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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
主席的話

第二十四屆家教會常務委員名單

當然顧問: 校監曾立基先生 、黃侶詩校長

主席:  嘉建基先生

副主席: 劉俊謙老師

書記:  吳嘉媛老師    黃啟華先生  

司庫:  呂慧娟老師    黎紹忠先生

康樂:  林蕙心老師    陸穎儀女仕 

聯誼:  張淑芬老師    蘇慧敏女仕

會籍:  關    婧老師    賴迪欣女仕

會訊:  樊芷欣老師    莊琼蓮女仕

總務:  郭善婷老師    趙頴珊女仕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主內平安！
我是今屆家教會主席，在家教會裏服侍轉眼
已第四個年頭。你未必認識我，但你們的兒女
大慨認得我的聲音。我是《夢工場》這首歌的創作
人，這歌是特別為北衞60周年校慶劇而寫的。歌詞大
概論述一個小朋友尋找夢想的心路歷程。期望藉這首
歌祝福北衞學生在這個「夢工場」裏能夠發發發發—
—發掘夢想，發現夢想， 發展夢想，期待將來發揮出
來，造福社會。

北角衞理小學是一間蒙福的學校，有上帝的真理和愛
在其中！我們有做事盡心竭力、一絲不苟的校長，又
有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的老師團隊和一班不計勞苦的
家長義工常常為着北衞小朋友謀福祉！每一次想到這
裏便不禁住地感謝神！

在疫情的陰霾下，彷彿今年家教會的活動沒有往年的
多姿多彩，其實並不盡然！我們一班委員和家長義工
們默默耕耘，在可行的情況下籌備了不同大小的工作：
有小六升中模擬面試、有小五小六升中線上分享會、
又有聖誕聯歡會話劇、也有為故事家長義工們舉行的
培訓班等等！密鑼緊鼓，忙過不停...

在新常態下，喜見老師和學生們一同努力着適應新的
教學方法和節奏。 我們家長們也努力地拆毀舊有的學
習思維迎接這個變化多端的新時代！縱然轉變會令人
不舒服，離開安舒區也讓人有十萬個不願意！但你們
並不孤單！我們都在這一條學習的路上奔跑着！讓我
們一起與學校攜手迎接新常態！讓我們彼此互相勉勵！

但願我們能帶領我們的兒女帶着盼望，以信心、正能
量、積極的態度面對急劇多變的日子！知識重要！成
績也重要！但比起生命之道就算不得什麼！讓我們帶
領下一代一起為「生命」這個大課題反思！但願藏在
基督耶穌裏的真知識和真平安豐豐富富充滿我們！

願你們凡事興盛，身體壯健！懷喜樂的心迎接每一天！

4C 嘉貝莉爸爸
嘉建基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2020 - 2021)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介紹

當然顧問       黄侶詩校長

2020年，因一場世紀疫情，全球數以億計學童不能回校上課。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老師和家長夥伴同行，
憑着無比的勇氣和智慧，克服種種教學和關顧孩子成長的挑戰。

這牽連全球文化、道德、經濟⋯⋯的新常態，也影響着教育必然面對傳統教學、自覺學習、校園生活三者並
存的新局面。我們亦深切體會少年人疫下教養的影響性。孩子無法如常上學，他們的學習和照顧責任也多落
在家長身上，家長缺少了喘息空間，導致親子相處的張力。

但這一年──學校以混合學習模式擁抱教育新常態：正向的班級經營、網上的活力教室、解難教室、抗疫片、
網上典禮崇拜、劇場、陽光教室⋯⋯

家校合作，彼此支持。疫情嚴峻，加強防疫，家教會送上圖書消毒機，繼續維持「安全」閱讀；網上升中家
長祈禱會，校友家長向過百位五、六年級家長「線上傳情」，無比激勵；馬賽克壁畫齊心創作揭開六十年時
光寶盒，見証上帝恩領，衝破險阻障礙；一個沒有聖誕老人，但更温馨有愛的「聖誕崇拜」，家長委員全程
協助製作，親自粉墨登場，以「時光寶盒之角落生物」獻呈向全體宣告──

