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度最後一次的長週，校方為六至八月份生日的同學們開了
一個盛大的「生日會」，當然少不得為三月至五月的壽星仔女補祝生
日，可記得五月生日會因天雨停課而取消。經班主任悉心的安排及
加上熱心的家長們精心泡製的食物，讓同學們分享美食及生日蛋
糕，歡欣地遊戲玩樂之餘，最重要的還是向生日的同學獻上無限的
祝福，更期望他們學會感謝父母的愛護、關懷與裁培。 

透過這次分享喜樂的活動，同學們之間的關係更密切，對學校的
歸屬感更向前邁進一大步。 
 

 

    2004 年 6 月 30 日是本校師生接受亞洲電視節目《開心大發現》的「四
人無影櫈」大挑戰，我們充滿活力的張志文老師、丁鵬程老師、梁健恒老師、
陳家銘老師和另外八位自動請纓、勇敢過人的同學，向極高難度的四人無影
櫈動作挑戰，他們根據力學及在重心的轉移下，結果不負眾望，在驚險萬分
的過程順利過關，贏得在場過百位在場的師生震耳欲聾的掌聲，完美地見証
了勇於嘗試、排除萬難的北官大無畏精神。本校的無敵師生能有如此佳績，
作為北官的一分子，實在感到無窮的驕傲、無比的自豪！不過，各位同學請
緊記，當天參加挑戰的師生都經過了「長」時間的專業訓練，請大家不要胡
亂模仿，以免扭斷腰骨啊！ 如想一睹各猛男的英勇表現及找出是次活動的奧

秘，密切留意 7 月 26 日的「開心大發現」。  
 

沒想到這個六月的南風天，會熱辣得那麼的厲害，空氣是沉甸甸的，壓得人透不過氣來。這燠

熱的天氣，令人渾身盡是說不出的懶怠勁。不！一點也不，瞧吧，學生們不是興沖沖的參與一連串的

試後活動嗎？回想那天中文講故事比賽，那怕額頭上的汗珠子大顆大顆的直往外冒，學生們揩汗的揩

汗，搧涼的搧涼，個個都怔怔的瞅著台上的比賽學生。有的囁囁嚅嚅的， 

心裏害躁得很，好不容易才把故事說完；有的卻能把個極平凡的故事說得 

鮮龍活跳，贏得鑼鼓喧天的掌聲。接下來的就是跨學科問答比賽，今年新 

增了台下答題，台下學生不再是光坐發獃。那天，禮堂裏熱得好像發了煙， 

背上的汗水一條一條的流著，座墊也是粘濕粘濕的。儘管是這樣，學生們 

都靜靜的注視著台上的「戰情」，每當台上的答錯了，台下的總是發出轟 

然的哎呀聲；答對了，則是一疊聲的嚷著：「喔！他真能！」。比賽就在 

這此起彼伏的喧嚷聲中結束了。 

活動完結了，但，空氣仍濁重得很，好像要壓到額頭上來； 

薰風吹來，只覺臉頰直發汗。 

北角官立上午小學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888 號 

電話：25617130 傳真：25628814 

網址：http://www.am.npgps.edu.hk 

 07-2004     校訊編輯組主

編 



    一個能讓同學們發揮演藝才華的 626音樂劇匯演

終於曲終人散，平時靦腆的小孩子們於台上各施其

技，有機會欣賞過的觀眾們無不拍案叫絕。身懷絕技

的同學是不是蠢蠢欲動欲一展身手呢？校方亦期望

無緣參與匯演的同學能一展所長，因此「北官小藝墟」

不足兩天便立刻誕生了，讓同學們能於小息時施展渾

身解數，盡情顯露其體藝天份。學校希望透過這種街

頭式雅俗共賞的表演，讓北官學生們能爭取表演機

會，增強自信，於未來公開演出時能將其才華發揮得

淋漓盡致，取得卓越成就。更期望小觀眾們能學會欣

賞別人，對表演者應有的表現及態度，以示尊重及鼓

勵。上週兩天，四至六年級同學已於小息時在大操場

上欣賞過同學們精彩的的演出。而下學年「北官小藝

墟」將全面推廣，低年級的同學們又怎少得你的份兒

呢，下學年見！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1D 3D 2B 

高級組 6A 4D 5B 

 

