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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長長感感言言
梁麗麗校長梁麗麗校長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腓立比書四章六節)

完全是充滿喜樂的一年！
　　回望在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服事了五年的日
子，每年皆有不同的驚喜。在踏入十週年的日子，天
父總是賜下夠用的恩典，讓我們豐豐富富和歡喜快樂
地得著祂想要我們所得著的。

　　一年的時間看似很快便過去了，與家長義工們、
校長、馮姑娘和老師們合作無間的服事總是喜樂盈盈
的，大家都願意竭盡全力；不單是我們作為家長的充
滿感恩的心，就是同學們也透過會訊小小一隅藉著文
字或手工作品向父母表達謝意，在愛中互相建立。

　　期待在進入另一個十年，我們仍持守著神給予我們的心志，邁步向前，為北角衞理小學做到最好。

　　當全城熱烘烘地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本校的家長教師會
也十分忙碌地籌備家教會成立十周年的感恩活動。時間過得真
快，一眨眼便是十年。回想我在1998年來北角衞理小學履新
的時候，家教會剛踏入第二年，看着他們在成立後借用衞理中
學禮堂舉行的第一個大型嘉年華會活動的照片，聽着他們訴說
當日在參與各項親子活動時的興奮心情，不知不覺已是十載。
感謝神在這十年間有超過八十多位家長參與過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的工作，他們積極投入推動會務，令家長支
援學校的範圍擴張。近年家長義工的人數不斷增
加，每天和每週六，家長無私地付出時間到學校
來參與「同儕伴讀」和「Reading Mummy & 
Daddy」計劃，令許多同學在學習和行為上
都有很大的進步。親愛的家長，謝謝你們的
參與，代禱和支持！在未來的日子，讓我們
更緊密的合作，給北角衞理小學的孩子們一
個愉快的童年。



唏！努力加油！
大踏步！

誰是網中人？你猜猜。

爸媽，我撈到了金魚，
送給你們吖！

你抽到水嗎？

日記一則－記五一大旅行
1B施滌怡家長

　　五月一日，天晴。前幾天天氣預報說當天會有雨；前一天早上也還

在下雨。感謝天父垂聽了許多家長和孩子們的禱告，大旅行可以在陽光

普照下順利進行。雖然炎日當空，但沒減我們一家燒烤的興緻；畢竟那

叫我們更懂得享受隨後的餐後甜品－冰棒和啫喱。騎自行車、繩網

陣、騎馬、參觀蝴蝶標本館等等，一切一切，不單叫我們當日盡興，更

是孩子們往後多日津津樂道的話題。

出發了！

兩個人一起踏單車，
你試過未？

嘩，很多不同
種類蝴蝶呀！

親子燒烤同樂日親子燒烤同樂日 2007年5月1日

到達目的地，



樂在其中
4C黃允祈家長

　　趁著天朗氣清，我們一行逾千人浩浩蕩蕩

的向著元朗大棠荔枝山莊的「百果樂園」進

發。

　　在整天行程中，我家的小兄妹最難忘「蝙

蝠洞」的探索旅程，更愛玩蜘蛛狀的巨型繩網

陣；丈夫和我則特別回味來回程中車廂的玩樂

氣氛︰猜謎語、考智力題⋯⋯孩子們你一言，

我一語的，不亦樂乎，車廂內洋溢著歡樂的氣

氛，我們也彷彿返老還童似的，連略帶病容的

我，也頓時精神百倍捨不得入睡。

　　在此，真的感謝家教會成員的投入及安

排，也感激車長的細心照顧。辛苦你們了！

真的很熱啊！

黑漆漆的蝙蝠洞，你敢走進去嗎？

我答中了智力題，
獲獎了！

彼此服侍，你燒我食，好味！
Yummy！Yummy！

家庭樂融融！

親子燒烤同樂日 2007年5月1日2007年5月1日

來個大合照。



Wakes me up every morning,

Tired but never complaining!

Everything’s nicely prepared,

What I like is the most she cares!

She cheers when I have won a race,

Supports when I’ve a downcast face.

Chat with me with all her heart,

The love to me will never part.

“Cling!” the glass toppled over,

With expressions full of great anger.

Though it makes her very sad, 

Never blames me or gets mad.

Thank you for your nurturing, 

Tenderness and forgiving,

Oh Mummy, Mummy! I love you!

It is true and I always do!

