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角衞理小學
家長教師會

承蒙大家厚愛，接棒成為第二十二屆的家教會主席，心
情既戰兢又興奮。慶幸有一班熱誠及認真盡責的老師，
在黃侶詩校長的帶領下和各懷專長的委員及家長義工一
同努力，為我們的下一代謀福祉！

我花了一個晚上，安坐下來翻看北衞家教會過去廿一年
的歷史，無數的名字和照片雖然不能一一記下，
但能印在腦海的卻是一眾家長、老師及校長默默耕耘的
愛心！今年的家教會仍不忘初衷，繼續致力於成為家長
及校方的溝通橋樑，矢志服務大家，默默耕耘，與家長
義工並肩努力為我們的子女成為最大的受惠者，活潑成
長，在學校這大家庭裡邁向全人發展！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看見女兒母校的整個遷校過程，見證
神怎樣保守各項的籌款工程和大小活動，穿針引線，使
大家像一家人一樣，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正所謂「前
人種樹，後人遮蔭」。原來我們的「前人」已經為此禱
告和籌備了廿年呢！神在今年賜下現址成為新的校舍，
終於成為一所全日制的學校一定有祂的美意！但有
一事仍叫我掛心，需要學習信心交託！眼見校園各處如
課室、禮堂、操場和共管路的公園出入口等大致上已經
完成，實在感恩！可是尚未完備，每一層的圖書角，常
識、英語王國設施，校門入口簷蓬等，我們仍缺乏資金
去完備上述各項工程。在未來半年北衞家十分需要大家
為「家事」盡心竭力，憑信心擺上，學效「前人」的榜
樣，讓我們的子女在一個完備的校園𥚃成長學習。

最後，特別記念今年面對升中的同學們！多謝你們默默
承受過去一年因校舍搬遷而帶來的影響，預祝大家考試
馬到功成，升到心儀的中學！也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家
平安，以馬內利！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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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合照

2018-2019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黎紹忠先生(左四)及趙頴珊女士(右三)與黃校長合照

校監曾立基先生、黃侶詩校長

嘉建基先生

潘步成老師

岳文思老師  陳懿德女士

梁蕙楨老師  黃啟華先生

黃美玲老師  趙頴珊女士

陳婉玲老師  黎紹忠先生

鄭宜穎老師  黃國強先生

李湛雄老師  葉毅寧先生

何秋文老師  蘇慧敏女士

當然顧問︰

主席：

副主席：

書記：

司庫：

康樂 / 聯誼：

會籍：

會訊：

總務：

第二十二屆家教會常務委員名單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2018-2019年度)第二十二屆   常務委員介紹

康樂及聯誼  趙頴珊女士

大家好! 我是3B班主任黃美玲老師，
今年繼續擔任康樂一職，希望能舉
辦不同的活動，連繫家長與學校。
盼望家教會各委員繼續攜手合作，
緊密溝通，讓學生定能在愛與關懷
中快樂成長。

大家好！我是3C班李凱嵐媽咪，
今年在北衞PTA已是第三個年頭！
我很慶幸可以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
份子，和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及非
常愛學生的老師校長一起合作！   適
逢今年轉新校舍，也帶來很多新改
變和機會。希望藉此可以給大家更
多活動，和我們的孩子一起成長！

康樂及聯誼  黃美玲老師

大家好，我，黎紹忠，是小四C班卓翹爸爸。
這一屆，有幸成為家教會的委員，負責康樂。從孩子由
幼稚園到小學，我都參與家教會活動，希望多點時間跟
孩子一起成長。
卓翹從少就跟哥哥卓曦一起，學習單輪車及花式單車。
從他們身上，我學到「成功的關鍵」，不在於《贏在起
跑線》，而在於堅持到底，及如何從失敗中學習。其實
人生每段時間都是起跑線，人生有起有跌。只要我們做
事能堅持，有熱情，有目標，愛身邊人就能成功。正如
聖經上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康樂及聯誼  
黎紹忠先生

大家好！我是1C班的班主任陳婉玲
老師，任教英文及音樂科。今年繼續
擔任家長教師會康樂及聯誼一職，盼
望透過家校合作，讓學生能在美好的
校園環境中，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康樂及聯誼  
陳婉玲老師