「只要北衞繼續謹守耶穌的話，相信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上帝一定會祝福我們。」

感謝上帝，賜給我們一群愛孩子愛學校、擁有同一願景和信念的家長夥伴。無論歷屆家教會委員，至新一屆
接換交替，上帝對北衞的慈愛信實無變。在艱難黑暗的時代中，每位參與者就是一顆星星，集聚成更亮的星
光，令我們能得着遠象，知道彼此需要做甚麼；天父堅固我們的心靈，無論事情有多難，仍使我們可以携手
並肩處理，並在旅程中與我們同在同行，讓我們一起成長。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2020 - 2021)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介紹

書記      黃啟華先生                                    (5C 黃愷杰)    

本年我能夠再度參選及
加入家長教師會為家校
服務，感到十分高興!雖
然受到疫情的影響，家
長教師會的會務不但沒
有因此而停頓，反而大
家更努力緊守崗位、各
施其職，共同合作為大
家服務。這真令人萬分
感恩! 最後不得不提，本年學校亦舉行60周年校慶，
好讓大家見證這個重要而難忘的時刻，同時也讓大
家藉此回味過去的校園生活。

書記      吳嘉媛老師         

                                                大家好，我是1D班主任吳
                                                嘉媛老師，主要任教英文
                                                和常識科。今年第一年擔
                                                任家教會文書一識。希望
                                                能透過家校緊密的合作， 
                                                陪伴學生成長，令他們的
                                               小學生涯留下美好的回憶。

司庫      黎紹忠先生                                    (6C 黎卓翹)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不知不覺已陪伴着兩個孩
子渡過他們十二年的小學
生活，每年都會陪着孩子
參與學校旅行及運動會等。
當中留下不少美好回憶。
然而，最幸運是能見證新
舊校舍交替，而新校舍能
讓孩子更多舒展的空間。

還有最感恩的就是每位老
師都充滿熱誠和關愛，讓
每一個小朋友都能在愛裏學習及成長。

今年將會是我最後一年為北衞服務，卓翹將會今年九
月升讀中一，希望他將來能學有所成，對社會有所貢
獻，成為一個善良而勤力的人；也希望今天他能以畢
業於北衞為榮，將來北衞能以卓翹為榮。

司庫      呂慧娟老師         

各位好!我是呂慧娟老師，
是今年家教會的司庫。對
我來說，擔任司庫是一項
新的挑戰，我會用心學習，
希望能儘快學懂有關的知
識，略盡綿力發揮所長，
使家教會運作得更暢順，
加強家校的凝聚力，讓學
生在家校合作的美好的環
境中，愉快地渡過學校生
活。
 

大家好，我是劉俊謙老師。每年家教會也會為不同需
要的家長籌備各式各樣的活動，希望各會員在家校合
作以及親子關係上也能有所卑益。很高興本年度我也
能參與其中，能於家教會事務上盡一分力，希望能在
之後的活動遇到大家。

副主席     劉俊謙老師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2020 - 2021)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介紹

聯誼      蘇慧敏女仕                                     (3B 江銘希)    聯誼      張淑芬老師                                     

大家好，我是3B 江銘希媽
媽。大家都稱呼我「Soso」！
今年慶幸能再為家教會服務，
回想 兩年前加入家教會時，
我與兒子一起認識這所「新
小學」、「新校舍」，並一
起在這個滿有愛的「北衞家」
一同成長，真令人份外回味。

在疫情下，校長、老師們、
家長和同學們都經歷了不一
樣的學年。大家一同學習和
適應新的教學模式。同學亦因此更珍惜面授上課的
機會，珍惜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珍惜看到口罩下的
「真面目」。這一次看似很簡單的事情，原來亦得
來不易！今年最令人難忘的是跟委員們商討如何將
實體話劇變成線上播放、而首次作為小五小六升中
分享會的線上司儀也很富挑戰性。感恩最終各項活
動都能順利完成，家教會的活動亦陸續有來啊！

盼望疫情過後，再次看到同學們帶着燦爛的笑臉上
學，家長在校門外用力揮手跟孩子說「再見」的情
景。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心存感恩喜樂，滿有信心
面對不同挑戰！
 

大家好！我是6D班
張樂珞及5A張一樂
的媽媽，很榮幸能
成為本年度的家教
會委員，為北衞服
務。本人負責康樂，
在過去的短短數月，
因要處理學校的活
動及各項事宜，而
經常與校長、老 師
聯繫，令我對學校加深了認識，更讓我感受到學校
就像家一樣。近日因為疫情，所以各項的活動也受
到影響。但眼見校長，老師仍然一直為小朋友安排
活動，真是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北衞的同學在這疫
情中，也感受到這一份關愛！

