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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哲學家愛默生說：「一個人的存在

就是他思考的表現」。思想影響人生，而一個人的

思考方式及價值觀是從小培養的，就如著名哲學

家柏拉圖說：「一個人從小受的教育把他往哪裏

引導，能決定他後來往哪裏走。」因此，幫助孩子

建立正向的價值觀，讓孩子們學習尊重生命、熱

愛生命，是教師及家長的首要任務。

台灣大學孫效智教授提到，學校教育不僅是

傳授知識、更多的是幫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

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發展個

人獨特的生命」。北官在這方面亦不遺餘力，透過

不同的計劃及活動，幫助孩子定立生活目標，尋

找生命的意義，並從中培養孩子的希望感及成就

感，建立積極正向的人生觀。

本年度的六十五周年校慶匯演正反映出學生

們正向的特質。表演生在匯演前積極排練，表現

出堅毅的意志，亦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正式表

演時，各表演生全力以赴，施展渾身解數，潛能盡

展。活動中，服務生堅守崗位，投入服務，表現自

信。表演生及服務生出色的表現，得到外界的認

同及肯定。校慶匯演中，作為觀眾的同學亦能展

示應有的素質，不但能注重禮儀，亦懂得對表演

者報以欣賞與尊重。以上的學習經歷都有助同學

建立成就感、提升自信心，同時能幫助他們與別

人建立正面的人際關係。

在孩子的成長路上，父母和教師都是他們的

同行者。孩子需要我們的鼓勵及扶持；需要我們

給予機會，讓他們發揮個人的潛能。願我們共同

努力，幫助孩子肯定自我價值，培養正面積極的

人生觀，在生命中散發正能量。

� 鄭曉娜老師

學習，不應只是坐在課室，埋首書本之中。故此，在本年度，常識科為

各級同學安排了戶外參觀活動，以配合各級的學習內容。我們期望學生們

能跳出課室，透過參觀不同的地方，學習不同的知識，認識社會，以達致全

方位學習的目標。

� 孔維亮老師

讓孩子散發正能量

教育性參觀

同學在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 

博物館學習如何進行急救。

各就位，預備，發射﹗ 

同學在香港太空館樂而忘返。小小立法會主席正主持會議。

同學在香港歷史博館前來個大合照。

戶外學習添趣味

編者的話



To provide our stu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English in 
a fun and bona fide way, our English department has implemented a wide range of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We believe that putting ‘English in Action’ will enable ou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 genuine manner.

Activities start early every Mon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morning when the pupils 
just arrive at their classrooms before 8 a.m.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visit the P1, P2 and 
P3 classrooms on these three days respectively to help pupils read aloud high frequency 
words, stories, poems and tongue twisters. At morning recess, students are invited to 
English World to play English games and listen to stories told b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in a casual and entertaining atmosphere.  

This year we joined the PTU debating competition and had debates against other local 
schools.  The debates provided a true forum for authentic usage of English as students had 
to carefully listen to the opposing team’s arguments and respond with real-time rebuttals.  
We plan to continue with our debating program next year and go even further into the 
competition.

Right after Christmas break our entire school participated in our annual Spelling 
Bee.  Before the holiday two winners from each class were selected to enter the finals 
ready to compete.  It was a great way for our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their phonics skills 
in an engaging friendly competition.  The audience also joined the fun and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win prizes too.  

In March our school puppetry team joined the ‘Story to Stage’ competition again after 
receiving the first Merit prize last year.  A lot of work went into the performance including 
script writing, puppet making and of course having the puppets ‘come to life’ on stage.  
Their hard work paid off and the team won first prize at the competition.

In April P6 pupils had more time to have fun by playing English games run by Clementi 
College at our school hall. In early May, a group of forty P5 & P6 students were lucky 
enough to go to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to watch a play performed by their students.  
It was a very entertaining show and it showcased the ease in which their performers use 
English.  

We now look forward to completing our 2018/19 academic year with our 7th Annual 
Poetry Café.  This activity has proven to be very beneficial to our students as everyone 
gets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It helps our students with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while being a part of a team using English.

In addition to these activities, there are actually some other English activities for 
our pupils, such as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s and numerous writing 
competitions and writing to Santa before Christmas. It’s our focus to provide our students 
the chances to use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an interesting and useful way.  We 
strive to continue our progress in the coming years ahead.

 English Department     Mr. Chow Tat Keung, Mr. Crosson

Pupil audience also joined in the spelling 
fun for prizes during the Spelling Bee.

Class representatives were trying their 

best to spell the words correctly during 

the Spelling Bee.

Our representatives listened attentively to 

the opponent team’s argument.

It was a very close match!

We won the championship at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9

Pupils played English games and won prizes 
during the English Fun Day organized by 

Clementi College at our school hall.

Pupils learnt to listen attentively to enjoy an 
amusing drama performed by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students.

Pupils enjoys the stories read  by English Ambassadors at 
recess.