穿上鮮明制服，活潑精神的小女童
軍，是校內最受女同學歡迎的制服團體，
在學校各大型活動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
色，她們的服務與支援建立了一個自主、
自律、自立的形象。來年我們將成立「小
小女童軍」，讓小一及小二的女同學有機
會加入這個大家庭。小小女童軍學習定立
目標、遵守紀律、與人合作及溝通。在這
個充滿鼓勵及機會的環境下，同學能透過
循序漸進的學習，發揮潛能，使身心得到
全面的發展。請小一小二的小女孩踴躍參
加，勿失良機。 

 

級別 班別 中文姓名 獎 

一年級 

1E 郭裕恆 第一名 

1B 湯國華 第二名 

1D 陳梓謙 第三名 

二年級 

2E 李梓鍵 第一名 

2A 許延鋒 第二名 

2D 梁顥維 第三名 

三年級 

3B 胡詠旋 第一名 

3C 鄭樂宜 第二名 

3A 胡詠心 第三名 

四年級 

4A 歐陽偉 第一名 

4A 袁愷蓮 第二名 

4A 梁棨淘 第三名 

五年級 

5A 趙浩雲 第一名 

5A 黃文譽 第二名 

5A 蕭婉瑩 第三名 

六年級 

6A 趙浚宏 第一名 

6A 蕭筠悅 第二名 

6A 陳婉珊 第三名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冠軍 6A 吳芷翹 

亞軍 6B  吳銘珊 

季軍 5B  何欣濃 

 

班別 中文姓名 班別 中文姓名 

1A 許泓洋 4A 區嘉希 

1B 梁美雪 4B 鄭穎思 

1C 馮楚懋 4C 謝泳鈺 

1D 張家朗 4D 曾炫梵 

1E 馮美延 5A 陳子傑 

2A 高  翔 5B 吳于婷 

2B 黃天恩 5C 陳可欣 

2C 魏銘成 5D 潘錦銳 

2D 洪聖賢 6A 秦旭東 

2E 陳宏東 6B 陳詩珊 

3A 黃懿嵐 6C 麥詠芯 

3B 陳浩忻 6D 朱嘉耀 

3C 王毅文     

3D 陳沛臻     

3E 魏羚恩     



 

  

班別 中文姓名 班別 中文姓名 

1A 李立婷 1A 湯麗英 

1B 廖思穎 1B 湯國華 

1C 伍倩童 1C 黃曉彤 

1D 許章德 1D 王子軒 

1E 關素碧 1E 蔡浩軒 

2A 黃麗華 2A 劉俊皓 

2B 莫以琳 2B 陸曉喬 

2C 陳葦同 2C 郭思然 

2D 石韻賢 2D 張皓琳 

2E 陳姵希 2E 鄺紹基 

3A 梁文騫 3A 文雪瑩 

3B 胡詠旋 3B 翟穎翹 

3C 鄭樂宜 3C 袁名俊 

3D 謝曉捷 3D 韋朗彥 

3E 黃浩銘 3E 蘇穎恆 

4A 王子峰 4A 吳楨煒 

4B 辜舒逸 4B 郭思齊 

4C 李曉棋 4C 潘淑媛 

4D 陳雅彤 4D 陳福明 

5A 謝仰天 5A 劉明慧 

5B 黃曉琳 5B 吳于婷 

5C 馬靖霖 5C 關潔珊 

5D 張佩誼 5D 龐善馨 

6A 趙浚宏 6A 蕭筠悅 

6B 李卓樫 6B 李汶洛 

6C 盧綺雯 6C 鄭嘉輝 

6D 吳詠琦 6D 王柵惠 

 

班別 中文姓名 班別 中文姓名 

1A 霍宣佑 1A 鄧依琳 

1B 葉靄靈 1B 何俊昇 

1C 朱家橋 1C 盧曉程 

1D 須之悅 1D 馮  昕 

1E 須之衡 1E 胡曉彤 

2A 張詩韻 2A 蕭煒源 

2B 王瀚霆 2B 蘇凱霖 

2C 馮浚軒 2C 王家盈 

2D 陳嘉熙 2D 關淑賢 

2E 李梓鍵 2E 區詠怡 

3A 區婥靈 3A 胡詠心 

3B 陳鎮峰 3B 楊艾芳 

3C 張善恆 3C 林奕君 

3D 陳湛翀 3D 葉澍陪 

3E 張旭恆 3E 廖卓盈 

4A 林宜養 4A 陳朗皓 

4B 梁穎琛 4B 戴鈺凝 

4C 李思穎 4C 林賢鵬 

4D 黃偉辰 4D 龐善雪 

5A 蕭婉瑩 5A 陳天姿 

5B 譚啟宇 5B 勞安堯 

5C 余韻俐 5C 張  昊 

5D 鄭梓豪 5D 梁婉瑩 

6A 陳琬姍 6A 梁嘉麗 

6B 施曉瑩 6B 梁梓衡 

6C 蔡章嵐 6C 王曉彤 

6D 洪浩嵐 6D 吳詠琦 

 