康樂      陸穎儀女仕             (5A 張一樂 & 6D 張樂珞)    康樂      林蕙心老師         

大家好！我是4A班的
班主任林蕙心老師，
任教中文及音樂科。
今年繼續在家長教師
會擔任康樂及聯誼一
職，盼望透過家校合
作，與家長們有更多
的合作和溝通，共創
一個充滿愛的學習環
境，讓孩子們在北衞
快樂成長。

                                                       你們好，我是張淑芬
                                                       姑娘，負責本校學生
                                                       輔導的工作。

                                                       感謝主，本年度 讓我
                                                       加入北角衞理小學 家
                                                       教會這個大家庭。學
                                                       校裏有一群既有愛心
                                                       又能幹的教職員，又
有一群熱愛孩子和學校的家長，更少不了我們樂於學
習、敬神愛人的同學們。天父以愛去教導及包圍着我
們，以愛去建立這個大家庭。

。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2020 - 2021)
            第二十四屆常務委員介紹

大家好!我是6C班主任樊芷欣
老師，任教中文和音樂。本
年度加入家教會擔任會訊一
職。希望能與家長們一同攜
手，為小朋友創建更精彩的
校園生活，讓他們能愉快地
成長，為他們締造難忘的小
學生活!

總務      郭善婷老師                                  

會籍     賴迪欣女仕               (2C吳天瑤 & 4D 吳天敏)    

大家好！感恩有機會成為
家教會委員之一，服侍
「北衞」家。我兩個女兒
分別在四年及二年級就讀。
雖然疫情令她們不能上學，
但亦無阻我們一班家教會
的老師及家長的繼績積極
商討本學年一連串的活動。
希望孩子在有限度及安全
情況下享受豐富多姿的學
習生活。我們都帶著信心
及盼望，上帝會保守及祝
福我們。其盼疫情盡快離去，我們又可以帶着孩子
們每天上學，在校園跟校長、老師及家長見面。

會籍       關    婧老師               

我是3A班主任關婧老師，任教
中文、常識及宗教科，今年繼
續在家長教師會擔任會籍一職，
盼望藉着這崗位上的服侍，能
與家長們有更緊密的溝通和連
繫，讓孩子們在北衞有更整全
的支持和成長。

會訊      莊琼蓮女仕                                     (2C 蕭華希)    會訊      樊芷欣老師                                   

感恩再有機會成為家
教會委員之一。過去
一年, 充滿着挑戰； 
不論是外在的疫情, 或
是內在家庭的經歷都
使人乏力。但這亦正
是一個好好的機會教
育孩子，並與他共同
面對, 互相鼓勵及扶
持，一起去經歷神的恩典。願大家常存感恩的心、
內心總能得着平安...

總務      趙頴珊女仕                                   (5B 李凱嵐)    

大家好！我是郭善婷老師，
是6D班主任，任教英文、常
識和電腦科。本年度有幸加
入了家教會擔入總務一職，
繼續為大家提供關於家教會
的最新資訊，更新網頁和協
助出版。希望藉此能夠促進
家校的合作，共同努力，一
一記錄學生美好的回憶。

大家好！ 好感恩今年
可以繼續在家教會和
大家「見面」！  
「見面」在2020年疫
情開始後，就成為一
件遙不可及的事！ 斷
斷續續的停課、縮短
上課時間，令大家都
更珍惜見面的機會。
 校長、老師在這段時間，很快定出不同應變措施，
繼續以Zoom上課；家長和學生也漸漸適應不同的上
課模式；而家教會亦與時代並進，提供不同的線上
線下活動，繼續和大家「見面」，在新常態下，繼
續築起家校合作的橋樑！



 

 
 

家長義工團隊介紹

本校學生家長多年來致力為學生閱讀活動擔任義工工
作，並組成「爸媽樂童行」、「故事爸媽」及「同儕
伴讀」等義工團隊。本學年，各團隊更為應對疫情策
劃不同的應變措施。

