園，加深
同學們對武昌起義這段歷史事件的認識。

黃鶴樓是武漢的名勝，從樓頂更可飽覽武
漢風光!

同學們吃得津津有味

有幸可以看到
夜景！真美！

同學們認真地訪問當地的
市民，調查他們最愛吃的
小吃是什麼。

戶部巷小吃街-地道午膳及街頭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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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行程 紅領巾寄宿學校交流

學習護旗操

紅領巾小學的同學們列隊歡迎我們到來，我們都興奮極了。

課堂體驗

武漢科技館

兩位校長互相交換紀念品

同學們用心地教授紅領巾
小學的同學製作水火箭

離別在即，同學們跟小伙伴都顯得依依不捨。

這裡有很多先進的科學設備， 同學們興高采烈地嘗試各種玩意。

經過同學們的一番努力後， 水
火箭終於大功告成，準備發射。



同學們都很投入地
尋找香港和武漢兩
地地鐵的異同

第四天行程 告別武漢之旅

江漢路步行街

國民教育中心日營
    2012 年 3 月 20 日，五年級的國民大使參加國民教育中心日營
活動。透過由專業及有豐富經驗的導師帶領的歷奇活動、國情講座、
步操及唱國歌等，除讓各國民大使有系統地學習中國文化知識外，更
學會關心國家和社會時事，並加強與同學間的溝通和合作。

地鐵體驗

四天旅程完滿結束，大家都滿載而歸。

步行街裡有很多古典建築，
同學們都大開眼界！

同
學心聲

6A 劉宇薇同學
    在今次的考察團中，
我不但學到辛亥革命的歷
史，而且學會怎樣照顧自
己。我很感謝梁校長、老
師們、小童群益會的職員
為我們預備的一切，讓我
們順利及愉快地完成整個
行程。我也十分感謝爸爸
和媽媽對我的支持，他們
給我無比的信心和愛心。

6C 劉心怡同學
    我感謝梁校長，各
位帶隊老師和小童群益
會的工作人員，他們不
但為我們安排了豐富的
行程，更讓我們吃得
飽、住得舒服。我更加
要感謝爸爸和媽媽讓我
參加交流團！這次的交
流團，令我學會了很
多，成為美好的回憶！
我也希望學校每年都會
舉辦交流團，讓同學們
有機會更了解祖國！

表現傑出的同學獲得導師們的表揚

大合照時間！
積極地參與小組活動

加強與同學間合作的活動

努力地找尋有
關國情的資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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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跨科目活動以「中華藝穗」為主題，藉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及精
彩熱鬧的嘉年華會，讓學生接觸博大精深的中華藝術文化，從而提升他們對
祖國的認同和歸屬感。

跨科目活動—中華藝穗樂繽紛

元宵花燈製作元宵花燈製作

「對稱摺叠法」剪紙「對稱摺叠法」剪紙
泥塑製作泥塑製作

古代童年玩意古代童年玩意

看我們用心製作的花燈多精美！

一對小巧手，塑造出可愛的泥娃娃。

摺一摺，剪一剪，一個立體春節小吊飾便完成了。

抓沙包 玩陀螺



    是次嘉年華會由五年級同學主持，為增加同學的投入感，特設「最佳主持
隊伍」及「最受歡迎攤位」選舉。主持同學表現積極投入，深得老師和同學的
欣賞，參與的同學們均能樂在其中，大大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嘉年華會

看同學聚精會神地玩攤位遊戲，好不熱鬧！

齊來認
識中國

各省名
稱

最佳主持隊伍

最受歡迎攤位

研究如何設計攤位遊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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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多樣化－傳統與創新

藝術家駐校計劃：皮影戲偶工作坊

《以沙說故事》沙畫
藝術學校巡迴計劃

沙畫表演
教師工作坊



6A 林 心
    在復活節期間，我參加了由香
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創意藝術工作
坊，讓我更瞭解和接近藝術。在面
具製作的活動中，我學會了如何用
面具演繹角色性格和製作人物表情；
上舞蹈課時，老師教導我們如何數拍