「凝聚北衞心，新校証主恩」北衞家長與師生携手經歷
這恩典之路，迎進迦南美地。十月份家長義工們傳承延
展了閱讀文化之旅：同儕伴讀、故事爸媽、Reading 
Mum & Dad把孩子帶到夢想世界；十二月家教會委員一
齣聖誕劇為孩子帶來愛的信息；一月份小六升中模擬面
試，六十多位家長以不同專業為學生擴展眼界視野。一
月二十六日的跨科目STEAM嘉年華和菜姨姨社區閱讀

日，家長們傾力襄助，為優化新校舍籌款再施展渾身解數⋯⋯
 
北衞的家長們與學校有相同的願景，認同愉快學習的理念，更重視品德的培養。環視新校
舍，偌大的禮堂、現代化的STEM教室、音樂室、有蓋操場宗教天地、台上的三角鋼琴、教
員室等都來自不同年代屆別家長們愛校的心意捐贈；已竣工的優化圖書館，連日家長們甚至
請假不上班，在館裏拆箱上架，以汗水心力協助萬多本圖書的歸位⋯⋯
 
 因為老師、學生及家長都視北衞為自己的社群，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與自豪感，校園就自然
而然地成為愉快學習的地方。家長無私的付出不但得到甜美的回報，更近距離了解孩子的學
習發展情況，也與學校並肩同行，成為終身好夥伴，更將結伴迎向未來六十周年呢！

當然顧問   黃侶詩校長 副主席　潘步成老師

大家好！去年十月，我很開心
可以與AI精英同學前往台灣桃
園巨蛋參加機械人比賽，是次
比賽結合陸、海、空與創客四
大領域，聚集來自多國包含美
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
亞、印尼等菁英選手，擴闊了
我們對機械創意的視野，師生
之間留下了 許多珍貴回憶，期
待再有機會參與此機械盛事 !

新一年又開始，感謝大家支持，今年
較特別的是我將最後一年以家長身份
參與在衞小家長教師會的工作。願望
恩主繼續保守帶領衞小未來發展。老
師及委員們靠主得力。衞小家長得著
主的祝福。

會籍  
黃國強先生

大家好！
我是4B班的班主任鄭宜穎老師，任
教英文及音樂科。希望能與家教會委
員共同推行家教會活動，建立良好的
家校合作，使學生能愉快地成長。

會籍  
鄭宜穎老師



司庫　

黃啓華先生

時光飛逝，新學年開始已快到半個
學期，我如常繼續參選家長教師會，
幸運地也入選了並擔任委員「司庫」一
職為大家服務。家校合作總是老生常談
的事，主席帶領着充滿幹勁的委員及
熱心服務的義工家長與學校合作無間，
我們亦抱着無私的精神為同學及家長舉
辦了多姿多采的活動，如親子旅行、聖

誕慶祝會、敬師活動等，讓大家一同參與其中，盡情享受親子的
喜悅。在此，希望在會內能夠比去年付出更多、做得更好!

大家好！我是梁蕙楨老師！在校，我
主要的工作是推動宗教教育、策劃生
命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甚願能藉此
幫助同學學習成為敬神愛人的孩子。
同時，我亦會與外籍英語教師們設計
課程及一起建立豐富的校園英語環
境，以提升同學們的英語能力及信
心。工餘時，我最愛夾Band唱敬拜

讚美詩、跟朋友相聚聊天和一家大小去旅遊呢！期望能藉著
崗位與北衛家長們有更多的合作和溝通！

司庫　

梁蕙楨老師

會訊　
葉毅寧先生

今年是學校遷往新校舍的第一年，全
校師生家長都面對不同的轉變。作為
家長的一份子，我深深感受到校長老
師們默默耕耘的付出。作為PTA的一
份子，心裏常常有一份使命感和責任
感。希望今年能努力做好每份工作和
大家一同迎接新的學習。

大家好！
我是5A班主任李湛雄老師，主要任
教數學及體育。今年繼續在家教會擔
任會訊一職，與家長有效溝通和合
作，讓孩子在愉快的環境中成長。

會訊　
李湛雄老師

書記
陳懿德女士

小兒與我加入北角衛理小學這個
大家庭已有一年，由舊校舍搬到這個
新校舍，除了神既看顧保守，也看到
學校家長上下一心既付出。雖然工作
忙碌，但看到這個團隊努力，亦深深
感受到學校對學生既愛，如「初小家
長班」，希望兒女在學的幾年為學校
盡點力參與家教會，期望這微小的付

