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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張若蝶 女士

F = Father
A = and
M = Mother
I = I
L = Love
Y = You
FAMILY =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這個寶貴的提醒不單只是教導我們的孩子學習愛「家」、愛「父

母」；更提醒我們這些已為人父母的子女也該學習愛「家」、愛「父

母」。盼望我們都能持守這份愛，推而廣之，「愛己愛人，服務社

群」。

　　時光飛逝，轉眼又到了學期的終結，數算主恩，細味回憶過去的一

段日子，不得不屈膝低頭敬拜讚美神！

　　自下學期開始，「家」的感覺愈發濃烈。無論是校內教職員、同學

甚至家長，大家都上下一心，為外評作最好準備。在參與校內事前準備

會議及兩次正式與教育統籌局校外評核隊的友善會面中，在在都教我感

受良多。猶記得教育統籌局外評隊的眾多正面評價和欣賞中，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家長「很愛」學校，處處維護，積極參與及投入的程度遠超

過他們所想⋯⋯這點我可以作證。

　　北角衞理小學是蒙福的；因為我們不單有「很愛學校、全情投入」

的家長、「竭盡全力、盡忠職守」的校長和教職員、「單純受教、各擅

所長」的同學、還有「挖盡心思、智慧豐富」的一群校董⋯⋯真是一幅

很美麗的圖畫，很有「家」的感覺。

　　良久(可能是數年)以前收到一封電郵，已忘了出處，內容是提醒我們

「家」的真正意義。其中教我最難忘的是解讀”FAMILY” 的含意，雖

然是老生常談，但也借此一隅與大家互相勉勵，互相提醒。

主席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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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欣賞你們的努
力，

你們實在進步了許多♥♥

「同儕伴讀」計劃「同儕伴讀」計劃



參加的人數太多，唯有分組拍「全家福」照

在萬宜水庫西壩漫步，

難得的「半日閒」

海下灣的水真清澈！中午在西貢品嚐海鮮餐，真好味！ 一、二、三，

我們來灌溉！

參觀蕉坑的農館參觀蕉坑的農館

「「親子悠閒
假期之旅」—

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海下 西壩海下灣海岸公園、萬宜水庫西壩
2006年5月1日2006年5月1日

伴讀計劃

「同儕伴讀」計劃



親子會徽 設 計 比 賽
手繪組優勝作品手繪組優勝作品

冠　軍︰4B 韓宏傑　　家長︰郭小燕女士

優異獎︰3D 歐陽俊彥　家長︰朱妍芳女士

　　　　2B 譚樂靈　　家長︰譚廣海牧師、凌惠嫻女士

　　　　5C 周婉祺　　家長︰楊小蕙女士

冠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5C 周婉祺　家長︰楊小蕙女士(優異)

設計意念︰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和老師攜手一起合

作，同心共意以愛心為基礎，為學生而努力。以這個

目標為大前提，便設計了這個會徽。

4B韓宏傑 家長︰郭小燕女士 (冠軍)

設計意念︰

積極、樂觀的孩子，是老師、家長合力、合拍、合作，共同支援、

努力培育出來的！

3D 歐陽俊彥　家長︰朱妍芳女士(優異)

設計意念︰

我和媽媽設計意念是一朵盛開著的心形花。這朵愛心

花的花莖代表學校，花代表家教會，而花蕊代表學校

與家教會甜蜜融洽相處，兩者都是互相不離不棄的。

2B 譚樂靈 家長︰譚廣海牧師、凌惠嫻女士(優異)

設計意念︰

本圖案強調北角衞理小學（用“N.P.M.P.S.”英文字母代表）是一間︰

1. 「家校共融」的學校（用“家”和“校”二字緊扣來代表）。

2. 藉家校緊密的合作，達成「同一心願」︰春風化雨，作育英才（用

“心”形和“一”字來代表）。

3. 另選用「紅」、「藍」、「綠」三色代表學校「智、仁、勇」之校訓。



親子會徽 設 計 比
電腦組優勝作品電腦組優勝作品
冠　軍︰5A 關珩　　家長︰關湛機先生

優異獎︰2C 梁棨竣　家長︰林玉珍女士

　　　　5A 關善琪　家長︰陸美瑜女士

　　　　4A 吳祖怡　家長︰陳愛青女士

冠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4A吳祖怡 家長︰陳愛青女士 (優異)