子和善用空間；我們更在 “相機課” 製
造了最原始的「黑盒」相機。
    我從活動中學到藝術是沒有限制的，藝術
是一種表達感覺、感受的途徑，讓藝術飛揚！

第十二屆運動遊戲日

6A 劉宇薇
    當選校園藝術大使後，我參加了
一個創意藝術工作坊。活動中，我們
要一起畫圓圈畫。導師告訴我們每個
圓圈畫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分漂亮
和不漂亮，只要大家一起創作後感到開
心便行了！第二個活動是話劇課，我們要
學習用一個人名來講述一個故事。我選用了
我的名字—「劉宇薇」，上台表演也算是不錯。參加
了這個創意藝術工作坊，讓我認識到藝術有很多種形
式，不只是繪畫、彈琴、跳舞……我要感謝學校推薦
我成為校園藝術大使，讓我能參加這些別具意義的活
動，令我獲益良多！

6D 麥 嵐
    去年十月幸得梁校長推薦
成為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令
我可以參加不同的活動，更可
以結交有不同藝術天份的新朋
友，互相交流，實在獲益良多。
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在復活節假期
中參加的創意藝術工作坊。
    我十分感謝學校對我在藝術方面的肯定。
我期望在往後的日子裏，繼續努力自己醉心的
藝術項目—舞蹈，獲取更多的認同和獎項，為
母校增光。

6C 勞穎彤
  我非常榮幸能夠被
學校推薦成為校園藝術大
使，透過參加不同的活動加強

對藝術的認識，並於校內向同學
們推廣藝術。早前，我參加了一個工
作坊，內容包括舞蹈、戲劇和面具製
作，還看了一場精彩的木偶劇，加深
了我對木偶方面的認識。

校園藝術大使感想

21精彩的啦啦隊比賽為我們增添不少熱鬧氣氛！

感謝教育局
港島東區高級學
校發展主任湛家聲
先生蒞臨為我們
擔任主禮嘉賓

跑、跳、擲，北衞同學樣樣精！

3-4-2012

二百多位同學在運動場上表演北
衞操，為運動遊戲日揭開序幕。

緊張的師生家長校友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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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北區第一四五三旅幼童軍團

戶外參觀︰消防局

最佳幼童軍6A楊愷瑩

PACK,ALERT! 第
九屆宣誓及獎章頒
發儀式正式開始!

遠足之旅︰龍脊

群體活動︰營火會

傷健共融︰黑暗中的對話

技能訓練︰繽紛燒烤樂

終點在望，加油﹗
成功登峰，YEAH!

旅程圓滿結束﹗

任務完成，我們都是燒烤高手呢! 

齊來為話劇表演
裝扮一番! 

大家圍在一起唱歌，氣氛很好呢！

體會失明人士的世界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體驗活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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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纍纍

公益活動日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

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共籌款58900元，獲頒銀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共籌款50084元，獲頒銀獎。
東區中小學堆沙大賽獲冠軍及6C黃清楊獲最佳解說員獎，
小學組6A陳希晴、6C蔡哲浠獲頒傑出團員，將參加新加坡
及馬來西亞交流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郊野公園活動

公益少年團

國民大使 小女童軍

幼童軍

健康生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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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班 Saturday
English
Programmes

歌詠團上、下午校低年級歌詠團 上、下午校高年級歌詠團

大提琴班

小提琴班

 木笛隊

手鈴班 長笛班

弦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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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興趣小組

普通話興趣班

圍棋班

書法班

視藝小組

跆拳道班

機械人工程師小組

數學思維探究班

羽毛球訓練班乒乓球訓練班

繪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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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就

第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2「流金歲月」閱讀周

上午校英詩集誦隊獲低年級組冠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優勝同學

英詩獨誦優勝同學 中詩獨誦優勝同學

第18屆聖經朗誦節廣東話組
獨誦優勝同學

2011-12全港小學生
英文寫作大賽
5A 游令家 優異獎 全港第二屆暑假朗誦

大賽  詩歌獨誦
5B 黃翠兒  亞軍

宗教詩詞獨誦 
5A 劉悅呈  季軍

2011「中國盃」兒童
朗誦節  詩歌中級組 
4B 簡暐軒 亞軍

東區學校故事演講比賽
優勝同學 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5A 劉以樂  冠軍
  游令家  亞軍
5B 黃翠兒  優異

