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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要達致學生全人教育的目標，除學業

以外，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也必須得到全面的

照顧。本校多年來積極培養及推動關愛校園文

化，主要在學校、家庭及社會三個不同層面推

行：培養人與人之間友愛關顧的態度，鼓勵學

生表達心意，促進學生的群性發展，讓學生學

習尊重及接納他人，懂得欣賞及關懷別人。 

在學校層面，學校從多方面推展關愛文化，

例如逢星期二的成長加油站課堂，分別透過周

會主題、班級經營和成長課，培養同學關愛他

人的態度；此外，校內服務團隊計畫如「大哥

哥大姐姐計畫」、「明燈小導師計畫」和「一

人一職計畫」等帶動了校園的關愛氣氛，培養

同學服務及關愛別人的精神，有效地發揮學生

在不同方面的才能；學校「校園電視台」的節

目亦鼓勵學生發表意見及傳遞正面的信息，增

加學生之間彼此欣賞及互相關懷的文化，其中

「服務人群在北官」環節更能明確地讓學生獲

得良好的學習榜樣，讓學生獲得正面的鼓勵及

肯定。

在家庭方面，學校積極推動家校合作及義

工服務，反映出學校與家長齊心關顧學生及有

需要人士的熱忱。學校積極推動學生參與義工

服務，讓學生和家長一同體驗服務社群的意義，

在社區中推廣關愛訊息。另一方面，義工服務

計畫亦加強了學生對社區的貢獻，更能積極地

鼓勵學生學習主動關心別人，關心周遭的事情，

甚至身處的社區。

杜劍雄主任

共建關愛校園

同學在成長課中反應熱烈。

我們是 V2 小義工，我們的宗旨是「關愛別人，服務社群」。

我們是「明燈小導師」，職責是協助輔導低
年級同學功課。愛心、關懷、耐性，缺一不可。

「十、九、八……二、一、零，二零一一年到來了，新年

快樂！」誠然，能與摯愛親朋一起迎接新一年來臨，互送祝福，

不管是走在鬧哄哄的大街，或是一家團聚於斗室中，已是一種

福氣，已值得我們感恩。

需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回顧二零一零年，剛踏入新

年不久，一月十二日海地發生七級大地震，隨後接連發生至少

三十二次餘震，海地首都太子港變成人間煉獄，遇難人數超過

三十萬，三百五十萬人受災……一年之中，世界各地大大小小

的天災人禍不用細數了，聽到年終時，南北韓黃海邊的延坪島

傳出連綿不斷的炮火聲，就意識到戰火實距離我們不遠處。

香港是一片福地，天災戰禍好像都繞道而行，即使傳出有

香港旅行團在菲律賓馬尼拉被槍手挾持的消息，我們仍相信他

們會安全返港，但……由現場響起第一下槍聲，已擊碎了香港

數百萬人的期望，事件令港人震驚心痛！然而，在我們的憤怒、

控訴還未平定之際，感謝梁媽媽以堅強的信念和無比的勇氣活

下去，還反過來安慰港人，答謝港人的支持及醫護人員的協助，

教曉我們何謂珍惜生命、何謂感恩、何謂愛。

環顧今天的香港，經濟日益繁榮、競爭劇烈，社會卻變得

更為功利，在講求效益制度下，人容易變得只著重追求即時的

利益和回報。我們更容易看重個人的得失，在不知不覺中，事

事以自我為出發。但這種生活價值觀，往往不能令我們在擁有

更多的時候會更快樂。相反當我們懂得珍惜手上所擁有的，又

帶著感恩的心，與身邊的人分享，真正的快樂才會在分享中產

生和體驗。

就正如沙士英雄——現任中大校長沈祖堯先生所說：「人

在一生中所做到的其實很有限，如果我作的事，能夠好像一滴

墨水在清水中散開，使整盤水變藍，能夠為他人帶來正面的影

響，不是更有意義嗎？」沈校長更希望，年輕人選擇事業時不

要只從實利回報的角度去考慮，要放遠眼光和確立目標，問問

自己怎樣能為世界和世人帶來最大的貢獻。

同學們，莫道自己年紀小，能力有限，新春將至，你們可

以把利是錢儲起來做些有意義的事情。我校多年來支持「育苗

計劃」資助中國山區學校辦學，讓山區兒童也有求學機會，同

學們可踴躍參與「育苗」捐款話動。此外，四月復活假期時，

校方將會組織探訪隊伍，探訪受助的學校和學童，家長和同學

們可藉此機會，一方面考察當地學校的進展，一方面身體力行

地鼓勵當地學童，親身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諦。                                                     

鄧美枝主任

編者的話～常懷感恩心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是北

官本年度首個教育營舉行的大日子。教育營為

期三日兩夜，是為五年級同學而設的，地點是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是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同學們透過不同的

