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角衞理小學

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各位家長同學，主內平安！再一次感謝大家的厚愛支持，今年有幸第五年在家教會裏為北

衞同學謀福祉。

今年是家教會成立25週年！一班委員正努力思量一些有趣新穎的慶祝活動，希望下半年能
夠順利舉行。（交稿時正值網課開始）回顧上學期，承蒙各位熱心家長義工鼎力支持及各老師
委員專業的協助，使升中分享會、聖誕聯歡會話劇以及北衞「牧區」嘉年華等等的活動得以順
利舉行。願主親自報答大家！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在同學與同學之間、家長與家長之間最常談到的相信就是「移民」。
深知對於離開或是選擇留下的，大家都是五味雜陳。箇中感受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我深信全能的上帝必保守大家的腳
步。在這裏先祝福已經離開又或將要離開的家庭，求神大大保護你們。深信北衞人，無論往哪裏去，總能為主作鹽作光。
同時也歡迎不少轉校插班生，滿心高興你們加入北衞大家庭。希望家長以及小朋友在轉變中盡快適應，能夠享受多姿多采
的小學校園生活。

常聽見老師說：「每個同學都有屬於他自己的舞台，一旦找着，便能擁有自信，發出耀眼光芒。並且，這份自信能
為他在各方面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呢！」感謝黃侶詩校長和全體老師常常花盡心思，為北衞
同學尋找各式各樣的「舞台」來造就他們。這是我在過去幾年在學校裡所看見的，我女兒在
其中也得益不少呢！衷心盼望每一個北衞人也能找到自己的舞台！

最後，僅以聖經羅馬書15章13節作為互勉：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力大有
盼望。」（羅15:13 ）

主恩常偕！

嘉建基嘉建基
嘉貝莉(5D)、嘉百航(1B)爸爸嘉貝莉(5D)、嘉百航(1B)爸爸

多謝多才多藝多全能的PTA委員、
多謝專業的攝影義工家長。從2017長
康街至2021百福道。北衞PTA聖誕話劇
大回顧：

2017老鼠也移民（告別長康街）
2018北衞時光機の第四個博士

2019怪盜DXの校慶獻呈（智仁勇）
2020角落生物の時光寶盒 
（60周年校慶劇）

2021聖誕Staycationの天國酒店 
（十字架）

感謝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因
為這股強而有力、柔而有暖的支持同
行，與我們並肩走過廿五載歲月。從歷
任主席、委員與義工們無私的付出和守
望，讓北衞校園能在閱讀的土壤、活力
的體藝、生命的培育中紮根建立，並在
平安喜樂中成為上帝保守的聖殿，榮神
益人。

還記得2019校慶獻呈「智仁勇」
短劇：「用生命活出來、勇敢走出去、

用愛心去看這個世界。」感恩北衞家長
們對全人教育、追求豐盛生命理念的信
任和支持，讓學校能堅持一個愉快不催
谷的校園。你們不單欣賞孩子的努力成
果，更明白每個孩子也有他人生的舞
台，讓孩子在多元學習中發揮潛能，像
星星般滿有自信的閃耀。

無論是磅礡的遷校工程、由半日走
向全日的黃金時段創新課程、由全日走
回半日的世紀疫情網上新秩序⋯⋯北
衞與家長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然經歷
許多的担憂、聚散、無力，「打不打
針、怎樣返學、如何評估、追不回的進
度、幾時返回全日制？？？」許多答不
完的問號！然而心靈卻想起聖經中耶
穌母親馬利亞一句堅定而信心的回應：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的救主
為樂。」

昔日耶穌降生不止帶來平安盼望，
也帶來世上的「恐懼」，但天使對在曠
野滿懷懼怕的牧羊人宣告：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2:14）

在充滿宕蕩的歲月，主席嘉建基先
生竟已送上2021-22敬師日的原創歌曲
「⋯⋯無盡奉獻心傾注北衞人⋯⋯唯恩
師結伴以心同行，靜悄悄給我愛護和關
心⋯⋯」太感動真激勵！

就以歌手林欣彤在叱吒頒獎禮的
「金句」轉贈互勉：

「多謝困難，所有飛翔都是逆風而
飛，真正勇敢堅強的人，是選擇善良的
人，但願我永願善良，發放更多愛。」

會訊第四十八期
02/2022

逆風而飛廿五載天國Staycation逆風而飛廿五載天國Staycation
黃侶詩校長黃侶詩校長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第二十五屆
家長教師會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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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五屆（2021-2022年度）常務委員名單

書記 吳嘉媛老師
大家好，我是1C班主任吳嘉媛老師，主要任教英文、常識、視藝和圖書。這是我

第二年擔任家教會文書一職。希望能繼續與家長攜手渡過新一學年，與學生一起創造
更多美好的回憶。

書記 黃啓華先生
黃愷杰（6C）

我十分興幸能再次成為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委員之一，為家校服務。時光飛逝，
眨眼間孩子已踏進六年級，畢業後就要離開小學繼續升中、繼續前進！本屆家教會除
一般會務外，亦有林林總總的活動與同學共享，將會十分精彩，大家拭目以待。