書籤設計比賽
5C 張衍晴  冠軍
4A 劉天欣  亞軍
  蔣仁仁  優異
5A  羅恩寧  優異



第48屆學校舞蹈節

第6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2「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5A 羅朗希  狀元獎
   傅元灝  二等獎 

2012省港數學技能大賽奧林匹克數學

3A 吳思齊  一等獎 3C 朱朗天  一等獎

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東區)
團體銀獎
6A 劉宇薇  馮俊熙  陳歷釋

2012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5C 黃樂恩  5A 傅元灝  金獎
5A 羅朗希  銀獎
1C 梁詠軒  銅獎

上、下午校中國舞校隊同獲小學高年級
中國舞  甲等獎

鋼琴比賽優勝同學

小提琴比賽優勝同學

第四屆全港學生
公開音樂比賽
5A 容朗  冠軍

第四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2D 陳颽楠  季軍

第七屆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鋼琴比賽
左起 2D 陳颽楠  金獎
     5A 羅朗希  銀獎     
     2A 羅朗均  銅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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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數理常識
挑戰計劃

第二屆全港小學科學精英挑戰賽

2011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跨越六十載」國家歷史及
國民教育常識問答比賽

第九屆科技創意比賽全港
小學「生命之源」大賽

5C 張衍晴
「我的未來交通工具」繪畫比賽冠軍
「向老師致敬2011」繪畫比賽優異獎
「第七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優異獎

5A 羅恩寧
「賀歲送暖」填色比賽冠軍
第46屆工展會「兒童繪畫比賽」亞軍

4A陳舒茗
「繽FUN味美紙扇設計」比賽

冠軍

3B黎思雋
「2012年運動會」繪畫比賽亞軍

「2012機械人程式設計」大賽獲全場總冠軍

6D 王日朗
6D 王瀚熙
6C 伍樂仁

5A 譚言基  冠軍

本校同學獲鐵人賽季軍

本校校隊獲季軍

5A 周朗軒
  吳摯軒
  羅朗希
4A 溫  傑
  二等獎個人冠軍及校內成績優秀獎

5A 容 朗



2011-12 年度學界體育
聯會港島東區小學比賽

3B 游昊晴
中銀香港55屆體育節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冠軍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2011冠軍
2011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冠軍
第三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拉丁舞五項全能 冠軍

校際比賽
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亞軍
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殿軍
乒乓球比賽  男子乙組優異獎

6B 黃誠也
屈臣氏香港優秀運動員
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男子少年組300米/500米/3000米亞軍

6B 吳思穎
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女子少年組  10000米亞軍

6C 譚君禧
屈臣氏香港優秀運動員
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男子反曲弓冠軍
港島童軍射箭比賽反曲弓亞軍

6D 麥 嵐
第三屆超新星舞蹈公開比賽  (10-12歲)  個人冠軍
30th CSTD Perth Theatrical Festival 2011
    National Solo  2nd Prize
    Demi-Character Solo  2nd Prize
第三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專業初級組  金獎
第39屆全港公開舞蹈錦標賽中國舞少年組 銅獎

田徑比賽
左起︰
4C 李婉瑩 女丙跳遠  殿軍
5B 湯皓弘 男乙60米  亞軍
6B 陳約希 男甲60米  季軍

游泳比賽
左起︰
5B 湯皓弘 50米蝶泳  季軍
6C 梁倬嘉 100米蛙泳  冠軍
  50米蛙泳  亞軍
6A 陳奕希 100米自由泳 冠軍
  100米蛙泳  季軍
6C 周焯謙 100米蛙泳  冠軍

4A 劉天欣
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冠軍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亞軍

全港技巧體操比賽
左起︰
4C 謝采妍  混合雙人項目  冠軍
3D 謝君翱  男子四人項目  亞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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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儀老師
    自從來到北角衛理
小學後，親友問我這學
校是怎樣的，我都會立
即想起學生們有禮貌地跟

