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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最愛看的就是希臘神話，我還記得有一個講述天神宙斯把犯了事的天神普羅米修

斯趕走，還命令獵鷹啄食他的心，這故事真看得我又驚怕，又剌激；除故事外，我還愛看「十萬

個為什麼」，這本書籍帶給我很多課外知識，很多刁鑽古怪的問題，例如：「海水為什麼是鹹的？」、

「為什麼魚會睜開眼睛睡覺呢？」等……都可以在裏面找到答案，真是使我眼界大開。 

多讀多寫是提高學生語文水平的有效途徑。事實証明，能力的訓練，必須反覆

進行才有效（何萬貫，1996，1998；何萬貫、歐佩娟，1998），寫作能力和閱讀

能力的訓練，也是如此。 (謫錄自中文大學「每日一篇」網頁) 。 

 今年，家長教師會特別贊助全校同學參加今年中文大學的「每日一篇」閱讀計劃。 

又與英文科合作提供〈聯合英語出版有限公司〉「Fun English Reading Scheme」網上閱讀計劃，

網站內容包括以英語朗讀文章、字詞及段落的理解、英文文化說明及練習、句子構造訓練、聆聽 

練習、英語拼音學習、謎語等。家長及老師亦可透過學生網上練習記錄，了解他們的 

學習進度。如果同學在學年內閱讀情況理想，還可以「升級」，挑戰更高難度的文章、 

學習更高層次的知識。 

 

而且    「每日一篇」網頁設有計時器，同學開始閱讀的時候，速度會慢一些；閱讀 

得多了，速度會逐步提高，同學可以挑戰自己，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現今社會的知識每日不斷增長，如果同學能從閱讀不同類別的文章吸收到 

不同範疇的知識，可以拓展您們的眼界和視野，並使你的生活充滿樂趣。 

 

 

 

同學們，您們喜歡閱讀嗎？閱讀是一種只有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做的活動。可以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方進行，也不需要額外的用具和器材，所以可以說是一種最經濟實惠的消閒活動吧！ 

 

除了消閒和増進知識以外，閱讀課外書還令我的「作文功力」大増，你知道嗎？因為在閱

讀的時候，我們會不知不覺間把人家的寫作和修辭技巧學會了，應用於自己的文章之中。現在

我長大了，我有空閒時，還是最喜愛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例如哈利波特系列和老鼠記者的故

事等……相信你們也有不少同學看過吧，是很有趣的書呢？ 

 



「炮竹一聲除舊歲。」雖然九月廿三日並非農曆 

新春時節，是日卻是本校五十周年金禧校慶的紀念日。回想起本校自 1954

年開辦至今，無論在學術水平、教育學習環境及校風各方面，都不斷有新

的突破和出色的表現，實在使北官學生引以為傲。有見及此，是日全校師

生及教職員都為了慶賀五十周年的金禧校慶而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祝賀儀式。各班級同學約定手持汽球和小哨子在大操場集合，數過拍子，

異口同聲齊鳴炮，給金禧校慶展開了既富意義，又富歡欣的序幕。當天，

校長勉勵各同學學有所成，關心及服務社會，當一個良好的公民；更冀盼

接著的五十新時代，同學們都一起見證北官的成就。為了隆重其事，本校

同日把五十金禧校慶活動的內容刊登於明報、星島、東方及學校網站上。

「北官創校五十載，精彩節目陸續來。」同學們，記著密切留意學校網頁

上刊載有關五十周年金禧校慶的最新活動啊！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一向是一項艱辛的工作，老師所付出的精力和時間，往往與收穫不能成比。

老師對學生不僅傳授學問，還在思想上、行為上潛移默化、身教言教。當中的表表者---孔子，他終其一生都

在學習和教導人，是古時一位思想家。他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他重視教學態度，影響後世至深，

被尊稱為「萬世師表」。為紀念這位偉人的教育家，每年的九月十日定為「敬師日」。 

 

今年，家長教師會於當天為學生和家長準備了合時水果，讓每班

代表分批上台把水果致送給每位老師，在尊重、互愛、關懷的氣氛下培

養學生建立「愛人愛己」、「尊師重道」的美德。當老師接到同學親手送

給他們的水果時，臉上也展現了笑容！其實，並非我校才有敬師日的，

大旺區教育局也藉敬師日為二百多名教師舉行講座，當日我校的老師及

家長亦有應邀返國內作主講者，介紹北官推行一生一體藝及家教會等的

成就，這也是我校的光榮啊！ 

 

