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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特別提早放學，校車將於正午12:00開出，
請各家長準時接回  貴子弟。

21-12-2006(星期四)
聖誕聯歡會日程

時間/年級 1-3 年級 4-6 年級 
7:30-8:00 佈置課室 準備 
8:00-9:30 課室 party 禮堂聯歡 
9:30-9:45 小息 
9:45-11:30 禮堂聯歡 課室 party 

*11:50 放學 / 
*12:00 / 放學 

健康嘉年華
為配合校本學習主題「做
個健康快樂人」及加深學
生對本主題的認識，本校
將於2007年1月22日至27
日舉行全方位學習活動周
「健康嘉年華」。

全方位學習活動周內活動包羅萬有，包括健康教育展覽、環境衞生電腦
遊戲、健康書籍推介、影片欣賞、分享健康早餐、健康講座、攤位遊戲
及製作健康小食等。屆時請各同學踴躍參加。

英語話劇、
音樂劇、
樂器演奏、
歌唱、舞蹈……

精彩節目表演
多籮籮

  聖誕「趣怪人物扮相」最佳扮相比賽 
 聖誕「最佳課室門窗佈置」班際比賽 
 「D.I.Y.環保聖誕帽」個人比賽 
 課室聖誕茶會大派對 
 抽獎 
 聖誕老人派送禮物 

(當天請佩戴學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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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訊編輯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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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就讀於筲箕灣官立中學的畢業
生(04-05年度)，學業成績上有傑
出的表現，作為北官的一份子，我
們引以為傲。

就讀於本校班級 姓名 成績 
6A 黃宇軒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6A 廖穎怡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6A 蕭婉瑩 中一級全級第五名 
6A 楊鳴謙 中一級全級第七名 

龍虎榜

高小組優異獎 低小組優異獎 
六甲 陳鎮峰 三丁 馬澤豪 
六甲 文雪瑩 二丁 黃施穎 
五甲 黃耀德 二戊 邱頌棋 
五丙 潘向謙 一丁 楊勳洛 
四甲 郭裕恆 一丁 蔡方培 

還有以下同學在兒童權利網上閱讀比
賽中亦獲得以下獎項，

另外，中文組早前替五、六年級部分同學
報名參加明報體育組舉辦的9月份《活力
之星》徵文比賽，6B班邱凱馨同學亦奪得
初級組季軍，並獲贈獎狀及書卷以作鼓勵。

其中六乙班張善浵獲得高小組二等獎，
三甲班勞浚青獲低小組二等獎。

1A 田慧心 2A 田詩晴 3B 朱崇德 4C 歐卓琳 6A 鄭樂宜 

1A 林俊彥 2B 熊沛 3B 簡葆珊 4C 盧彥男 6A 吳詠瑢 

1A 鍾燊賢 2B 曾灼珞 3B 謝子健 4D 柯耀銘 6A 余文熹 

1B 陳紀元 2B 容明蔚 3B 梁捷滔 4D 布家榕 6B 張善浵 

1B 周天悅 2C 鄧希琳 3C 梁巧欣 4D 關衍暉 6B 馮欣兒 

1B 譚朗懷 2C 劉家勁 3C 馮懿晴 5A 黃耀德 6B 邱凱馨 

1B 柯煒淇 2C 余詠鋒 3C 連欣宜 5A 張皓琳 6C 李鑑全 

1B 吳俊霆 2D 黃施穎 3D 林宜穎 5A 施令儀 6C 翟穎翹 

1B 李曉晴 2D 姚欣賢 3D 馮澤豪 5B 陳錦華 6C 葉澍陪 

1C 朱灝權 2D 關芷晴 3D 徐凌霄 5B 蘇凱霖 6D 陳一銘 

1C 何泳德 2E 邱頌棋 3E 陳銘謙 5B 方嘉琦 6D 柳珊萍 

1C 王浚橋 2E 蔡嘉茵 3E 馬敏婷 5C 傅文婷 6D 黃韻諮 

1D 蔡方培 2E 梁靜兒 3E 曾芷晴 5C 潘向謙 6D 梁倩婷 

1D 楊勳洛 3A 勞浚青 4A 郭裕恆 5C 謝詩盈 6D 劉翹鋒 

1D 李嘉怡 3A 徐展峰 4A 陳梓謙 5D 劉偉程 6D 葉松鑫 

1E 吳緣琪 3A 鄭潔瀅 4A 廖思穎 5D 莫凱然 

1E 賴映廷 3B 鄭芷琪 4B 梁珈僖 5D 王鈺婷 

1E 黃可童 3B 關雲峰 4B 陳俊傑 5D 袁學文 

2A 簡健東 3B 許晉鏗 4B 鄧依琳 6A 文雪瑩 

2A 文曉淨 3B 吳銘峰 4C 王詠昕 6A 陳鎮峰 

  

本校同學參加了小童群益會所舉辦的

網上閱讀比賽，共95名同學獲獎：

   聖誕假期結束後，便是一至五年
級的第一次考試了，各位同學，你
們是否已開始作準備了? 記得前陣
子批改同學的心靈圖誌時，有同學
反映他測一的成績未如理想，今次
的考試，同學們可要緊記努力溫習
，全力以赴，不要在收到成績表時
才感到後悔啊!

快來臨期終試

香港學校朗誦節的比賽於十一
月下旬已陸續開始，本校的學生也
得到了不少的獎項，包括：
2A 陳嘉希 中  文-詩詞獨誦-小學二年級-女子組 冠軍 

4A 李曉茵 英  文-詩詞獨誦-小學四年級-女子組 亞軍 

5A 吳泰東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五年級-男子組 亞軍 

6B 胡釗溢 英  文-詩詞獨誦-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 

1D 李彥鋒 普通話-詩詞獨誦-小學一年級-男子組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