副主席 劉俊謙老師
大家好，我是劉俊謙老師，本年是第二年成為副主席，協助家長們推動家長教師

會會務。上年度因為疫情關係，家教會的活動較少。本年度是家教會的第二十五週
年，期望今年疫情能漸漸好轉，讓我們能舉辦會慶活動，服務更多北衞家庭。

家教會常務委員家教會常務委員

總 務 郭善婷老師 葉佩明女士

康 樂 楊銘翹老師 蘇慧敏女士

聯 誼 張淑芬姑娘 謝瑩晶女士

會 籍 黃子樂老師 賴迪欣女士

會 訊 葉麗珊老師 莊琼蓮女士

當然顧問 曾立基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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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慧娟主任 黃佳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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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 黃佳媚女士
蔡立勤（1D）

大家好！我是Angela。十分感恩今年立勤和我加入「北衞」大家庭，
更感謝大家的支持讓我有機會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並擔任司庫一職。在
過去數月裡，透過參與不同學校活動（家長祈禱會、爸媽加油站、小六升
中分享會、聖誕慶祝會、牧區籌款嘉年華等），讓我對學校加深認識，也
感受到校長和老師們對同學及家長的關愛。盼望透過家校合作、建立美好
的校園，讓同學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司庫 呂慧娟主任
各位好！我是呂慧娟主任，是家教會的司庫。今年是我第二年擔任司庫一職，

有了去年的經驗，我相信今年一定會做得更好，能把家教會的財政安排得更妥當，
使家教會的運作更暢順，藉此加強家校的凝聚力，讓學生在家校緊密的合作下，渡
過愉悅的校園生活。

康樂 楊銘翹老師
大家好！我是楊銘翹老師，任教體育和數學科。本年度加入家教會擔任康樂一職，

盼望能透過家校合作及不同的運動，令小朋友在運動中學習到自律守規，以及讓他們
享受運動當中的樂趣。

康樂 蘇慧敏女士
江銘希（4D）

大家好，我是4D江銘希媽媽，大家都稱呼我「Soso」。

今年感恩能再為家教會服務，疫情下學校活動和課堂漸趨正常
化，同學亦更珍惜面授上課的機會，珍惜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愛上
學，愛玩樂」。

回想兩年的疫情，「返學」、「去玩」和「去運動」看似很簡單
的事情，原來亦得來不易。我們更要珍惜現在，享受與孩子一起玩的
過程。希望疫情快些過去，家長們與同學都能盡情學、盡情玩、盡情
笑。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心存感恩喜樂，滿有信心面對不同挑戰。

聯誼 張淑芬姑娘
你們好，我是張淑芬姑娘，負責學生輔導工作的學生輔導教師。感謝主，讓我加入北角

衞理小學這個大家庭。

在過去的數年裏，不同方面的工作嘗試，使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當中讓我深深體會到
要餵養主的小羊，工作雖不易，但是上帝的恩典卻足夠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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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以愛去建立這個大家庭。願同學們能在北角衞理小學享受
愉快的學習生活，日後於社會上展現他們無盡的潛能，回饋父母及師長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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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 賴廸欣女士
吳天敏（5C）、吳天瑤（3A）

大家好，我是5C天敏及3A天瑤的家長。感恩再度成為家長教師委員會之
一、並擔任會籍一職，而我也是「同儕伴讀」的家長義工。能夠加入PTA及參
與義工，就像與兩女兒一同上學和成長。期盼在活動中能和你們一起參與，享
受「北衞」大家庭的生活。

會籍 黃子樂老師
大家好，我是4C班主任黃子樂老師，主要任教數學、常識和電腦。本年度加入家教會

擔任會籍一職，希望能透過和家長合作，讓學生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會訊 莊琼蓮女士 
蕭華希（3D）

感恩再有機會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今年，充滿着感恩亦充滿着挑戰。感恩孩子們再有
機會享受校園的生活，而整個外在環境的不穩定因素卻是各家庭的挑戰。易地而處，與孩子
一起去經歷，一起去面對，總會有所得着。因為神總與我們同在，讓我們有平安的心。

會訊 葉麗珊老師
大家好！我是1D班主任葉麗珊老師，任教中文和視藝科。本年度加入家教會擔任會

訊一職，盼望能透過家校合作，攜手共創美好的北衞校園，讓孩子愉快地成長，締造難忘
的小學生活經歷。

總務 葉佩明女士 
鄺寬憫（1C）

今年能跟兒子1C班鄺寬憫一起成為北衞的一份子，非常感動。擔任了現屆家教會
總務一職數月了，在家教會中通過溝通增進彼此了解，感覺到學校對學生的愛、各委
員對學校的付出是何其大。願繼續與孩子一齊努力去學習，適應在學校的生活及節奏，
與大家一起成為優秀北衞人。