九月十八日，是本校第一次長周課外活動的開始。

有別於以往，除了有固定組外，今年還加設了多元智能

學習小組。先介紹固定組，老師先根據同學的意願，再

經過嚴格的選拔之後，把學生分配於各式球類、合唱團

和樂器演奏的組別中，以便進行有系統的訓練。每當學

校有大型活動的時候，如合唱團就會參與滙演，校隊也

會經常出外和其他學校進行交流觀摩，藉此增強自信

心，並可擴闊其視野。另一方面，為使學生能夠接受不

同範疇的知識，學校也設計了十五種不同形式的多元智

能學習小組。如學生選擇參加上述小組，經過校方的編

定後，每兩次長周轉換一次活動。換句話說，如你第一

次是參加書法班的話，第二次也會是書法班，到第三次

便可參加其他的活動了：如集郵、摺紙、絲花藝、彩球

串飾和香薰小手工等，真是包羅萬有，多姿多采，讓學

生發展不同的潛能，享受學習旅程中所帶來的樂趣。 

北角官立上午小學致力推行「一生一體藝」的

政策，一直以來都得到家長及學生的支持，往年，

校內以課餘興趣班的形式讓學生學習不同的樂器。

今年，為了加強學生在管弦樂方面的發展，本校與

音樂家協會合辦管樂及弦樂班，進一步提升同學在

管弦樂合奏上的技巧。 

為了增加同學對管弦樂的認識，本校於 8 月 28

日為一年級新生舉行弦樂介紹及推介會，並於 9 月

4 日向二至六年的同學舉行弦樂及管樂介紹及推介

會。在該兩天的介紹及推介會中，音樂家表演不同

的樂器來吸引學生的興趣，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欣

賞表演，反應十分熱烈。不少同學更表示對管弦樂

有興趣，大約有差不多一百位同學報讀了本校與香

港音樂家協會合辦的小小演奏家培訓班呢﹗希望那

些報讀了培訓班的同學都能珍惜學習管弦樂的機



 

 

 

 

 

 

 

 

 