親愛的爸爸媽媽：

您們好嗎？我想衷心多謝你們這十一年來對我無

微不至的愛護，謝謝您們在我黑暗中照着我；在

大雨時像雨傘一樣保護我，以免我被雨淋濕。

爸爸，我很感謝您每一個晚上都會說故事哄我入

睡，那些故事的寓意，情節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感謝你每天拼命工作養活我們，每天晚上，你都

拖着疲累的身軀及帶著豆大的汗珠回家，心裏真

有說不出的感謝！

媽媽，我也十分感謝你每天晚上都替我蓋被，為

我唱歌謠。你還記得嗎？我在小時候時常拿着一

本本的圖書，吵着要你讀，你雖然疲倦也無可奈

何，立刻用甜美的聲線唸故事給我聽。

現在，我一天一天地長大，可是你們換來的是一

條條的皺紋及白髮。現在讓我在此衷心地向你們

說一句：「爸爸媽媽，謝謝您！」

祝

生活愉快！

5A 何思永給爸媽的一封信

5A 丁翹

給父母親的詩

爸爸，感謝你用勤勞的雙手養活我。

媽媽，多謝妳用無微不至的心照顧我。

昔日在您懷中的娃娃，已變成今天的我。

爸爸，感謝你跟我温習。

媽媽，感謝妳教我做功課。

你們伴我走過成長中每一段路，亦陪我跨

過每一個難關。

爸爸，媽媽，沒有您們，那有今天的我！

6A 梁靄詩

Mother’s Day and Father’s Day are the time of appreciation. 

Because of your teaching, I know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Because of your admonishment, I have learnt how to fac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Because of you, I can change 
from bad to good.

So after all,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both of you…..

Dad and Mum, I am in great thankful to you………

Mum & Dad



6B 曾家齊

從我年幼到現在，您們為我擔憂了不知多少次，

曾因我而哭，也因我而從心裏發出滿足的微笑。

我得以漸漸地長大，邁向成熟，都是全賴您們不

計代價的付出了自己。爸爸媽媽，我會努力求

學，不負您們的期望。

5A 蘇允盈

Mum,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too.

Mum, you help me to tie my shoe.

Mum, you always bring me to school.

Mum, you take me to the swimming pool.

Mum, you cheer me when I lose.

Mum, you correct me when I break the rules.

Mum, when I shout, you will still be cool.

Mum, when I grow, I will never forget you.

Mum,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 do.

Comes home from work late at night,

Can only say a quick “goodnight”.

Though exhausted everyday,

Still takes me out on holidays!

My state of health’s what he concerns,

Uses all the money that he earns.

It falls into the doctor’s hands,

And ‘course that’s not what he intends.

So I’ll do something in return, 

Be a good girl is what I yearn.

Be considerate and loving,

To live a life that’s worth living.

Thank you for your nurturing,

Tenderness and forgiving.

Oh Daddy, Daddy! I love you!

It is true and I always do!

6A 黃敏希

6A 林加潞

Dear Mum and Dad,

Thank you for taking good care of me and giving me thoughtful 
love.  I am like a tender seedling, and you nourish me with water 
and sunshine.  I also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When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you will teach me how to do better.  When 
I have diffi culties, you always encourage me and accompany with 
me. I would never forget your kindness and love.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 Thank you, Mum and Dad.” 

        Love,

Carol

6A 關善琪

多年來，我深深感受到您們對我付出的愛猶如天父愛我們

那樣。您們愛的陽光，照耀和温暖我，又如春水般滋潤和

灌溉我，使我得以茁壯成長⋯..