老師打招呼、愉快地跟同學
談 天 玩 樂的情境。這就是衛理小學給我的印
象——質樸、歡樂。
    今年有幸加入學校這大家庭，擔任3D班的
班主任，又任教中文、常識及宗教科，實在為我
帶來了不少深刻的片段，當中不乏同學們上課時
專注、投入的樣子，和他們遇上疑惑時，樂意受
教的態度。還記得學校旅行日當天，同學們亳不
吝嗇地把自己帶來的竹蜻蜓、羽毛球等借給其他
同學玩，更邀請我一同玩；竹蜻蜓墜地了，羽毛
球落空了，同學們仍是帶着笑臉輪流着來玩。
    成長，除了要追求學術知識外，與人建立和
諧的關係，也是一環重要的學問。我希望在這
裏，既能與同學們一同探索不同的知識，又能幫
助同學們愉快地成長。

李妙珊老師
    大家好，我
是今年新加入北
角衛理小學的李
妙珊老師。我很高
興能夠成為2D班的
班主任，我主要任教中
文、常識和視覺藝術。
    學校的生活十分精彩，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學生們在上課時的參與和投入，帶給我
很大的滿足感。還記得有一次上中文課，我
請同學們分組扮演課文中不同的情境，他們
熱心地分配角色，還興高采烈地研究怎樣才
能做到最好。他們努力地排練，即使是扮演
一棵樹，亦都非常認真地把樹的姿態演繹出
來，使我十分感動和欣慰。
    上視藝課也是難得的經驗，當我看到同
學們在原來空白的畫紙上繪出一幅幅美麗的
圖畫，那種前所未有的成功感成了我要為學
生付出更多的動力。
    我十分感激在這裏能夠遇到一班熱心教
育的好老師和用心學習的學生，我也很感謝
用心教導我的校長，我會和大家一起繼續努
力。

王素珊老師
    大家好！
我是王素珊老
師，主要教授數
學科和音樂科。
我喜愛聽音樂、打
籃球、推理和旅遊，
亦很喜歡這經文：「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22:6）
    感謝天父帶領我來到北角衛理小學
這個大家庭，很開心看到這裏每個學生
都是開開心心上學去的。作為老師，亦
為一位引導者，我相信每個小孩子都有
他們獨特的一面，希望能夠幫助學生擴
闊視野，有耐性去聆聽與關懷學生，扶
持他們，讓他們發揮所長，成就個人的
將來並實現心中的理想。
　　盼望能與大家一起見証及經歷小孩
子的成長路。

鄭嘉兒老師
    「給小孩愛和分享，給小
孩家和翅膀，就算很平凡但至
少很善良；這世界一定會變得
更天堂。」這歌詞來自台灣流行
歌曲《給小孩》，正正道出了我對
教育的看法。今天我們給小孩甚麼，他們明日就會
為社會帶來甚麼。我十分感恩能參與教育小孩這份
充滿意義的工作。
    感謝神的帶領，讓我來到北角衛理小學這個充
滿愛的校園。在這一年，我很高興看到孩子的成
長，見證他們學習到學科的知識，待人接物的應有
態度等等。我很幸運能當2A班的班主任，他們是一
班善良友愛的孩子。還記得聖誕的時候，一群小朋
友自發成立了「賀卡公司」，分工合作為老師們及
全班同學畫聖誕卡！現在想起，我還會會心微笑。
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人真善美的美好本質。我盼望
將來繼續在這裡和孩子們共同成長，經歷主愛。

新老師介紹



校友會

 

比賽開始前，先來一張大合照。

優勝者與梁校長及眾校友合照

乒乓球賽戰況激烈

七月十日乃校友重聚日，百多位校友出席並選出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及校友校董。

校友會第三屆常務委員
主  席︰羅建邦
副主席︰霍文健
秘  書︰洪善丰
司  庫︰李雅音
會  籍︰王銀瑜
聯  誼︰梁樂行
  錢曉容
  蘇永權
委  員︰陳德昌牧師 簡牧師及梁校長與第三屆常務委員合照

第三屆校友會主席及校友
校董羅建邦先生與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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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
年七月九日，

