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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是應用正向心理學的理念於學校
環境中，旨在建立學生、教師、職員及家長的正面
情緒和快樂感為重點，讓小朋友可從小在愉快的學
習環境中成長。

「正向教育」源自美國心理學家馬丁・沙利文
博士(Martin Seligman)的正向心理學理念。正向心
理學除教導我們正向思考外，還包含了品格強項及 
PERMA等核心元素。PERMA是實現幸福的元素，
當中包括正向情緒、全情投入、人際關係、意義和
成就感。沙利文博士提出，當我們了解自己的性格
強項及美德，並在生活中適當運用及發揮，就會
感受到滿足和快樂，從而建立正向的人生觀，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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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官立小學

有意義的生命。心理學家Pete rson與 
Seligman將多種關於人性的正向特質
歸納成六種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
勇氣、靈性及超越、仁愛、公義和節
制；他們亦從以上的美德中延伸出二十四
個具體而可測量的品格強項。

「正向教育」理論看似抽象龐雜，但其實與我
們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教育理論出乎意料地相似，甚
至一致。《論語・學而》第一則便云：「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
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首先，「學而時習之」，
正對應二十四個品格強項中的「喜愛學習」;「不
亦說乎」對應PERMA裏的「意義」和「成就感」，
說明學習會令人快樂的原因。「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對應了「正向教育」中的人際關係，這亦
是小朋友的快樂來源。「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
乎」則對應了正向教育中的「謙遜」和「正向情
緒」，要求孩子以正面的態度與逆境相處。正如資
深教育學家陳家偉博士所言，中國文化一開始已經
是「以人為本」和積極正向的呢！

為使孩子具備面對AI年代的素養和能力，北
官在推展正向教育上不遺餘力，致力為孩子注入正
能量。本着育人先育己的精神，北官不僅為教師提
供「正向思維」工作坊，更善用專業的支援服務，
與校外的社工團隊合作，建立各級校本正向教育課
程；同時把「正向教育」滲入學科課程、周會、班
級經營和學校活動中，務求為學生創設平台，幫助
他們建立及肯定自身的品格強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透過未來
幾年的校務發展計劃，北官將繼續有系統地把正向元
素融入校園中，讓孩子們建立正面積極的生活態度，
裝備好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邁向豐盛的人生。

鄭曉娜老師

正向教育  愉快成長

編者的話：



At NPGPS,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offer a wide range of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our students. In spite of the added challenge 
of switching our teaching to an online platform 
and the irregular school suspens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ur students haven’t missed 
any opportunity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skills and 
abilities. This is owed very much to the cooperation 
of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providers.

We have joined many English Al l ianc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SCOLAR and our students 
have surely learnt English through fun activities. 
Over 440 Primary 4 to 6 students took th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British culture in 
Unfold Stories last December.  Language Lab 
also provided online activities to 80 Primary 3 
students in an interactive story telling workshop 
in which students made their own puppets and 
created a story to inform the other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opportunity was provided in 
the Story Monster series, that taught 40 Primary 4 
students to collaborate to create a story together 
with the help of a simple animated character, the 
Story Monster. In addition, our Primary 6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do fun games online with students 
of Clementi Secondary School in May and had 
an advance experience with secondary school 
atmosphere.

Our students were also busy 
joining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as well as in-school competitions.  
Fifty one of our talented speech 
festival contestants worked very 
hard in the 72nd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with 96 percent of them 
earning merit awards or above, 
including one winner, two first-runner-ups and five 
second-runner-ups. Students joined other speech 
festivals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good news were 
heard one after the other. We also joined the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that introduced the students 
to script writing, the use of varied voice intonation 
and tone to tell an interesting story.  For in-school 
competitions, students competed fiercely in the 
annual Spelling Bee in January. In April, students 
had the chance to showcase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videos. Primary 1 to 3 students tell 
us their favourite toys, their homes and favourite 
festivals resp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upper level comrades in Primary 4 to 6 presented 
a book report of their favourite book in the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You might want 
to read the storybooks after watching their book 
sharing videos.

Activities through Zoom online platform have 
become the norm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it 
has enabled all of our Primary 5 and 6 students 
to join our NET in a weekly storytelling and open 
conversation class in the afternoon.  Topics ranged 
from learning and discussing proverbs to keeping 
up with current events in an authentic English 
atmosphere.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speak up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ll of our teachers appreciate the hard work 
put forth from our student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offering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the next 
academic year.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fun activities at NPGPS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fun activities at NPGPS

Level Topic 1 Topic 2 No. of students

P4 English Pies English Football 149

P5 English Breakfast English Sheep dogs 148

P6 English Street Food English Toe Wrestling 149

Students learned about six popular English cultures through Zoom lessons.

Students joined Language Lab to 
learn how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Zoom classroom.

Students collaborated to create a story 
together with a given premise and the help of 
an animated character, the “Story Monster”.

Students were assigned into smaller 
groups to do the story telling task 
during Language Lab activity.