恭喜各位得獎

的同學！ 



班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1A 李玉婷 麥麗婷 陳俊傑 

1B 伍嘉欣 李玨璋 翁煒倫 

1C 楊翰申 朱家橋 施津淇 

1D 陳玥翎 楊其琛 王詠昕 

1E 李國樑 歐陽苑瀅 郭裕恆 

2A 余倩庭 黃麗華 嚴浩文 

2B 黃學誠 蔡嘉琪 李樂敏 

2C 馮浚軒 林宜宥 梁海亮 

2D 張皓琳 黃耀德 傅洛鈫 

2E 謝翰翔 陳佩希 陳家濠 

3A 胡詠心 任子謙 何倩瑩 

3B 翟穎翹 陳浩忻 鄧樂宜 

3C 施穎怡 邱婉彤 林奕君 

3D 梁潤添 馮秀慧 許靖怡 

3E(RT1) 余煒鈴 魏國豪 /  

3E(RT2) 林賢程 陳子東 /  

 

班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4A 林宜養 盧希蕙/王曉彤 /  

4B 陳昊怡 戴鈺凝 梁穎琛 

4C(RT1) 李曉琪 潘淑媛 /  

4C(RT2) 林賢鵬 黎鐵鴻 /  

4D(RT1) 葉慧婷 侯俊傑 /  

4D(RT2) 吳祖宜 陳雅彤 /  

5A 石依蕊 陳煒盈 陳天姿 

5B 吳卓倫 高頌恩 劉嘉儀 

5C (RT1) 馬靖霖 洪君欣 /  

5C (RT2) 蘇嘉媛 林凱定 /  

5D (RT1) 龐善馨 李慧敏 /  

5D (RT2) 陸政宇 唐健強 /  

6A 文蔚芝 李慧兒 程康恩 

6B 吳汶蔚 陳慧恩 吳銘珊 

6C (RT1) 林翰飛 馮楚瑜 /  

6C (RT2) 任明敏 盧婉雯 /  

6D (RT1) 傳劍明 李善怡 /  

6D (RT2) 林淨楣 黃佩儀 /  

 

 

班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4A 李詠騫 盧穎宜 林宜養 

4B 陳埼鋒 麥高倫 林津 

4C(RT1) 劉倩儀 莫浩湣 /  

4C(RT2) 何依旻 李俊毅 /  

4D(RT1) 黃冠峯 張浩然 /  

4D(RT2) 曾炫梵 鄺文軒 /  

5A 陳煒盈 楊鳴謙 陳俊亮 

5B 吳昊晨 張皓婷 譚啟宇 

5C(RT1) 余韻俐 黃諾賢 /  

5C(RT2) 郭劭康 林濤 /  

5D(RT1) 鄭梓豪 馮正毅 /  

5D(RT2) 蔡梓杰 游嘉希 /  

6A 趙浚宏 黃俊揚 吳芷翹 

6B 施君傑 彭文耀 吳綺莉 

6C(RT1) 陳雅雯 黃煥然 /  

6C(RT2) 季鈺玲 陳瑋莊 /  

6D(RT1) 呂晴 曾妮 /  

6D(RT2) 林廣新 /  /  

 

最佳中文圖

書閱讀獎 

學生姓名 

一年級 李國樑 

二年級 余倩庭 

三年級 施穎怡 

四年級 林賢鵬 

五年級 石依蕊 

六年級 吳汶蔚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李玉婷 王衍祺 霍宣佑  4B 高琳 麥高倫 林俊延 