家長姓名 子女姓名 班別   家長姓名 子女姓名 班別 

何美蘭 譚智仁 2C   譚美蘭 黃健開 1B 

戴麗明 盧彥男 2D   張惠芳 吳子晴 1A 

姚燕媚 沈卓仁 2E   許麗鈴 鄭潔瀅 1A 

林素鸞 陳孫婷 3A    劉云志  夏婉婷 1D 

杜耀邦 杜博之 4A   黃艷紅 湯麗英 2A 

何惠英 丁上正 4B   陳美玲 梁兆龍 2A 

陳映梅 林俊延 5A   郭琴 林展毅 2C 

謝德慧 閔姸 5A   王桂芬 衞斯鍵 2E 

黎惠梅 楊沛榆 5C   袁小碧 馮浚軒 3C 

周敏儀 林健朗 1E   馬惠薇 何偉倫 4C 

呂芳榮 葉臻鑫 1B   梁麗英 勞浚青 1E 

何群英 劉欣儀 1B   黃桂萍 梁巧欣 1E 

張珊瑛 謝子健 1B   曹廣瑞 曹家浩 1E 

吳小萍 李樂怡 1B   蘇達雅 魏曄誠 1E 

葉秀丁 李梓鍵 3A   馮蜜儀 馮月輝 1E 

李麗霞 李玨璋 2B   林興仙 劉知韻 1C 

黃皚淳 王浩洋 2B   朱素花 陳毓權 1C 

朱少蓮 羅浩泓 2C   黃遠新 莊穎琳 1C 

徐秀珊 潘振堃 2E   梁明輝/謝杞容 梁俊彥 1D 

蘇巧英 區婥靈 4A   吳錦芬 黃麗華 3A 

盧超明 盧希愉 4B   何美蘭 譚智仁 2C 

李德容 曾鉅傑 1C   胡秀珍 袁學文 3A 

金尤娜 陳銘謙 1A   鄭寶琴 陳梓謙 2D 

施秋旋 楊祖澤 1A   梁燕文 王子軒 2D 

陳朝恩 陳靖怡 1C   黃國鴻 黃懿嵐 4C 

李振祥 李劭謙 1A   趙沛珍 任子謙 4B 

劉秀卿 尹楚嵐 1A   楊愛芬 胡詠旋 4A 

夏愛莉 梅樂軒 5A   馮慶璆 廖穎怡 6A 

李越謙 李宜澄 2A   吳麗婉 施津瑜 6A 

馬潔好 陳鏗穎 3B   陳浩賢 陳妙寧 1B 

梁思卿 劉俊劭 2C   徐穎文 呂崇澤 1C 

伍敏潔 陳一銘 4C   肖明愛 楊漢榮 1C 

廖淑霞 謝仰天 6A   黃青英 張永泰 1D 

余雅珍 鄭婉婷 6C   呂少群 呂敦毅 1D 

朱素花 陳綺雯 6A   李清清 李俊源 1D 

我校的學生真是何其有福，因本校對新生及其家長，一向有強大的支

援，讓我們的學生能有充足的準備去接受挑戰。 

首先於八月廿八日舉行了一個新生家長座談會。校長及幾位主任分別向

家長們講解學校的政策及運作等，以解答他們的疑慮，更讓小一的學生進入

課室，體驗一下上課的情況，並讓他們認識班主任及科任老師。那些家長義

工，好像他們的爸爸和媽媽般關心他們，使我們的小一生能迅速適應新的校

園生活，輕鬆地學習。 

小一義務助教，我們多謝您！ 

 

親愛的家長

義工，我們

謝謝你！ 

 



李祥思 馮懿晴 1E   白玊源 黃旭鵬 3B 

尹澤群 尹建寧 1E   余翠儀 薛力行 2A 

黃秀芳 吳銘峰 1B         



 

10 月 2 日是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常委選舉。 

過去一年，家長教師會與學校携手合作，舉辦了 

十多項不同類型的精彩活動，其中冇親子旅行清潔沙灘… 

成績有目共睹。家教會與本校合作，組織了一支龐大的義工 

家長隊伍，同時更成立了陽光家長學堂，舉辦了很多課程供 

家長研習，他們亦致力推動閱讀，促進學校全人的發展。 

今年，我們更希望可以全校投票，共選賢能。當天， 

已有百多個家庭報名出席，希望各家長於 

10 月 2 日 

蒞臨本校，投出你神聖的一票！ 

 

9 月 21 日我校四位代表 6A 諸麗瑩、6A 袁梓茵、5D 洪雅仕、5C 梁寶允 

應邀參加中國婦女會友校邀請賽，獲得第三名，認真可喜可賀！ 

 
本校代表  6A 趙浩雲、黃文譽、蕭婉瑩及蕭煒綸於 9 月 25 日參加由香港青年協

進會主辦、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的「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全港小學隊際問答比

賽 2004 於九龍塘又一村香島中學舉行的初賽，成功地從參賽的 89 隊隊伍中脫

穎而出，進入最後 16 強，他們仍須參加在 10 月 24 日於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行

的複賽及決賽，與其餘 15 間學校繼續比試。 

 

日期：16-10-04 

時間：2:00pm-4:00pm 

地點：北角官立上午小學 

我們期盼你的到來，與班主任及科

任老師一同商討你子女在學校的生

活，你們的子女的適應問題及他們

在功課上的問題。 

 日期：10 月 30 日 

時間：9:00-11:30 

地點：北官 

小學也有生日會？這不是幼稚

園的玩意嗎？北官就能打破傳

統，在小學繼續辦生日會，企盼

學生能在小學生活中，領略到與

人分享快樂的樂趣，使其小學生

活中，増添姿采！ 

為慶賀北官創校 50 年，家長教師會 

不只積極籌備開幕禮的節目，並將於 

11 月 6 日(星期六)以聲色俱全的活動 

予來賓、家長和同學一起舉杯慶祝。 
剛異業的同們，我們將於 11 月 13 日(星期

六)上午舉行「校友日」，我們期盼著你們的

到來一同與我們分享你們多姿多采的中學

生活。我們亦渴望與你們分擔所遇到的一切

困難，願你們不只有愉快的小學生活，亦可

擁有快樂的中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