Mr. Crosson Mr. Chow Tat  Keung



北官學生總是手不釋卷，對閱讀有濃厚的興趣。

李揚立之醫生給同學帶來很多小禮物。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聆聽講者的演講。

張燕媚校長（左）給李揚立之醫生（右）送上感謝狀。

同學們認真地思考投票支持哪位作家的圖書。

為響應「世界閱讀日」，本校於四月
二十二日上午舉辦了「閱讀日」活動。
當天，校方除邀請了《抗疫小夥伴》作者
李揚立之醫生到校為小一至小六同學進行
作家講座外，同時也舉辦一連串精彩的閱讀
活動，例如：師生好書推介、英文及普通話圖書共
讀、學生優良圖書課業分享、師生齊閱讀10分鐘、
香港閱讀城「第18屆十本好讀」好書投票活動等，
希望透過這些不同的閱讀活動，鼓勵學生培養閱讀
興趣，並從小養成閱讀習慣。

閱讀日提供了平台及時間展示學生的閱讀成
就。學生以聲演或圖文創作故事的形式表達他們
閱讀後的得著，精彩極了！透過學生的作品，我
們可看到同學創意十足，潛能無限。

活動當日，學生分別在禮堂內、課室內及家
中參與閱讀日的活動。校方透過現場直播的形式
讓在校的學生或留家上網課的學生都能同步進行
活動。師生表現投入，反應熱烈。最後，閱讀日
順利完成，圓滿結束。

在此希望下年度閱讀日的活動能更多姿多
彩，師生們能更「喜閱」。

增識見 探索世界樂趣添

林麗濱老師

齊閱讀

老師和學生一起專心閱讀圖書。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四月十五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本校舉辦了一系列

的活動。

當天的重點項目當然是升旗禮。雖然升旗禮因天雨關係未
能於操場舉行，要移師至禮堂進行，但仍不失其莊重。雄赳赳
的旗手在國歌聲中徐徐地把國旗升起，不論在禮堂觀禮或是於
課室看直播的師生都不禁肅然起敬。

為了讓學生對國家安全有所認識，校園內張貼了相關的海
報。學校亦鼓勵學生參加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的「2021『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此外，三至六年級同學亦

觀賞了「國家安全•你我要知」的有聲繪本。這
繪本以生動的方式，深入淺出地介紹國家安全
的資訊。

透過以上活動，相信學生能更深入了解國
家安全的意義。

為了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以發展STEM教育，
本學年六年級的探究活動於三至四月期間進行，
主題為負重動能跑車的探究；一至五年級的探究
活動於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一、二年級
的主題為陀螺轉轉轉；三、四年級的主
題為游繩裝置；五年級的主題為自製防
盜盒。

活動當天，同學都專注聆聽老師的講
解，對老師提出的難題都積極回應。動手
做時間到了，同學都全神貫注、手腦並用
地設計、測試、比較和記錄。每當有同學
測試成功，教室裏都傳來一陣歡呼聲，他
們也會雀躍地與同學分享成果。

六月九日，香港中樂團聯同本地著名劇團
「演戲家族」應邀到本校為五年級同學演出一場
精彩的音樂會，而一至四及六年級就在課室欣賞
網上版本。

演戲家族利用時下年輕人的溝通語言，再配
合香港中樂團專業的樂器演奏，讓學生認識不同
樂器、曲目背景及知識，從而引發他們對中樂的興

趣。當天演出的曲目包括：幻想曲《秦非他命·兵馬俑》（選段）、琵琶獨
奏《十面埋伏》（選段）、《夢蝶》（選段）等，演出得到老師和同學一致
好評。同學能夠有幸參與音樂會，實在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升旗隊隊員精神抖擻。

香港中樂團樂師的表演十分專注投入。

「演戲家族」每個角色都有
獨特的表演風格。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之升旗禮莊嚴鄭重。

雖然因着疫情關係，探究學習周縮短為探究學
習活動，但培養學生探究精神的宗旨仍然不變。期
盼同學都能以探究精神來迎接未來的挑戰。

副校長 李諾思

香港中樂團「賽馬會中樂360」外展巡迴演出

鄧耀賓老師

副校長 李諾思
學校張貼宣傳有關國家

安全資訊的海報。

動手做，樂趣多！

415

探究活動動手做 主動學習獲新知主動學習獲新知

備課會上，老師認真地準備探究活動。



校友會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七日（星期六）
下午舉行了「第七屆(2019-2021)校友會會員大會
暨第八屆校友會幹事會選舉及學校金禧校慶郵票轉
贈」儀式。雖然因疫情關係，當天改以視像會議形
式舉行，但不少校友會會員都很積極支持是次選舉
活動，並投以信任的一票。此外，我們很榮幸在是
次 活 動 中 邀 請 到 北 官 前 任 校 長
鄧愛蓮女士出席及見證儀式。