「爸媽樂童行」家長義工團隊  
(前周二Reading Mummy and Daddy)
安徒生會導師為家長團隊進行兩天的培訓活動。組成
不同小隊「入班」主持，透過有趣的活動把故事分享
給學生，和向學生傳遞良好品格及素養的訊息。

「故事爸媽」家長義工團隊
安徒生會導師與家長團隊進行培訓。分組輪流以生動
的戲劇形式，為一至三年級同學演繹故事，並跟同學
玩遊戲，延續故事的趣味。

「同儕伴讀」家長義工團隊
「同儕伴讀」義工團隊恆常地到校協助學生進行朋輩
學習活動，希望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習慣。

2020 - 2021 年度升中家長分享會

「20-21升中分享會」
今年首次以網上形式
進行，對象為小五小
六家長，吸引了約
130名家長參與活動。
當日，家教會很榮幸
邀請了五位來自不同
中學的校友家長出席。
並分享其子女在升中
時的不同心路歷程。
這些寶貴的經驗都能
為小五小六的同學和
家長們作為很好的參
考。升中路上，同學
和家長們並不是孤身
作戰，而是有學校、
家教會和校友與大家
結伴同行呢！

聖誕慶祝會短片分享心聲

按照傳統北衞家教會每年聖誕都會「搞搞新意思」，
務求為小朋友帶來歡樂。17-18年度即席遷校在即，我
們便寫出《老鼠也移民》的劇本。18-19年度，我們利
用聖經故事
東方博士朝
見新生王作
題材，寫出
了我們利用
時光機回到
耶穌出生之
年，朝見嬰
孩耶穌的有
趣故事。19-20是北衞60周年校慶的大日子，我們藉着
一個怪盜DX的角色偷取校徽上面「智仁勇」這三個字
而帶出校訓的真意義。今年因為疫症，我們只好接受
挑戰，改為以電腦製作有趣動畫。主題方面，我們以
今年「北衞時光寶盒開封」為主題帶出六十年前建校
的人對北衞的願景。我們藉着寶盒內的聖經、舊相片、
舊報紙並學校門前的奠基石的生鬼對話，帶出極具意
義的勸勉說話。



 

 
 

六十週年活動 - 時光寶盒馬賽克製作

六十週年活動 - 家教會代表參加校舍揭幕禮

六十周年校慶「時光寶盒開啟禮暨馬賽克壁畫製
作工作坊」於十月十六日舉行。當天，林崇智牧
師為我們開啟「時光寶盒」。該寶盒於1959年7月
26日長康街舊校的建校奠基禮上，埋藏在舊校舍
的奠基石下，並保存至今的時間囊。 寶盒內一共
有14件文物，包括當年的聖經、報導本校奠基禮
的報紙、校董會第一份會議紀錄及一些珍貴的照
片等。適逢創校六十周年，學校決定開啟寶盒，
與各位一同分享寶貴的回憶。當日除了開啟時光
寶盒之外，還舉辦了馬賽克壁畫製作工作坊，邀
請了校監、校董、校長、老師、家長、校友和同
學出席，合力製作大型壁畫。整幅壁畫完成後，
將在籃球場旁的小看台展示，以此美化校園環境，
增添校園宗教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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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

顧問 : 校監曾立基先生         黃侶詩校長
委員 : 樊芷欣老師                 莊琼蓮女士                 

收入
 會費收入 60,200.00                   
教育統籌局津貼 25,633.00                   
便服日捐款 51,862.00                   
旅行收入 130,610.00                 
總收入 268,305.00                 

支出
印刷費 - 會訊 3,980.00                     
教育講座的支出 5,000.00                     
講座的支出 5,000.00                     
聖誕節全校禮物(鎖匙圈) 17,600.00                   
便服日捐款交付學校(2019-2020) 51,572.00                   
聖誕便服日學生捐款(2018-19)補 59,852.00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300.00                        
旅行日的支出 145,230.00                 
家教會活動 / 例會/簡介會及小一, 二家長會飲品茶點 995.70                        
郵費、文具、印刷及雜項 778.00                        
PTA年賞 600.00                        
其他支出 210.00                        

291,117.70

本年度盈餘(不敷) (22,812.70)                  
年初結餘(01/09/2019) 200,628.05                   
年終結餘 (12/10/2020) 177,815.35

                   

HK$

HK$

總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