1B 朱正元 伍嘉欣 沈浩域  4C(RT1) 陳展浚 潘嘉麟 / 

1C 譚智仁 朱家橋 劉俊劭  4C(RT2) 梁寶允 謝泳鈺 / 

1D 陳梓謙 邱栢燊 馮昕  4D(RT1) 章奉慈 李世鈺 / 

1E 吳倬熙 沈卓仁 須之衡  4D(RT2) 周俊鋒 趙文灝 / 

2A 黃麗華 許延鋒 伍倩儀  5A 陳樂熙 劉明慧 王嘉晟 

2B 陳頌堯 洪展熾 王瀚霆  5B 溫浩喬 孫鴻輝 韓慧琦 

2C 馮浚軒 陳耀輝 郭思然  5C(RT1) 李奕彤 郭進傑 / 

2D 黃耀德 馮樂鈃 張皓琳  5C(RT2) 林凱定 曾均浩 / 

2E 謝翰翔 陳姵希 李梓   5D(RT1) 蔡豪強 顧澍生 / 

3A 譚建恒 曾泉淦 王俊熙  5D(RT2) 梁婉瑩 潘錦銳 / 

3B 卓慶兆 楊艾芳 蔡汶錠  6A 余綺凌 葉雅兒 李嘉雯 

3C 林奕君 莊德駿 余穎雯  6B 梁梓衡 楊兆錡 黃志森 

3D 陳湛翀 韋朗彥 戴悅晴  6C(RT1) 蔡章嵐 余翠姍 / 

3E(RT1) 梁倩婷 王韻瑜  /  6C(RT2) 季鈺玲 陳瑋莊 / 

3E(RT2) 魏羚恩 廖卓盈  /  6D(RT1) 龔男楷 曾妮 / 

4A 歐陽偉 李浚烽 關芷瑩  6D(RT2) 周健 施明興 / 

 



級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級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E 關素碧 1C 朱家橋 1B 湯國華  

四年級 

4A 劉志杰 4C 吳卓恆 4B 李俊毅 

1E 須之衝 1C 譚智仁 1B 何浚昇  4A 張昉翹 4C 林賢鵬 4B 陳宇軒 

1E 楊逸榮 1C 劉俊劭 1B 廖思穎  4A 劉梓欣 4C 潘嘉麟 4B 林俊延 

二年級 

2A 黃麗華 2D 梁顥維 2E 李梓鍵  

五年級 

5A 袁梓茵 5B 柳佩盈 5C 曾傑培 

2A 蕭煒源 2D 黃耀德 2E 鄺紹基  5A 鄺柏津 5B 傅旭暉 5C 譚嘉琪 

2A 張詩韻 2D 張皓琳 2E 陳通達  5A 趙浩雲 5B 林劍鋒 5C 李奕彤 

三年級 

3A 王俊熙 3B 陳鎮峰 3E 黃浩銘  

六年級 

6A 趙浚宏 6C 鄭嘉輝 6B 梁倬維 

3A 區婥靈 3B 胡詠旋 3E 莫灝楠  6A 文蔚芝 6C 梁戩軒 6B 梁家熙 

3A 何倩瑩 3B 蔡昌佑 3E 梁啟鋒  6A 黃俊揚 6C 沈栢濂 6B 蔡樂琦 

 

 

Form 1st 2nd 3rd 

P.1 1C  Tam Chi Yan 1E  Kwok Yu Hang 1B  Ho Tsun Sing 

P.2 2E  Koo Pui Sze 2D  Yung Yeung Jamie 2B  Sze Ling Yee 

P.3 
3D  Yip Chung Yam 3A  Ho Sin Ying 3E  Cheng Oscar O Hang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劉俊劭(1C) 廖思穎(1B) 馮昕(1D) 

二年級 禇國然(2B) 陳葦同(2C) 何倖儀(2D) 

三年級 戴藹琪(3D) 陳子東(3E) 張善恒(3C) 

四年級 麥高倫(4B) 陳柏呈(4D) 李思穎(4C) 

五年級 蕭煒綸(5A) 蔡筠怡(5D) 朱喬琛(5C) 

六年級 吳汶蔚(6B) 吳詠琦(6D) 麥詠芯(6C) 

 

從前有一個雪人和他的

好朋友‧‧‧‧‧‧ 

 Form 1st 2nd 3rd 

P.4 
4A  Man Yin Tan 4B  Li Chun Ngai 4C  Poon Ka Lun 

P.5 5B  Mok Wing Yee 5A  Sze Chun Yu 5D  Cheng Tsz Ho 

P.6 6C  Lo Yee Man 6B  Li Man Lok 6A  Li Ka 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