在會上，主席向全體會員匯
報校友會工作及財政狀況，為過
去一年的會務作總結。接着，各
校友幹事候選人在會上說出個人
候選政綱，大家都希望為母校的
發展作出貢獻，提高學校與校友
之間的聯繫。

當天除了公布第八屆幹事會選舉結果
外，亦舉行了一項簡單而富有意義的轉贈儀
式，由家教會主席郭雪茹女士作為代表把
「五十周年金禧校慶郵票」轉贈予校友會。

我們期望各位校友繼續積極參與和支持
校友會舉辧的活動，各展所長，為母校服務。

齊邁專業路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是北角官立小學的教

師專業發展日。當天，學校為老師們安排了一整天
的活動，旨在令老師們身心健康，齊邁專業之路。

早上，學校邀得蘇文傑律師到校主持講座，學
校管理委員會委員劉嘉敏女士也一同參與。風趣幽
默的蘇律師為老師講解「校園法律陷阱」，在輕鬆
愉快的氣氛下，老師知道了很多有關校園的法律知
識，獲益良多。

下午，學校為老師們預備了一連串有益身心的
活動。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動的有學習太極拳、旋風
球、躲避盤和進行競技遊戲，還有休閒的遠足活動；
靜的有「和諧粉彩」藝術創作和卡啦OK等，以上活
動均促進了老師們身心健康，增進了大家的情誼。

教師有健康的身心，自然能攜手齊邁向教育專
業之路。

學校金禧校慶郵票轉贈儀式。 校友會幹事候選人介紹個人候選政綱。

李副校長帶領老師前往柏架山道自然徑遠足。

張校長代表學校感謝朱少蓮
師傅教導老師打太極拳。

蕭老師指導老師如何打旋風球。

老師們齊齊進行「和諧粉彩」藝術創作活動。

風趣幽默的蘇文傑律師到校為老師講解
「校園法律陷阱」，使同工獲益良多。

張美智老師

余秀茵老師

馬婷恩老師

身心健康樂同行身心健康樂同行

第七屆(2019-2021)校友會會員大會第七屆(2019-2021)校友會會員大會 暨

第八屆校友會幹事會選舉及學校金禧校慶郵票轉贈儀式第八屆校友會幹事會選舉及學校金禧校慶郵票轉贈儀式



一年一度的新春聯歡會在
一片歡聲笑語的氣氛下圓滿結
束了。疫情下，學校以網上形
式舉辦新春聯歡會，讓師生均
能傳達節日的祝福，並感受節
日帶來的歡樂。

新春聯歡會當天，同學們
在班主任的帶領下在線上進行班際聯歡活動。同學
穿上美麗的華服，在鏡頭前互相祝賀。班主任先邀
請同學說祝賀說話，為新的一年帶來祝福。接着，
班主任播放老師們預先拍攝好的祝福片段，每位老
師都以不同形式向同學送上真摯的賀詞，為這不一
樣的佳節增添滿滿的溫馨感。及後，同學們細心聆
聽老師講述有關新春的文化知識，老師更派發富有
中國文化色彩的新春禮物。

北官喜訊

班 際 活 動
完 結 後 ， 當 然
是 同 學 期 待 已
久 的 聯 歡 會 表
演 。 同 學 們 透
過 視 像 會 議 共
同 欣 賞 表 演 者
精 心 為 大 家 預
先 錄 製 的 表 演
影 片 。 當 天 ，
表演環節更加插了「小藝墟才華」表演，充分展現
同學的體藝潛能，同時亦培養同儕間相互欣賞的文
化，建立愛與感恩的校園氛圍。除了校內表演，學
校更邀請了專業的團體為同學表演雜技及變臉，同
學們都眼界大開，看得目瞪口呆，掌聲不斷呢！

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最後的新春大抽獎活
動及師生大合唱為聯歡會畫上完美的句號。這個別
開生面的聯歡會為同學帶來了一個既特別又美好的

回憶。期望同學在欣賞節目之餘，同時也認
識中華文化。最後，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師生們在下學年可以一起在校園共同慶
賀佳節。

出色的雜技表演，令大家嘆為觀止。

「財神」透過幸運輪抽出得獎的幸運兒。

校長給各位同學送上祝福，
揭開活動的序幕。

富有中國傳統色彩
的變臉藝術表演。

中樂團透過網上平台為各位同學表演。

全體大合照，祝大家心想事成！

陳小蔚老師

張志文老師

爸爸，可給我講
個 故 事 嗎 ？ 大 家 知

道我的爸爸是誰嗎？
沒錯，他就是特別擅
長 講 故 事 的 林 長 茂

老師了！

恭喜！恭喜！

林長茂老師當爸爸了！

恭賀梁敏怡主任和
孔維亮老師在敬師運動
委員會主辦的「第26屆
表揚教師計劃」中獲取
奬項，以表揚他們在教
學工作中的優秀表現。

恭喜獲表揚老師

別開生面的 新春聯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