母親啊！感謝您從我呱呱落地開始直至現在為我奉獻的一

切，您對我的照顧，只有無微不至，沒有半句怨言。

父親啊！感激您對我那

份無窮無盡的父愛。

你的笑，給我活力；

你的笑，給我幸福；你

的笑，給我歡樂⋯⋯⋯

爸爸媽媽，您們含辛茹苦把我

撫養長大，那份無條件的愛，真

使我感激不盡。我立志勤奮作工，努

力學習，作一個令您們感到自豪的女

兒，不會辜負您們的養育之恩及關愛

之情！



(一)                             徐雯（1A康樂華家長）

致北角衞理小學︰

本人是1A班康樂華媽咪，很高興能參加學校的運

動遊戲日及義工服務。今次第一次參與已留下很

好的印象，在活動中最深刻的是親子遊戲，我和

樂華都有參加這項比賽。本人深深感受到校長和

老師非常盡責，詳細地向我們解釋遊戲內容，令

家長和同學們更清楚規則；還有老師、家長和同

學參加接力賽，看到1A班的同學為梁老師打氣加

油！情景令我好開心，從

中也知道老師和同學的關

係是那麼密切。這次運動

遊戲日各項活動的形式都

非常好，在此，

多謝校長及全

體老師

的辛勤

付出。

(二)                         陳淑玲（1A 吳天慧家長）

　　知道“運動遊戲日”當天，校方徵求家長幫

忙維持秩序及協助活動進行，我便立即報名。我

希望以身作則去推動孩子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

並懂得享受箇中樂趣。女兒因為第一次參加學校

的遊戲日，心情十分興奮。她每天在家中不停背

唸啦啦隊口號，興奮地期待著遊戲日的來臨。

　　當天我擔任賽跑終點站的一個崗位，任務不

算太難。但最使我感動的，是從這小崗位中，看

到校長、老師、家教會成員和學生們對安排遊戲

日事前的付出和周詳策劃。並當日各人上下一

心、互相協調的表現，使這天的活動能順順利利

的進行。這都叫我這“新丁”大開眼界。

　　我和女兒從參與活動項目中一同領悟到成功

的快樂，也學會處理失敗的心情。當天就這樣拋

下平常工作的壓力，與孩子們享受這份童真和喜

悅，並一同留下美好的回憶。回想起來，真是有

價值呢！

家家   長長   講  場

「運動遊戲日」後記兩則譚秦麗冰（4C譚璟霈家長）

　　雖然這裏漆黑一片，可是在熄燈播放電影之前，我

已經很快的對週圍環境審視了一遍，來看電影的都是青

少年人。除了我的兒子外，很明顯我和丈夫及女兒坐在

這裏，不是超齡，就是年紀太少了。

　　無論怎也想不到，我和丈夫會主動邀約兒子來看周

杰倫的戲，這一切都是要從兒子升上中學以後說起吧！

　　其實這個過程是很短暫的，他當上中一學生不到

三個月，便從一個事事要依賴母親的孩子，變成現在整

天將「阿媽，你真煩！」「阿媽，你這句說話，我已經

聽了第十遍了！」「怎麼呀！現在是什麼年代，你ou t

啦！」掛在嘴唇邊，彷彿我們是兩個來自不同星球的物

種，無法溝通。

　　唉！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出擊。第一擊，走進

他的生活，看看他究竟在想什麼？戲，我看完了，暫且

拋開討論戲裏的主角應否「非法賽車」這問題？戲裏的

那羣年輕人為了提升自己已有的賽車技術，不斷的鑽研

－(晚晚到山上練習，整天拿著電腦作數據分析)，不恥

下問，尋求高人指點－(到油站打聽前車神的下落)。他

們對賽車認真的態度和不輕言敗的精神，反映到這羣年

輕人其實有自己的夢想和理想。

　　現在我聽兒子說話的時候多，批評他的時候少，

看來他也挺滿意我的表現。對我投信任的一票，帶來彼

此有真正的溝通。只是，我並不滿足於了解他，明白他

和支持他，作他生命的同路人。更期盼成為他的生命教

練，讓他在成長的過程中，學會對自己有堅持，有原

則，對生命有理想承擔，或許這可能是父母送給兒子面

對未來的禮物吧！

我們一家和兒子有個約會



家  長  講講   場場 親子講座札記兩篇

鄭許雪貞（4C鄭欣朗家長）

　　「假期」是大部分學生期待日久的歡樂時

刻，對於我的孩子也從不例外。只是在最近一個

不長不短的假期中，孩子竟無意地透露他很想上

學，主要原因是很想念同學和校園生活。聽畢，

喜知孩子擁有一個愉快的校園生活，心中不禁對

學校和老師泛起深深的謝意。那管現今的教育制

度如何的不穩定，在孩子轉瞬即逝的童年歲月

中，學校和老師們卻已經將快樂的元素(essence)