設計意念︰

圖中“PTA”及“NP”的簡寫代表北角衞理小學及家長教

師會。兩者都盡心盡力地為北衞的小朋友提供優質的家校教

育，為他們的成長付出無比的愛心（由一個心形為外框），

希望他們有美好光明的將來。

5A關珩　家長︰關湛機先生(冠軍)

設計意念︰

LOGO是由P.T.A.三個英文字母構成。家長教師會是為了兒女及學生的

一個互動團體組織，圖中可見學生對家長／師長的尊敬。T的造型亦象

徵十架，耶穌基督的愛貫穿整個組織的架構與價值觀念。

2C 梁棨竣　家長︰林玉珍女士(優異)

設計意念︰

這會徽的內容意念是代表家長與教師們的手，共同努力的決

心，一起栽培這棵小樹苖，讓他們在校園內慢慢地學習和成

長，也代表大家對家教會的支持和團結的精神。

5A 關善琪　家長︰陸美瑜女士(優異)

設計意念︰

北角衛理小學的家長教師會，簡寫是PTA，我認為可以將P = Prayer，

T = Trust，A = Assurance，意思是藉著禱告和祈求、互信、互愛及保

證和確定。家校共融是指靠著家庭和學校共同努力，携手合作，在主基

督(以十字架代表)看顧及引領下，小學生能夠健康快樂地學習與成長。

心連心–在教師的愛心培育下, 小孩子及整個家庭的生活好像綻放的

鮮花般燦爛及充滿繽紛的色彩。



家 長 資 源 角

親子義工隊好嘢✌欣賞您們自編、
自導、自演的精彩話劇♥

講員︰廖玉娟醫生

　　

　　　　作為關心子女的成長、學習、社交和

　　　 情緒等範疇發展的家長，在教養子女的過

程中，一定有過成功的喜悅和失敗的沮喪。

　　「家長加油站」正是讓大家有一個落腳處，可以

彼此分享，彼此鼓勵和支持。在「如何提升子女的自理

能力」的分享會裏家長踴躍參與發言，大家坦誠地提出

自己育兒的難處，亦有家長摯誠地分享個人的經驗，大家

不但產生共鳴，也可以把他人的經驗拿來參考。

　　「養兒育女」在新世代確實是一個非常長遠的「大

Project」，做這個「大Project」需要健壯的體魄，故此，

「湯水篇」也得到各家長踴躍的支持。

　　「家長加油站」剛誕生，在初生紀錄簿上，只有寥寥

數員，塗上不同的顏色，簽上不同的名字，後面空白的部

份，則有待各家長熱烈的支持和參與，讓我們一起攜手，

使「家長加油站」更多姿多采！

和諧家庭話劇創作和諧家庭話劇創作－－《逆境不再》《逆境不再》

　　這學年，「家長資源角」繼續發揮家長互相

關心及彼此勉勵的精神，小組成員除了定期為學

校發展及個人需要懇切祈禱外，亦多次於上午校

長週 (星期六) 在校內舉行閱書分享會，分享書籍

為「家庭性教育」。此外，「資源角」於二OO六

年五月十三日舉辦了「如何培育子女正確的性觀

念」之講座，講員是廖玉娟醫生，參加是次講座

的家長非常踴躍，出席人數有125人。

你看他們多投入、

演技多精湛！

譚秦麗冰 (3C 譚璟霈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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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子女

正確的性觀念」講座



         陳劉詠湘 (6A陳牽盈家長)