本校

舉行了第二屆
的校友會乒乓

球

賽，當天共有
三十多位校友

參

加，賽事緊張
激烈，在總決

賽

時，觀眾更不
時為參賽者吶

喊助

威！最後，由
校友傅恩濤及楊舒

詠分別於男子
組及女子組比

賽中

脫穎而出，贏得
冠軍。



    文憑試在即，我終於感受到這成人禮背後
的沈重。
    十七歲這年，高中畢業前夕的我再次站在
人生中的另一個關口，是許多的惆悵、疲憊、
期待，也是更多的懷念。在過去的日子裡，於
白蘭樹下、紅磚牆前跟摯友們一邊為未知的前
路奮鬥，一邊享受揮霍青春的權利。我慶幸自
己能抓緊這份愉悅，卻時常回想小時候在北衞
的點滴。沒有那些年，便不會成就今天的我，
這個十七歲的人。
    能夠從弟弟的分享中重溫校園生活，彷彿
翻開了回憶，遇見了那時候的自己。懷念那時

候背着龜背書包的我們，兒時淘氣的惡作劇和
稚氣的煩惱，都成了今天讓我卸下勞累，會心
微笑的原因。
    十七歲這年，熱血的青春漸行漸遠，但過
去的童趣，從未遠離。偶爾遇到穿着北衞校服
的孩子，我好像看到了自己，心中有無限的祝
福，願她對北衞珍之、重之。
    感激母校的教誨，感激六年的回憶。

吳嘉穎
(第46屆畢業生)

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六級

校友來鴻

顧問：校監簡祺標牧師　梁麗麗校長
委員：呂貴芬老師　李展豪老師　梁蕙楨老師 張雅雯老師　邱詠文老師
   邱秀文老師 鄭嘉兒老師 黃靜儀老師32

只要肯做，一定進步

    數月前，我在收拾房間時找回一篇小學五年級的中文寫作《我的五年計劃》。五年
前充滿稚氣的我寫下那篇「天真之作」，其中沒有許多修飾，只是直如其說寫到希望自
己一年後能升讀一間好中學，五年後能成為一個十項全能的好學生。
    小學畢業後，我果真能升上一間自己心儀的中學，當下欣喜的心情，實難以言喻。
話雖如此，升上中一後，我卻對新環境感到難以適應，學業成績一落千丈；在田徑場、
體操場上亦不如意。當時我心灰意冷，感到自己前路茫茫；但想到小學時各位老師對自
己悉心栽培，及自己亦曾努力，實在不忍放棄自己。當時我心想：昔日志氣沖天的梁沛怡

到哪裏去了？難道我甘心讓自己如此潦倒下去嗎？就是這份由小學「成長的天空」中學回來
的逆境自強思維，將我從低谷中拉起。
    皇天不負有心人，憑着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學業成績總算有起色，而在田徑、體操上亦得到不
俗的成績，之前的血汗、淚水，總算沒有白費。現在的我當然仍要努力讀書，虛心學習。我深信只
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必定能更進一步。

梁沛怡
(第48屆畢業生)

中國婦女會中學中四級
2011港島十大傑出學生(初中組)

    離開母校十多年，每當看到穿着北衞校
服的學弟學妹時，我心裏都會很興奮，畢竟
自己也曾穿過六年，倍感親切。還記得昔日
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導、同學們孜孜不倦的
學習和愉快投入的嬉戲，都使我不禁回味。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身在天津攻讀
中醫學學位了。現在每天都在診室裏過着既
忙碌緊湊，又精彩充實的實習生活，每當看
到病人慢慢地好過來，形氣恢復，心裏都倍
感安慰。從前寫「我的志願」時總沒想到自
己將來真的要當醫生，就只是兒戲地寫下幾
句。或許是神在我們身邊，一直不離不棄的
指引我們每個人的路，就如母校對我的支持

和栽培，在學習上讓我打好根基；在心靈上
讓我懷着「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的精神，一直踏上我的路，做一個有聰
明智慧、抱有仁愛之心的醫者，無懼挑戰，
希望他日能緩解病人之苦，以報家人和母校
對我的期望。謹祝願母校無休止地作育英
才、春風化雨﹔祝願學弟學妹身體健康、學
業進步！

練詠嫻
(第39屆畢業生)

現就讀天津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三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