出以事奉北衛大家庭。願主繼續看顧我們每一位，最後祝各位
主恩滿載！

大家好！
我是3A班班主任岳文思老師。主要任
教數學、常識及普通話科。今年我有
幸加入家長教師會，並擔任文書一職
。盼望往後能透過家校合作，共創一
個充滿愛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們在北
衞快樂成長。

書記
岳文思老師

很感恩！神讓我和兒子江銘希 (1B) 一起來到北衛小學這個大家庭。在開學初看到上年度有關闊別舊校的
片段，看到校長、老師、同學及家長們，甚至昔日校友為着搬遷至現在又大又新的校舍，各方的努力及籌備，
看到北衞小學滿有蒙福和神的帶領，讓我作為初來報到的家長心裡萬份感動！

好高興今年能夠成為 PTA 新任委員，盡一點綿力為學校及家長們服務。從新校搬遷，以至課程活動、時
間上的更新，學校、學生及家長仍在努力適應中。作為新任委員的我亦對學校的認識加深，更感到學校
上下為着學生們有更完善的環境盡心的付出。而這份熱誠同時感染家長們願意彼此承擔，彼此互勉，這
份情是多麼難能可貴呢！祝願這份「愛‧北衛家」的心繼續薪火相傳，恩典處處，同時成為我和兒子成
長路上一段的美好回憶！

總務　
蘇慧敏女士

大家好！
我是6B班主任何秋文老師，主要任教數學科和常識科。
很高興今年度擔任家教會的教師總務一職！在北衞這個大家庭裡，希望我們一同經歷
家校協力合作所帶來的美好成果，讓學生有豐富、精彩的校園生活！
希望和家長們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為著我們的學生創設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並
陪著他們成長！

總務　
何秋文老師



每學期定期於星期二舉
行的「故事爸媽」活動，
由家長為同學們演繹一
個個有趣的故事，再進
行多元化的閱後活動。
學生跟家長都樂在其中
呢！

「Reading Mummy & Daddy」逢星期
二進行，家長會以數人一組為同學說
故事，目的在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及
共同領悟閱讀的樂趣。

家長義工團隊

同儕伴讀
「同儕伴讀」安排於逢星期
二、四上課前半小時進行，
家長義工到校協助學生進行
朋輩學習活動，由高年級學
生擔任「小老師」，協助低
年級同學閱讀文章，提升他
們的認字及閱讀能力。

Reading Mummy 
& Daddy

故事爸媽



家教會本年度活動簡介

本年度起逢星期一上午7:30-7:45舉行家長祈禱會，透過敬
拜讚美、詩歌、經文誦讀、禱告代求互相守望祝禱，建立
上帝屬靈的家。歡迎家長出席。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4月

6月

6月

日期 活動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講座:「能放能收的管教-建立孩子的品格」
（主講嘉賓：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總幹事朱牧華先生）                           

親子冒險體驗教育講座：
《親子出走，到大自然教室去!》，誠邀天使家庭中心創辦人
Marco Sir（黃鎮昌先生）主講

聖誕慶祝會暨聖誕便服日：家長表演

跨科目社區日

親子旅行日

運動遊戲日步行籌款

敬師日

家長義工綜藝日

2018-2019年度
家長教師會
活動一覽

家長加油站祈禱會

菜姨姨教授義工家長說故事及帶領活
動的技巧，有助義工家長參與週二
Reading Mummy & Daddy、故事爸媽
組及同儕伴讀計劃的活動。

菜姨姨家長義工培訓講座

家教會本年度建立聯絡群組，於各班選出班代表聯絡人。
家教會成員主要透過聯絡群組向班代表發放信息，再由班
代表通知各位家長。願家教會和各家長能使用此群組進行
有效通訊。

班代表聯絡群組

本校特邀請天使家庭中心創辦人Marco 
Sir（黃鎮昌先生）主講，主題為《親
子出走，到大自然教室去! 》，讓家長
了解孩子如何在戶外環境下學會獨
立、勇敢、自主，爸爸亦可學習帶著
孩子出走，且媽媽學懂如何配合，讓
家長在家庭育孩的特質發揮出來。