　　兩年前，兒子牽寧畢業的時候，
沒有強烈的感覺，因為女兒仍在衞
理就讀，「衞理」仍是我們生活的一
部份。現在女兒也快畢業了，在參加運動遊戲日和
家長講座時，也意識到這已是最後一次了，而心裡
也開始泛起一點離情別緖。八年來實在有許多感恩
的地方，而兒女們能對學校生活全情投入和全然享
受，也是天父的賜予。

　　為孩子選擇小學時，衞理給我的最深印象是不
會把學生的名次公開，這樣便不會給孩子不必要的
壓力。我知道一些學校的學生及家長為了名次而追
逐至小數點後的分數，他們認為要入讀Band 1比率
高的學校，就要「吃得鹹魚抵得渴」。也有家長認
為早些讓孩子們學習競爭也是一種準備。我倒記得
一次與梁校長交談時她說的話，她認為她的學生中
有很多都是能力很高的，「名次」會標籤了他們，
可能反而帶來不良的影響；我實在欣賞校長這份堅
持。六年的小學生活過去了，我的孩子們在沒有競
爭的氣氛中成長，他們的同學都是好朋友，不是對
手，更不是敵人；他們自信、有好的自我形象，也
信任別人、經歷同學間的互助互愛，這不是更能裝
備他們面對將來的挑戰嗎？

子女親情情
八年回望感恩時

和諧家庭話劇創作－《逆境不再》

　　現今社會輿論常提及老師們因著不同的原因都
帶有點「氣」，然而在我跟學校的老師有限的相處
時郤沒有這感覺。而從兒女們的口中，認識到老師
們仍有心靈空間去疼愛學生及鼓勵他們。雖然我的
孩子不是品學優異生，但他們的參與和努力也得到
老師的欣賞及肯定，成為了他們甜美的回憶。

　　兒女們很喜歡上學，有時甚至不想放假。
他們愛課堂中的遊戲、體育課中的一切及班主
任課中的「分享」(包括個人或小組負責的書籍
介紹、說笑話、短劇及電視廣告重演等。) 作為
家長，我也喜見學校給他們好些寫作的機會，

如時事讀後感、週記和隨筆等，而老師寫下的回應
除了是交流，也是教導和著實的鼓勵。此外，也很
高興學校積極鼓勵學生閱讀。在圖書館課中，老師
帶學生涉獵無涯的書海，也談談人生，而有時也有
「早讀」；當然，「閱讀獎勵計劃」也能幫助推那
些不太習慣看書的孩子一把。

　　其實，孩子在校的學習是多方面的。他們有機
會在不同的崗位上服務及學負責任，實在是很好的
訓練；女兒很喜歡守崗，而兒子則愛在弦樂組中協
助。此外，參加不同的表演和比賽也能鍛鍊他們對
卓越的追求並建立團隊精神，縱然訓練要花上許多
時間，但他們也甘心樂意。而到畢業時候，同學們
要一起編、導及演出一套音樂劇，他們很享受整個
過程，也為這個創作感到自豪。

　　在信仰上的教導與薰陶也是孩子在學校裡所得
到的，他們會提及老師信仰歷程上的小故事，因為
這著實成為他們的激勵。要數算的恩典實在很多，
深願上帝繼續藉「衞理」去祝福許多孩子的生命。

　　年青的時候對社會的現象有很多不滿，也深信
世界總是一天比一天敗壞，所以認為最好不要有孩
子。結了婚10年我都沒有想望過要有孩子。後來想
法有改變，是因為我的太太最後很想有一個孩子。
我想，假如她認為有需要，我是不應自私地只顧自
己看法的，否則到了晚年她埋怨生活孤寂時，後悔
已來不及。我想那是出於神的作為，當我們想有一
個孩子的時候，很快便有了一個；但更意想不到的
是，到了第二年馬上又有第二個，到現在我仍然不
明白。