總務 郭善婷老師
我是5D班主任郭善婷老師，任教英文及常識科，今年繼續在家長教師會擔任總務一職，

盼望能與家長一起為學校營造更美好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們得以均衡發展、發揮潛能。

聯誼 謝瑩晶女士
王經殷（2D）、王經譽（4D）

大家好，我是Olivia，是現屆家教會委員，主要負責聯絡。去年，大家都
經歷了不平凡的一年，感恩我們現在又能回到校園，願孩子們能享受學習，
在北衞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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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活動家長義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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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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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爸媽」家長義工團隊「故事爸媽」家長義工團隊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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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團隊
「同儕伴讀」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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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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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家長分享會升中家長分享會
今年學校與PTA舉行的升中家長分享會於十二月十八日進行，並順利完成。多謝老師悉心安排和協助的同時，更要

藉此感謝台上幾位校友家長無私的分享，好讓每位準備升中的同學和家長們在選校方面能得到更清晰的資料和提示，
定出適當的選校策略。

今次分享會的內容非常豐富，當中所分享的中學選校資訊包括有張祝珊英文中學、聖馬可中學、中國婦女會中學、
聖保羅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及中華基金中學。在選校過程中，同學必須參與其中，對自己心儀學校有基本的了解和
認知，看看該校是否真正合適自己才作出決擇，這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同學們在升中的準備中，包括校內呈分考試
或申請入學面試等，有機會產生情緒上的波動和壓力，這方面每位家長也必須多加留意，並對子女作出適當的輔導。

最後，祝願各位準升中同學們都能作出適當的選擇和順利入讀一所自己心儀的學校。

黃啟華先生（6C黃愷杰爸爸）黃啟華先生（6C黃愷杰爸爸）

聖誕籌款嘉年華聖誕籌款嘉年華
在剛剛過去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北角衞理小學與衞理堂牧

區合辦聖誕籌款嘉年華。作為家長教師會攤位統籌的我，幫
助籌備了各類型的攤位，有動有靜，更預備了豐富的禮物派
發給到場的小朋友呢！當天，家長教師會籌備動態攤位有「甜
心彩虹」、「百步穿楊」；靜態攤位有「北衞愛心花圃」義賣，
所賣的是來自北衞農莊由家長義工種植的豆苗和日本車厘茄，

也有家長們捐增的盆栽，完全發揮「北
衞大家庭」無私又滿有愛的精神。當然
也少不了最受歡迎的「北衞扭氣球隊」，
義工家長們創意無限，即場創作不同卡
通角色的氣球，得到小朋友及家長們熱
烈的讚賞！

我最開心是看到小朋友玩得滿足，
家長義工們也全程投入難得的家校活動。
大家樂也融融，歡度佳節。

Soso（4D江銘希媽媽）Soso（4D江銘希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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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慶祝會聖誕慶祝會
感恩有機會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聖誕慶祝

會中參與家教會的話劇演出《聖誕Staycation
の天國酒店》，並帶出進入天國的重要訊息。
話劇完結後，很多「北衞」的同學在不同場
合看到我時，都說認得我是做「老婆婆」的
角色。他們異口同聲地稱讚這套話劇十分好
看，而且也明白劇中所帶出的訊息和意義。

聖誕慶祝會除了家教會的話劇，還有由
外籍老師演出的耶穌誕生英語話劇、Hiphop
表演、管弦樂演奏等，節目十分豐富及精彩，
讓義工家長及同學們都十分難忘。

願所有「北衞」的孩子們都能感受聖誕的
氣氛，同時明白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Angela（1D蔡立勤媽媽）Angela（1D蔡立勤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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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POINT METHODIST PRIMARY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家教會）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FOR THE PERIOD FROM 1 OCTOBER 2020 TO 30 SEPTEMBER 2021

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收支帳

Income 收入 HK$

會費收入 58,200.00

便服日捐款 -

旅行收入 -

利息收入 0.08

其他收入 -

總收入 58,200.08

Expenditure 支出 HK$

小六模擬面試家長義工飲品 -

聖誕節全校禮物（鎖匙圈） 19,950.00

便服日捐款交付學校 -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300.00

旅行日的支出 -

PTA親子攝影比賽獎品（書券$300） -

PTA獎學金 4,800.00

家教會活動／例會／簡介會及小一，二家長會飲品茶點 1,335.50

郵費、文具、印刷及雜項 30.00

PTA故事爸媽物資 438.17

60週年校慶紀念品（手提牛津布文件袋） 23,400.00

敬師活動 4,025.00

PTA年賞 600.00

學校開放日家教會攤位 415.00

多元學習活動體驗日 1,852.40

總支出 57,146.07

Surplus for the Year 本年度盈餘 1,054.01

支票戶口 儲蓄戶口

Balance at beginning of year 年初結餘 147,354.24 7,722.69 155,076.93

Balance at end of Year 年終結餘 148,408.17 7,722.77 156,130.94

第四十八期會訊編輯委員：
顧問：曾立基校監 黃侶詩校長
委員：葉麗珊老師 吳嘉媛老師 莊琼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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