添加入孩子的幼嫩純真的生命中；一個讓孩子感

受到安全和安穩的校園社羣環境、一個來自校長

老師們的善意微笑、一句肯定的說話或一個寬容

和鼓勵的眼神，不單能讓孩子享受吸收知識的過

程，更能構成一個快樂和自信的基礎，讓他們擁

有無限的能量去面對、克服成長中種種困難和挫

折。只因經歷過被愛和被肯定，孩子們才能從其

中享受最簡單而滿足的快樂。

　　我想，「快樂」和「自信」是成年人可以送

給孩子的最有價值的禮物吧。

簡單和快樂的童年

吳林美茜（6B吳梓軒、1A吳思穎家長）

　　記得第一次做家長義工是因為大兒子的一句

說話，他說︰「今天很多aunties來講故事，很有

趣。你為什麼不來學校講故事給我聽？」這樣我

便在他唸三年級時開始來學校參與「故事爸媽」

的活動。當了四年的家長義工，不但拉近了我、

兒子和學校的距離，而且和其他家長都有很多心

得的交流。

　　今年更多了小女兒的加入。我能參與「故事

爸媽」和「Reading Mum」的工作，令她十分開

心。更開心的是因為我們經常在家一起談論學校

的一點一滴。連爸爸也開始感興趣。這是第一次

他主動提出要替小女兒取成績表，順道參觀一下

校舍。還有最近的運動遊戲日，他更特別抽空來

參與其中。這令我們的孩子十分興奮，特別是大

兒子，他期待了六年呢！

參加了家長義工之後⋯⋯

家長加油站之

(一)                     董周蕙嬌（4C董皕曦、2C董兼瑋家長）

　　“ 家長唔易做 ”，這句話大概所有家有小學生的家長

們都會深感共鳴。三月十七日的家長加油站請來了本校的

家長－現職心理輔導治療師的譚文耀先生跟我們分享教

子心得。譚先生既有一套專業手法，又身為兩女之父，親

身體驗過教導子女的苦與樂，經驗彌足珍貴。

　　「教導子女，原來可以從一個「玩」字開始，也就是

營造愉快的元素，風趣幽默的譚先生那天便利用了遊戲形

式與家長們分享。他暗中把一枚硬幣放進菲林筒內，讓家

長猜測價值，大家投入萬分，兩角、一元、五角、五元之

聲此起彼落，煞是熱鬧，當然答案只有一個！遊戲的含意

是聽覺有時也會出錯，當子女接收不清楚我們的訊息，也

應抱原諒的態度，而非只是責怪他們“ 講極都唔明兼冇耳

性 ”。

　　接著下來的遊戲，我為它取名「有口難言」，家長需

以手勢寫出一個中文字讓其他家長猜估，也就是表示溝通

有時不一定靠言語，身體語言亦有意思。

　　一個半小時在愉快的氣氛中飛逝，雖然意猶未盡，也

足夠讓家長們回味及反思，原來教導子女，不妨由「好

玩」開始。

　　再一次為譚文耀先生鼓掌！

(二)                                       李秀蘭（1C劉子欣家長）

當講座開始時，譚先生解釋︰與孩子關係要從「玩」開

始。用遊戲來教導孩子當然是好方法，但無奈、無奈⋯⋯

實在太多無奈了！

「玩」－原來最抗拒玩的竟然是我們這班大人。譚先生

說要跟我們玩遊戲。這一刻真的有點怕。其實怕甚麼？自

己也不知道。但當遊戲開始後，大家都很落力地玩。當中

感受到快樂、失望、緊張、猶疑不決，真是百般滋味在心

頭。



活動前來個大合照

顧問︰校監林崇智牧師、梁麗麗校長

委員︰譚文耀先生、吳陳愛青女士、史彭佩儀女士、周清儀老師

編輯
委員

第一次訓練

好吸引的故事啊！

我們這一組負責表演項目我知道答案！我們探訪
老人家要有愛心和耐性

公公婆婆，讓我們為您們送上祝福

探訪當天

探訪老人院訓練及籌備會議

多謝熊仔叔叔協助我們訓練家長義工

充滿動感與喜樂的訓練

多謝家長義工們的辛勞，PTA送上小小心意！

家長教師會成立十週年邀稿
家教會已經成立10周年，現誠意邀請各位家長投稿，

分享一下參與學校工作的喜與樂。

字數：約150字　　收稿日期：2007年７月至11月30日

收稿方法：

1. 寄交學校轉家教會會訊委員收 或　

2. 電郵npmps_pta_newsletter@yahoo.com.hk

講故事的技巧是⋯⋯

第二次訓練　　多謝家褔會的社工及城市大學的一群熱心的同學，

協助我們完成了本年度第一次的親子義工隊訓練。透過

一連串的親子遊戲，使這個團隊更合拍。

這幅畫代表我們一家印
象最深刻的活動

Hurray! 我們獲得
最合拍家庭總冠軍

親親 子子 義義 工工 隊隊

向「城大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