　　孩子由神擁有，並不屬於我，我只是一個管
家，要將屬於神的產業好好看管。我認為他們需要
的是「喜樂」，因我相信一個人將來是否快樂，不
是看他將來是貧窮還是富有，而是看他有沒有一個
愉快的童年可供回憶。若是童年快樂，即使將來遭
遇困苦亦能樂觀面對。

　　我從來不是孩子的偶像，他們只當我是朋友。
他們有問題找我時，我會盡力解答，但更多時間是
和他們一起看書、一起玩。他們其實很「貧乏」，
因我和太太都捨不得花錢買東西，但香港的大小
公園遊樂場，我們去過的不下二三十個。他們很

活得更好
節儉，從來沒有鬧著要買東西，就是進去玩具店參
觀，即使經常很興奮地喊著﹕「我喜歡這」、「我
喜歡那」，但把玩完後便會將它們放回原位，安靜
離開。

　　雖然我在孩子身上投資了很多時間，但他們也
給我帶來很多「回報」，我所指的是他們能帶給我
豐富的人生體驗。像我這麼大的一個人，只有自己
讓座給人，還會有別人給自己讓座？以前對我來說
這是難以想像的。有了孩子後，你便可嚐到享有這
種特權的滋味。當孩子年紀小，我抱著他們進地鐵
時，便常獲得有人讓座的「禮遇」。另外，當他們
唸幼稚園時，我們每年又可以到他們
的學校參加各種節日的聯歡會，學
校旅行。到他們畢業，又可參加他
們的畢業旅行，出席畢業禮。沒有
養育孩子的夫婦，確是可以享受
自由自在的生活，擔子也輕省不
少。但如果我們是抱著前來世界
走一轉，要嚐盡人生各式滋味的
話，那麼沒有擁有過孩子，便是沒
有人生的一大體驗了。

馮錦棠 (1B馮子健及2A馮沛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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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子女

正確的性觀念」講座



下午校的故事媽
媽 上午校的故事媽媽

編輯委員
█ 顧問：林崇智牧師　　梁麗麗校長　　█ 委員：馮錦棠先生　　吳陳愛青女士　　周清儀老師

故 故 事 事 爸 爸 媽媽

蔡徐笑歡 (3C蔡文禮家長)

　　放學時，兒子由校門走出來，扁著嘴，急不及待地向我說：「一、二年班時，
我都可以參加個人和4 x 60米男女混合賽，但今天我因為在校內的甄選賽中跑得比
其他同學慢了一點，所以今年我便沒有機會了！」聽罷，已是三任媽咪的我，頓時
起了警覺訊號，便用同理心安慰兒子說：「仔仔，你是否因為未能出賽，所以很失
望呢？」兒子似乎感到被明白，連忙點頭。我繼而把握機會向他說：「以往我們一
家人常到附近的海旁走廊作緩步跑，但這一年來，我們都因事忙而減少了運動，今次你不能入選作班代表參
加徑賽，相信是因為少了練習的原故。還有其他運動項目，哪些是你有興趣的呢？」兒子邊走邊數着：「擲
豆袋、立定跳遠⋯⋯」。

　　從那天晚上起，我們的家就變成了小型運動場，兒子玩起了各樣的運動來，他還邀請我們一起參加他設
計的家庭小型運動會呢！以往兒子只看重徑賽項目，今次因為他未能入選，卻使他提升了對其他運動項目
的興趣。他邊玩邊對我說：「原來任何運動都要常練習才可以做得好的。」兒子在那天放學時所流露的「失
望」神情，頓時已消失無踪。

　　雖然兒子最後都未獲甄選參加其他田賽項目，但在運動遊戲日當天，看見他在運動場上興奮地與同學們
齊心參加「飛躍速遞」隊際賽，又看見他兩手拿着自己親手設計的混色草球，快樂地為同學們打氣及在啦
啦隊比賽中與同學們用心地演繹啦啦隊口號。從他臉上綻放的笑容，我知道我的兒子在這次經歷中已經成長
了！深信他今次「得」的比「失」的還要多！

兒子的「失望」、媽媽的「希望」兒子的「失望」、媽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