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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燃亮生命
教
命
生
科技的發展及社會極速的轉變，令這一代的孩子面對的挑戰與日俱增，我認為培養孩
子正向的人生觀，是未來教育的重要使命。孩子在一個具有愛、包容和體諒的校園環境成
長，感受到被重視、有希望感及找到自己的價值，便會自然地建立一套正向思維的價值觀。
面對廿一世紀，北官團隊的教育信念是：
●

發現學生的亮點。

●

揚學生長；補學生短。

●

引導學生找到通向成功之路的大門。

●

引導學生尋找希望、提供選擇、支援成功、傳播愛心和影響生命。

誠如教育學者吳秀碧(1990)指出，生命教育的內涵包括: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及人與宇宙這四個向
度。吳女士亦提及生命教育必須融入各科教學與訓導工作，創造一個具有生命教育意義的學校環境，並不斷長期實
施，方能達成整體教育的核心精神。為了讓生命教育「貼地氣」，去年，我帶動全體老師反思討論，釐訂三年發展方
向，把教育目標聚焦於「開拓學生正向的人生觀」，以「留白」、「發展潛能」、「締造希望感」以及「營造愛的氛
圍」為主線，在管理及行政層面、課程及學科教學層面及德育輔導的層面，全面推展生命教育。
為使家長及老師了解學校推動生命教育的理念，我們在學期開始時，舉辦了兩場「學校發展及課程簡介會」，向
家長及老師講解學校對正向教育的看法及有關措施，好讓他們了解及配合。「留白」方面，我領導同事重整行政流
程，減省累贅的工作程序；又推行電子通告及手機短訊通知服務，減省文件通告的往來和收發工序，讓家長與老師的
溝通更為直接。課程方面，各科重新檢視課程及功課並進行課程調適，刪去科與科之間重複的教學內容，減省重複及
機械訓練的功課，為老師和學生「留白」。
此外，本校計劃透過電子學習平台，在個別科目逐步引入電子課業，讓老師更快及更有效地檢視孩子的學習進
度。學校亦重新檢視測考次數及上課時間表，並把導修課時間增長，減輕孩子在學業方面的壓力。上述一系列措
施，目的是為家長、老師及同學創造空間—留白，好讓大家有更多空間及能量，懷着正面的態度正視及認識生命
教育。另一方面，秉承學校的傳統，我們繼續鼓勵同學培養個人的興趣，組織超過20項達80組的多元化體藝活動
讓學生於課餘時間參加；又為他們提供不同的比賽及展示平台，讓他們展示自己的強項，提高成就感，也讓校園充
滿正能量。
作為校長，我身體力行，帶動老師、同學互相關懷問好，營造正向的校園氣氛。環境方面，校園增設有關「正向
思維」的海報、標語或橫額，讓同學處身於正向的校園環境。再者，我們提供很多機會讓同學服務別人及社群，讓學
生傳播愛心，燃亮自己及別人的生命。
最後，讓我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黃迺毓教授的一句名言作總結：“Life education is not only
to teach or coach, but also to Reach and Touch.”生命教育不只是教導或訓練，而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願我們
共同努力，在孩子的成長路上幫助他們建立正向的人生觀，令孩子活出彩虹。
校長