親子冒險體驗教育講座



十二月二十日為本年度的聖誕慶祝會，當日家教會委員積極參與，為同學們演出了一個聖誕話劇 ─
「Time Machine to Bethlehem」，話劇講述同學借助時光機回到耶穌出生的地方伯利恆的經歷，表演為大家
帶來歡樂之餘，也提醒我們將愛與有需要的人分享。當天還加上同學們精彩的表演，熱烈的掌聲此起彼落。

在Facebook網頁成立此平台，開放給在本校就讀小一至小六學生的家長，鼓勵學生及家長在物資、學習資源上的分享、轉贈，
並藉此教導孩童從少願意去分享、善用一切從上而來的資源、減少浪費、愛護環境，讓北衞愉快學習和關愛的氣氛，傳承下去。

另外，感謝家教會委員協助測試及整理此平台，並訂立細則供家長參考。

北衞•愛傳承

聖誕慶祝會暨聖誕便服日



視藝、音樂、體育科獲獎學生中文、英文、數學科獲獎學生

2017-18年度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在畢業禮進行頒獎，以下是獲獎名單

中文 6A 殷子軒 6C 吳心瑜

英文 6A 蔡曦慧 6C 孔慶琛

數學 6A 黃卓希 6C 朱朗日

視藝 6A 林 喆 6C 黎彥妮

音樂 6A 黃君齊 6C 孟泳琳

體育 6A 鄺恩樂 6D 鄧穎琳

孩子
們在
表演
環節
中各
展所
長，

以答謝
一眾家

長義工

二零一八年七月七日
是次家長義工綜藝日，以一首家長義工們創作的歌曲開場，家長和教師一起合唱，場

面十分溫馨。此外，感謝師生家長的構思和創意，安排一系列的綜合表演節目，十分精彩。

最後由 60 人詩班齊唱 Look at the World 作為謝幕，感謝各人對學校活動的熱心參與及

支持。

家長義工綜藝日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7 - 2018年度（第21 屆）
財政簡報 （01/9/2017 ‒31/08/2018）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已成立二十二年，無論是學生、老師或家長，均透過家
教會與學校建立更深厚的情誼。
編輯小組現定下期會訊徵稿主題為:

邀請各位家長就此主題投稿，分享大家的想法。
來稿請電郵至：
lich@npmps.edu.hk會訊編輯小組收，並附作者及子女姓名、就讀班別和家庭照
一張。
會訊編輯小組有決定刊登及修訂內容之權利，另是次會訊版位有限，如未能刊載
內容，有機會上載於學校網頁內。

來稿字數為500字以內，截稿日期為2019年5月6日。

會訊徵稿

「家長投稿站 － 共建新校」

編輯委員：

校監曾立基先生 
黃侶詩校長 
葉毅寧先生  
李湛雄老師

顧問︰
 
委員：

北角百福道2A號
電話：2570 3623     傳真：2510 7285

北角衞理小學

收入

2017-2018會費收入
教育統籌局津貼
便服日捐款
旅行收入
資助運動遊戲日退款
20周年聚餐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支出

印刷費 - 會訊 
教育講座的支出 
聖誕遊藝會 / 禮物 
資助運動遊戲日 
便服日捐款交付學校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旅行日的支出 
資助學校「每日一篇」網上閱讀計劃 
獎學金 / 獎品 
家教會活動 / 例會 
郵費、文具、印刷及雜項 
閱讀家長義工分享會 
PTA 故事爸媽物資 
《書伴我行》社區閱讀發展項目
20周年聚餐支出 
敬師活動 
其他支出 

本年度收支盈餘
年初結餘 
年終結餘 

HK$

 53,500.00 
 15,372.00 

-   
 110,085.00 

-   
 28,282.93 

-   
 210.00 

203,242.77

HK$

 5,495.00 
-   

 16,800.00 
-   
-   

 300.00 
 110,145.00 
 7,000.00 
 4,800.00 
 12,222.00 
 2,015.80 

-   
 253.10 

-   
-   

 2,890.40 
 200.00 

 162,121.30 

 45,328.63 
 85,242.12 
 130,570.75 

總收入

支出總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