營地活動，培養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並給予

他們獨立及自我照顧的機會，啟發他們的領導

才能，從而豐富他們的生活體驗。故此，五年

級的家長都很支持其子女參加是次的活動。

同學們在入營前，校方在分組上已作出調

適，不同班別及性別的同學都有可能被編成一

組，藉此希望同學們能互相幫助、分工合作及和平共處。此外，

藉著短短的半天，讓同學們能發揮群策群力的精神，共同商討在

第二天晚上進行的「天才表演」。同學們投入討論，令老師們倍

感欣慰。

第一天晚上，首個營地活動是「鬥智

鬥力大比拼」，營地導師設計了四個不同

的遊戲讓同學參與。比賽過程緊張刺激，

每一組都能發揮團隊精神，共同合作，爭

取勝利。當天晚上，同學們都十分興奮，

直至深夜，才倦極而睡。

第二天清早，大部份同學都精神抖擻，

依時在足球場上做早操。接著是數學活動，

以及讓同學們綵排「天才表演」。下午是由營地導師負責的「野

外定向」。晚上便是同學們精心炮製的「天才表演」了。同學們

有的表演唱歌，有的表演說笑話，有的表演戲劇，雖然不是每一

個節目都精彩絕倫，但他們用這麼短的時間而卻有不俗的表現，

有些組別更帶給我們驚喜，可以看出他們是多麼的用心。

最後一天早上，同學們進行了英文活動及中文活動後，便要

收拾行裝，準備回校了。這三日兩夜的營地生活，豐富了同學們

的生活體驗。同學們都期待明年的教育營呢！

梁玉卿老師

成長之旅～小五教育營

遊樂中學習～教育性旅行

同心合力齊過河。 看，校長請我們吃的雪糕多美味！

本年度，各級教育性旅行分別於十月十四日 ( 星期四 ) 及十月十五

(星期五 )日舉行。

為了拉近家長與學校的距離，本年度一、二年級繼續舉辦親子旅行，

十月十四日，一、二年級同學往大埔海濱公園旅行，除了遊玩外，又參觀

回歸紀念塔及昆蟲屋，並把觀察的資料紀錄下來，寓學習於遊樂中。

十月十五日，三、四年級同學到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旅行，除了

參觀展館，亦進行遠足活動；另五、六年級原由薄扶林自然教育

徑步行往山頂廣場，但由於當天早上下大雨，地面濕滑，我

們考慮到學生安全，故靈活地作出調動，改往山頂夏力道及

盧吉道環 徑旅行，沿途觀察及學習自然生態和認識郊野公

園的設施。此外，為配合健康校園的目標，校方鼓勵學生

自備健康午膳，大部份家長亦有為學生預備健康食物。

綜觀兩天的旅行，學生的表現都能配合學校舉辦這次教

育性旅行的目標：

1. 學生能懷著感恩的心參加旅行，多謝身

邊的親人陪同，感謝老師的籌畫及

帶領。

2. 學生積極學習，在旅行中多觀

察，在參觀展館及遠足時能多

留意身邊的事物。

3. 學生有親近大自然及強身健體的

機會。

4. 學生在大自然中享受野餐的樂趣。

                    曾國偉主任

讓我問問老師
這是什麼？

我們要堅持走畢全程。

「甩繩馬騮」在此尋。

老師和我們一起玩集體遊戲。

去旅行，心
情真興奮。 

天才表演時，
同學多投入。



十一月四日，本校四年級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目的是加

強同學對中國及香港歷史文化的認識，並培養同學對中國及香港的歸屬感。當天，

同學們參觀了博物館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此展覽共有 8個展區，分佈於

兩層展廳，介紹了香港的自然生態、民間風俗及歷史發展。「香港故事」從四億

年前的泥盆紀開始，以 1997 年香港回歸作總結，趣味與教育並重。同學們經此參

觀後不但大開眼界，而且獲益良多。此展覽同時亦引發同學對中國及香港歷史文

化的興趣和反思，繼而對中國及香港歷史文化作更深入的探究。 

任雅端老師

萬眾期待的校友日終於在十月三十日舉行了！校友

日究竟有甚麼意義呢？總的來說，校友日有兩大目的：

一是了解去屆畢業生適應中學生活的情況，從而給予輔

導及支援；二是聯繫畢業生之間的友誼及提升他們對母

校的歸屬感。

校友日的早上，畢業生興高采烈地回到母校！對著

一張又一張天真而又朝氣勃勃的面孔，老師們心裏感覺

特別溫暖，猶如再會久別重逢的老朋友。約百名畢業生

魚貫進場後，校友日便正式開始了！首先，由領導有方

的鄧愛蓮校長致歡迎辭，接著便是舊生們填寫中學適應

分析問卷；老師們透過他們填寫的資料，便可針對性地

分析舊生們適應中學生活的情況，以便進行輔導及支

援，從而幫助有需要的舊生。