鄧愛蓮

編 者的 話

留白

留白？那不是浪費時間？孩童階段不是學習的黃金時期嗎？上彈琴、游泳、跆拳、繪畫班，還有補習中英數
常的時間尚嫌不足，難道留白讓孩子打機？兒女輸在起跑線，將來一事無成，庸碌一生，是誰的責任？
留白等於虛度光陰，這正是不少人錯誤的觀念。
留白的「白」不是白白浪費，甚麼也不做的意思；而是不要把所有時間塞滿，要留下空餘(白)的時間，做自己
有興趣的事或讓身體休息。換句話說，成人除了工作外，應要有閒暇陪伴家人，與好友相聚或發展自己的興趣；
學生則指學習以外，該有時間發掘、培養個人的才能，學習與朋友相處，享受童年無憂的生活等等。
試想想一個小孩整天的時間填滿各種學習，縱使他的成績名列前茅，大學以一級榮譽畢業；可是除了知識外，
他對人情世故一無了解，對生活諸事不懂如何解決，人際關係惡劣，這孩子學習會快樂嗎？日後工作會順利嗎？近
年報章報道的「高分低能」，就是指「知識上的巨人，生活上的低手」，他們連獨自生活也吃力，更別奢談工作上
有任何成就，這不正正是「盡用」時間的結果嗎？
想像人生是一間房子，如果只堆滿書本，那永遠只是一間貨倉。假若移走部份書籍，騰出空間，房子便可作
休息室，可作閱讀室，可作跳舞室，可作……房子就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地方！
同樣道理，讓孩子留白發展潛能，將來他或許成為馬友友，或許是林書豪、愛因斯坦、金庸……
一九八八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曾說，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很多難題都是在散步時想到解決的辦法；古
希臘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阿基米德在浸浴時發現「浮力理論」(物體在浮體中所受的浮力，等於物體所排
開的浮體的重量)，對後世影響極大。這正佐證許多偉大的構思、發明，不是在通宵達旦下研究、苦思得來的；相
反，生活中的留白，正是孕育智慧、解決困難的催化劑。
把最好的葡萄放進瓶子中，就會變成佳釀嗎？不！水、酵母菌不可缺少。人生亦如此，除了知識外，還需要
恆心、勤奮、溝通技巧……才會成功。就容我們的孩子留白，讓他的人生發酵成為一杯香醇的美酒吧！
王志文老師

學生個個皆獨特
學生個個皆獨特 能力提升實力增
能力提升實力增
學校本年度的校本課程發展重點為「讓學生擁有學習的希望感」。我們主要從「裝備學生有探索世界的能力」
以及「認同學習的多樣性」兩方面作為切入點。
你相信每個孩子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嗎？他們都各自擁有不同的特質、能力和長處。校方十分重視學生的個
別性，他們有不同的學習風格、學習強弱項等。本年度，學生會透過量表認識自己學習的強弱項；我們亦會透過
電子學習，如GOOGLE CLASSSROOM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能力的培養比單純知識的傳遞
更重要。「知識」當然重要，但它的角色會逐漸轉化成
訓練學生能力的平台。我們會藉着推展STEM教育、擴
闊學生閱讀層面及培養學生的研習能力，逐步訓練他們
探索世界的能力。課堂教學方面，我們會在數學、常識及
資訊科技科引入STEM元素。還有三月份舉行的探究學習
周也是推展STEM教育的一大平台，學生亦能藉此機會提
升不同的研習能力。另外，圖書科亦會透過閱讀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借閱不同種類的書籍，藉着閱讀探索世界。
學與教組主任
又可以用iPad學習了

！課堂變得更有趣！

李諾思

電 子世 界 新氣 象
使用電子學習工具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已是全球的趨勢。教育局在《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中提出政府會
投放更多資源在提升科技創新教育方面，以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等能力。
在政府及本校家長教師會的資助下，北官已創設一個適合電子學習的環境，除添置iPad供學生使用，亦有穩定的網絡
系統，讓學生進行互動學習。WiFi網絡已覆蓋全校，提升頻寬速度至1000 MHz，足以應付電子學習的大量數據傳送。
本年度，我們重新編排資訊科技科的課程以支援電子學習，為每位學生
設立Google帳戶，指導學生全面使用G Suite雲端服務及各種應用程式。而在
聯課活動中，加入機械人(mBot)編程，藉着組裝及編程，讓學生掌握運算思
維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解難方法，發揮創意，激發同學在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STEM)方面的發展。
本年度，本校全面推行「eClass電子系統」，將通告及學生考勤資料電
子化，家長可透過App隨時翻查通告內容及考勤資料，並透過即時訊息及學