可愛的幼稚園生也來支持我們的匯演呢！

為慶祝六十五周年校慶，本校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十五日及十六日假柴灣青年廣場舉行六十五周年校慶匯

演，吸引了約二千多名觀眾𦲷臨欣賞，當中有嘉賓、本

校學生、家長和幼稚園生，而姊妹學校的老師亦來捧場。

匯演的主題是「魔．話．唱．舞 呈．真．美．善」，

同學透過魔術、話劇、舞蹈、歌唱……不同的表演形式

帶出智能時代教育的新定位。

是次匯演，演出的同學與觀眾一起乘坐時空穿梭

機，飛越未來，共同經歷北角官小於2054-2055學年發生

的故事。故事講述本校第一百屆小一新生，於入學日當

天，在魔法會會長帶領下，欣賞其他年級同學的才藝表

演。這班來自不同星球的小一新生——機械人透過欣賞

高年級同學的表演，深切體會到本校同學的努力、堅毅

及團結精神，從而激發他們發揮內在的真、善、美。最

後，他們回到現代，在六十五周年校慶舞台上發光發熱。

匯演中，演出的學生逾三百人，表演的元素多樣

化，有獅藝、中樂團、管弦樂團、木笛、合唱團、唱

遊、跆拳道、魔術、花式跳繩、爵士舞、中國舞、拉丁

舞、粵劇、戲劇及大型舞蹈等。匯演前，各個組別積極

練習，冀在表演時有精采的表現。匯演當天，表演的同

學全情投入，一舉手、一投足都充滿自信，水準媲美專

業的表演者，贏得台下觀眾熱烈的掌聲。

表演生固然在匯演中有所得著，而非表演生在五

月十五日亦獲安排到匯演場地欣賞表演，進行全方位學

習，以獲得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歷。

校慶匯演既提供平台，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發揮

潛能；亦能發揮各持份者的團隊合作精神，加強大家對

學校的歸屬感。六十五周年校慶匯演已圓滿結束，但相

信將會在大家心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潛能發展組   梁敏怡主任、周建茹老師

魔 呈
話 真舞 善

唱 美

感謝遠道而來的貴賓——姊妹學校的老師蒞臨。

北官的嘉賓好友聚首一堂。

鄧校長(右)、吳副校長(左)與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東區)王秀麗女士(中)合照留念，大家的笑容多燦爛！

六十五周年
校慶匯演



管弦樂團專注地演奏，
奏出美妙的旋律。

在導師的指揮下，木笛隊同學奏出

悅耳的樂曲。

唱遊組的同學舞姿多美妙。

粵劇組同學精湛的演技及唱功， 令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校長與同學真情對話，場面感人。

合唱團悅耳悠揚的歌聲響遍全場。

中國舞校隊同學翩翩起舞，風姿綽約。

戲劇組同學的造型維肖維妙。

變變變! 魔法幻影真奇妙!

大謝幕後，一眾嘉賓上台慶賀。

穿上華服的中樂團同學 

投入地合奏，樂韻悠揚。

表演跆拳道的同學拳拳有力，
腳腳有勁，實力非凡。

大型舞蹈組同學載歌載舞。

拉丁舞校隊同學年紀小小，表現已相當出色。



家長教師會主席顧慧芳女士代表學校 

致送紀念品給主禮嘉賓王學玲女士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是六年級學生畢業禮的

大日子，當天對各位畢業生來說，實在意義深遠，值得紀念。

當天下午，同學們都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回校，穿

起畢業袍後，大家便精神抖擻地走進禮堂，出席期待已久的

畢業禮。為了紓緩同學的緊張心情，在畢業禮前，同學和家

長們一起觀賞畢業生在過去六年的「學校生活剪影」。當看

着熒幕上稚嫩的自己，同學們都忍俊不禁，無不開懷大笑。

畢業禮終於開始了，學校管弦樂團隨即奏起進場曲，在

主禮嘉賓教育局副秘書長王學玲女士的帶領下，主禮團緩緩

步進禮堂，司儀逐一向大家介紹主禮團成員，當中包括鄧校

長、前校長鄧敏宜女士及一眾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

鄧校長及主禮嘉賓王女士分別致歡迎辭及勉辭，內容發

人深省。鄧校長勸勉同學必須培養正面的價值觀，例如：關

懷別人、具備信心及誠信，才能在這資訊發達的年代作出正

確的抉擇；王女士則提醒同學要提早作好生涯規劃，才能實

踐自己的夢想。相信同學們得到兩位智者語重心長的教導，

一定獲益良多。

在頒獎環節中，除了畢業生分享他們付出努力後的學習

成果外，學校更安排在本年度有傑出表現的學生到台上分享

他們的成就。當司儀宣讀傑出學生的獎項時，台下來賓不斷

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些傑出學生的表現能得到在場人士的一

致認同，相信對他們日後的學習一定有更正面的鼓舞作用。

當天的典禮上更頒發教師傑出表現獎，多位在教學、品

德及公民教育、輔導和體藝方面有突出表現的老師及團隊得

到公開的表揚，可謂實至名歸。常言道：「良師出高徒」，

同學們具優秀的表現，實有賴師長們循循善誘的教導。

六年的學習生活實在殊不簡單，不同個性的同學在師長

的教導下，透過多姿多采的學習經歷，各自發揮所長，不但

在學術及體藝方面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同學都能懷着感恩

及關愛的心回報父母、師長及同學，這都是我們作為師長最

大的欣慰。

期望同學在畢業後，能惦記着畢業禮的點滴，為自己做

人處事定立方向，作出正確的選擇之餘，亦能享受豐盛的人

生。在此祝願同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早日實現夢想！

 副校長  李燕珊

這是六年級同學共同製作送給母校的紀念品。

畢業生與主禮嘉賓、校長及班主任合照。

�六年級畢業禮~



同學在頒獎禮獲頒傑出表現獎。

三位畢業生分

別以廣東話、英

語及普通話致謝

辭，十分合拍。

恭喜獲獎的同學！

李諾思主任及周淬芝老師獲頒第二十四屆表揚教師計劃獎項

畢業禮圓滿結束，主禮團及頒獎嘉賓到台上與表演粵劇的同學合照。

合唱團憑歌寄意，為畢業生向母校獻上動聽的歌曲。

同學在頒獎禮上與我們分享他們在學術或體

藝方面的成果。

數學組獲頒傑出教師團隊獎項。

管弦樂團演奏畢業禮進場曲前，來張合照吧！

冼愛珠主任及方鳳仙主任獲頒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嘉許信。

潛能發展組獲頒傑出教師團隊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