鏡頭一轉，溫馨場面出現眼前，在聚餐交

誼期間，舊生們互相問好，大家重拾舊日情

誼。最後，分班聚舊時段掀起

了校友日的高潮，同學們回

到昔日一起上課的地方重

聚；他們有的喁喁細語，

有的高談闊論，大家都進

入忘我境界！

譚靜儀主任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能夠把一些

「港鐵」安全的資訊

帶給別人。

4A 許嘉諾

我是港鐵小站長

師生共聚樂融融～校友日

港鐵公司每年均透過不同途徑和舉辦活動，宣揚安全和禮讓

訊息。本年度港鐵公司舉辦「港鐵小站長計劃」，藉以推廣顧己

及人和注重安全的港鐵乘車文化。本校獲邀參與有關的計劃，讓

學生透過計劃，加強認識在乘搭港鐵時的安全守則和禮貌，學習

顧己及人的態度，以身作則，做同學和家人的榜樣，並向港鐵乘

客推廣有關的訊息。

冼愛珠主任

很高興可以參

加「港鐵小站長」計劃，

因為我不但可以參觀「港鐵」

的控制室，還可以認識關於「港

鐵」的安全知識。我會將活動

內容介紹給其他同學。

4A 劉穎翹

學生聚精會神地欣賞館內的展品。

工作前，先留心指示。

你看，我們多神氣！ 任務完成！

齊來分享精彩的中學生活吧 ! 分班聚舊時，同學暢談近
況,開心得從心底笑出來!

歷史遊踪～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學生心聲：

畢業生們正聚精會神地填
寫中學適應分析問卷。



同學的聖誕人物扮相真富心思。

「我們都希望參與中央分飯計劃呀！」看到五、

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用這樣的方式吃飯，四

年級的同學們也有這樣的期待。

有見此計劃在五、六年級運作得很流暢，並

能達到減少廚餘的目的，從而提高學生的環保意

識。因此，由十一月份開始，「中央分飯」計劃

延伸至四年級。在家長義工及老師的協助下，同

學們很快就能獨立處理分飯的事宜。另外，他們

也懂得按照自己的食量取食物作午膳，免致浪

費。

期 待 各

位同學繼續

為保護環境

盡一分力。

黃藝婷老師

「家校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北官堅持與重視的。家長與學校建立的

良好關係，建基於「多溝通」、「多了解」。所以，班主任在開學初

便主動聯絡家長，開啟溝通之門，讓雙方都了解學生在家庭及學校的

情況，以及大家的期望。在培養孩

童的過程中，家校取得共識最為理

想；有了同共的目標，教育的方法

一致，對培育學生來說便事半功倍

了。學年中的課程簡介會和家長座

談會都能讓家長了解學校的政策，

明白背後的理念。每學期終的家長

日，又可給大家總結一個學期的成

效，為下一學期而準備。此外，日

常的面談、電話聯絡、學校通告與

刊物等，亦為「家校多溝通」擔當

不同的角色。

各位家長，你們最常利用哪種

渠道與老師聯繫呢？你認為哪些方

法最有效達至雙方的溝通呢？大家

不妨再細想。

馮蘊璇副校長

家長座談會是家長和老師溝通的好橋樑。

看看我們班的食物多豐富！ 課室聯歡，樂也融融。 

管弦樂團奏出動
聽的聖誕組曲。

我們也是環保小子 家校多溝通
學生成長樂融融

課程簡介會令家長對學校的課
程更了解，雙方更容易配合。

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北官聖誕聯歡會的大日子，當天不少學生以聖誕主題悉心打

扮一番，加上學校的聖誕佈置，整所學校都洋溢著聖誕的氣氛。 

當天的節目分為兩部份，一至三年級及四至六年級同學按時間到禮堂進行聖誕

派對及在課室進行聯歡活動。難得的是家長也一同參與，他們除了可以到禮堂參與

聖誕派對外，還可以進入子女的課室一同參與聯歡。

禮堂派對的第一個節目是本校管弦樂團的表演，台上共有二十多位表演學生奏

出十分鐘的聖誕組曲，他們把樂曲發揮得淋漓盡緻，得到在場各位嘉賓及觀眾熱烈

的掌聲，演出十分成功。

其後，有同學期待的聖誕遊戲節目，同學玩得開心，又得到禮物。當天除了有

聖誕 e-card 設計比賽的頒獎環節，還頒發最佳聖誕人物扮相及最佳聖誕帽的設計獎

項。最後，「聖誕老人」更到來為我們進行抽獎呢！歡笑聲中，同學度過了一個既

愉快又難忘的聖誕聯歡會。

鄧耀賓老師

聖誕聯歡多姿采 

大家想收到聖誕老人的禮物嗎？

看，四年級的同學多自律。

管弦樂團團員奏出悅耳的聖誕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