同學聚精會神地組裝mBot。

校宣佈等其他功能，為家長帶來全新的家校通訊模式，建構更緊密的溝通橋
樑。本年度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選舉投票更使用電子投票方式，
節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效果理想。
北官將會繼續致力培養學生掌握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科技能力，讓每個學
生都能發展自己的潛能，掌握各種共通能力，為終身學習作好準備。

電子學習能有效提升學

資源管理及電子教學支援組主任 丁鵬程

生在課堂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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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從幼稚園升上小一的學生，要面對全新的學習環境，需要一定

的時間適應。為使他們能更快融入小學的生活，校方特意在開學首兩
週，在小一各班安排家長義務助教協助老師。他們協助的範圍很廣，
例如：指導學生集隊、協助老師進行課堂活動及照顧學生午膳等。經
過短短兩個星期的指導，小一新生從起初的依賴，逐漸成長，慢慢地
變得獨立，成為真正的「小學生」了。
這項計劃不但減輕老師的非教學工作，同時，讓家長更能明白學
小息時，家長義務

助教留在課室照顧

同學。

校的運作，瞭解子女在學校的情況，從而配合學校的方向，共同為孩
子締造更理想的學習環境，使小一新生輕鬆愉快地適應新的學習生
活。在此衷心感謝每一位熱心參與的家長義務助教。
林麗濱老師

家長義務助教正在教導同學如何做到
排隊快、靜、齊。
同學們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家長
義務助教耐心地從旁教導。

家長義務助教協助點算同學們
的功課簿。

為「我有我夢想」打開美好的第一頁
九月十六日的早上，我校迎來一群可愛的幼稚園學生，他們手牽着父母，精神抖擻地踏入北角官立小學的校門，他
們到來的目的是為了瞭解我校。在活動中，他們既可以參加我們特意為他們準備的學習活動，又可以觀看本校學生為他
們表演的精彩節目。
北官的學生既多了一個平台展示體藝方面的學習成果，又可承擔起北官小主人的身份，為每個幼稚園生和他們的家
長介紹我校的人與事。
眼看當天每個北官的孩子盡心盡力的樣子，以及幼稚園生和家長欣賞的眼神，真是為本學年揭開了美好的第一頁！
副校長

吳丹

愉快學習在北官

做
Mr. C與同學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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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師利用手偶與學生
分享
《三隻小豬》的故事。

九月十六日為幼稚園家長接待日，北官學生為幼稚園家
長及幼稚園生表演精彩的節目。首先，龍獅藝校隊來一場精
彩的舞獅表演，為當天的表演節目揭開序幕。接下來有跆拳
道表演、花式跳繩表演、中國舞表演，最後由管弦樂團演奏
出雄偉歡欣的《快樂頌》。北官學生的傾力演出贏得在場觀
眾的熱烈掌聲，亦充分展現北官學生多才多藝的一面和團隊
合作的精神。

中國舞校隊表演新彊舞

展示不同的
跆拳道校隊為來賓
拳法及腳法。

李逸盈老師

我是北官小主人

顯潛能 展成果

潛能發展組主任

當天來自不同幼稚園的學生皆齊集
於活動室感受北官學生的上課情況。學
校安排了外籍老師Mr.
校安排了外籍老師
C及普通話專科老
師朱老師分別為同學上了一節英文課及
一節普通話課。學生們積極參與有趣的
英文活動，亦很留心聆聽老師給他們說
的普通話故事。同學紛紛回答老師提
問，十分享受與老師及朋輩之間的互
動。當天更有不同的表演隊伍為幼稚園
學生送上一場又一場精彩的表演。他們
都看得如癡如醉，拍案叫絕。

「當好北官小主人」是這班小接待員所
肩負的使命。經鄧校長親自面試，獲選為當
日小接待員的同學，無論擔任司儀還是導賞
員，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他們熱情有
禮地接待來賓，向到訪的幼稚園生和家長介
紹本校特色，展示北官學生優秀的一面，讓
大家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
陳芷茵老師

梁敏怡

，舞姿優美。

事前訓練很用心。

小接待員擔

任司儀，毫

不怯場。

師生 共聚樂 融融
校友活動
暑假期間，鄧校長率領一群校友及由學生擔任的「愛心大
使」到區內長者屋苑「雋悅‧匯」探訪一班退休老師，並舉行
校友會暑期聚餐，讓校友及同學以行動實踐敬師之心。
席間，一眾校友與老師相聚，細說當年情，師生情誼不
變。同時，鄧校長與校友會代表一眾校友，向三位退休老師送
上禮物，祝賀他們喬遷之喜；而「愛心大使」亦向退休老師獻
上鮮花，場面溫馨。

北官師生校友喜相聚。

十月十四日舉行的校友升中重聚日是本學年校友會活動的第一炮，去年度的畢業生紛紛把握這個難得
的機會，抽空出席活動，到校與昔日的同學和老師聚舊。
當日先由鄧校長及校友會主席為畢業生致歡迎辭，歡迎大家出席校友會的活動，接着由方主任為大家
主持「升中導航」活動，向剛畢業的同學提供寶貴意見，協助他們盡快適應中學的生活。
講座完結後，一眾校友與老師傾訴心聲，一起回憶昔日的校園生活，並分享升中的近況。其後，校友
們更到操場上玩樂。最後，校友們一起享用豐富的美食。
當天，大家都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學校，期待下一次的聚會。
趙璟老師、潘敏霞老師

祝賀校友李錫瑜先生喬遷之喜！

祝賀本校首屆老師賴少芳女士喬

校友難得重聚，來張大合照吧！

校友會委員致

歡迎辭。

遷之喜！

祝賀校友楊家聲先生喬遷之喜！

薪火相傳顯愛心。

與昔日任教的老師重聚，一定要合照留念。

開學禮暨敬師日

做個有禮北官人

本校在九月八日舉行了「開學禮暨敬師節」，讓
家長及同學向老師表達謝意及祝福。
活動當天，師生齊集禮堂，校長透過短片勸勉同
學在新學年要懂得裝備自己，應付挑戰，積極面對困
難，建立正向思維，培養良好的品行和樂於助人的
心。接着，鄧校長向同學介紹新到任老師。
開學禮程序完結後，敬師日的項目就緊接而上。
各班學生代表在
台上向老師送上
鮮花，場面溫
馨。

副校長

莫芷莉

校長與家教會主席及委員合照留念。

北官學生一踏進
校園，就聽到「各位
同學早晨！」，這是
一班精神奕奕，臉露
笑容的「有禮北官
人」向同學問好的聲
音。今年校方組織了
一支服務隊伍―「有
襟前掛着「有禮北官人」名牌的
禮北官人」，他們是
同學有禮地與同學打招呼。
三至五年級的學生，
每天在校門當值，與同學說早安。他們身體力
行，帶動同學主動地與別人打招呼。與人打招呼
代表對人尊重，也是友善和表達愛的方式。希望
同學除了在校門與別人打招呼外，在走廊、操
場，甚至在校園外，遇到認識的人都向對方微笑
點頭，互相問好，把「有禮北官人」的精神發揮
出來呢！
甄詠薇老師

歡迎！歡迎！

17-18年度新到任老師
2016-17畢業禮暨惜別會
六月三十日是我校
六年級同學舉行畢業禮
暨惜別會的大日子。
當天，各同學和家
長們一早已到達禮堂，
出席簡單而隆重的畢業
禮。我們有幸邀請到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宣教處
處長吳廣修先生蒞臨，
為畢業禮增色不少。聽
過鄧校長及嘉賓的訓詞
後，同學們逐一上台，
從校長手上接過畢業證
書，代表着他們完成小
學的學習生涯。
畢業禮完結後，各
人到附近酒店參與惜別
會。惜別會上，大會播
出各畢業生的校園生活
片段，讓大家一同緬懷
往日在校園的快樂時
光。用膳後，各同學輪流上台獻唱，表達他們對母校的熱
愛及對師長、同學的不捨之情。
在悠揚的音樂聲中，惜別會正式結束。它的結束，亦
代表各畢業生開展人生的另一章。
孔維亮老師、陳愛卿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