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九期 
200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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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衞生署及教育統籌局於五
月十三日發出的最新指引，由於禽流
感及流感的威脅逐步放緩，本校已於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一) 開始停止執行
檢查同學體溫表的措施。但各同學及
家長仍需繼續注意個人及公共衞生，
以減低病毒互相傳染的機會。假若同
學於上學或離家前發現有發燒或身體
不適等流感徵狀，都不應回校上課或
參加課外活動，並應立即求醫診治。 

 

 

近日本校不時收到校外人士表示，發現本校學生不時在公共

交通工具或公共場合中態度表現欠佳。既在公共巴士上坐姿

欠佳，又在地鐵車廂內進食及喝飲料。故請各同學於公共場

所內宜多加自我約束，以期維持本校學生優良的形象和聲

譽。作為一個關心自己子女的家長，亦應多提點及支持他們

接受學校的教育和遵守學校的規則。 

 
 
本年度「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本校再一次創下輝煌的成績，共奪得兩項一等獎、一項二等獎、
一項三等獎及十五項優異獎，而 5A 陳嘉禧同學及 5C 黃懿嵐同學較早前更獲大會提名代表香港特區參加
「第二十一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香港賽馬會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06 獲獎名單如下﹕ 
類別 獎項 作品名稱 班別 學生姓名 導師 

論文 一等獎 天然色素好處多－花青素 5A 陳嘉禧     許佩璇 

發明品 一等獎 防夾手釘書機 4A 張詩韻 蔡沅彤 李君凌 林育峰 

發明品 二等獎 方便口鼻檢查器 5C 黃懿嵐     許佩璇 

論文 三等獎 怎樣可以增加荷蘭鳯凰的繁殖數
量 

5B 林韋行     梁健恒 

論文 優異獎 植物葉子的數量與凋謝速度的關
係 

5A 黃凱瑩     許佩璇 

論文 優異獎 我們對有機蔬菜的認識 5B 陳小清 許靖怡 薛玫梅 梁健恒 

論文 優異獎 檸檬的奧秘 5C 梁潤添     許佩璇 

論文 優異獎 霉菌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5C 黃浚彥 何偉倫   許佩璇 

論文 優異獎 實驗報告－酸雨造成的影響 6A 李俊毅     周達強 

發明品 優異獎 閱讀抄寫好幫手 6A 林宜養     周達強 

發明品 優異獎 多邊形模板 4A 黃耀德     林育峰 

發明品 優異獎 精靈餐具 6C 頼焯垚     單淑蘊 

發明品 優異獎 衝紅燈警報器 4A 莫以琳 李鈺祺   林育峰 

發明品 優異獎 多功能搖控車 6C 吳承軒 梁偉揚 林梓謙 單淑蘊 

發明品 優異獎 神奇筆筒 6D 張卓詩     林育峰 

科幻畫 優異獎 未來世界 6B 袁浩鋒     梁媚 

科幻畫 優異獎 海底酒店 4A 張詩韻     林長茂 

科幻畫 優異獎 兒童良伴小露寶 1B 王倩潼     鄧美枝 

科幻畫 優異獎 未來的城市 6B 李彥     梁媚 
 



我校最近接獲文理書院的來函，讚揚本校過往七名的畢業生，他們全均考獲全級十名以內。恭喜！恭喜！ 

姓名 就讀中學 就讀年級 成就 

黃諾賢 

文理書院 

中一 上學期考獲全級優異成績第八名 

陳雅雯 

中二 

上學期考獲全級優異成績第三名 

王怡清 上學期考獲全級優異成績第八名 

盧婉雯 上學期考獲全級優異成績第十名 

程梓豪 

中三 

上學期考獲全級優異成績第二名 

曾芷欣 上學期考獲全級優異成績第六名 

李德霖 上學期考獲全級優異成績第七名 

 

 

 

本年度我校之開放日謹定於 2006 年 5 月 27 日及 29 日在本校舉行，我

校很高興邀請陳漢輝博士蒞臨主禮。屆時將有多個由學生負責表演的節

目，敬希各家長、同學能於百忙中抽空到校出席，共同分享同學們於活

動中所付出之努力。 

 

期終考試將於 6 月 13 至 16 日舉行，同學們緊記於考試前勤

加練習，以爭取好成績。現在就讓我們來重溫一下考試前的小

錦囊： 

1) 於考試前保持輕鬆心情，不用加重自己的壓力，盡量發揮自

己的能力。 

2) 考試前檢查清楚是否收齊科任老師所派發的功課。 

3) 為自己訂定每科的溫習時間表。 

4) 維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如 : 考試前有足夠的休息及睡眠，

好讓自己有精神應付當天的考試。 

5) 自己要盡力和努力，溫習老師於上課時的教學內容。溫習考

試範圍，加緊練習。 

最後，希望各位同學都能於考試中取得理想的成績，大家記緊

努力溫習，加油! 

 

我校同學分別在 2005-2006 年度全港小學劍擊

比賽及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中再獲殊榮。得獎同

學名單如下： 

2005-2006 年度 

全港小學劍擊比賽 

港島東區男子初級組季軍 

.  

5B 林韋行  

5C 梁潤添  

5D 葉松鑫  

2005-2006 年度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港島東區女子組冠軍 

.  

4A 張皓琳  

4A 黃麗華  

5A 區婥靈  

5A 吳詠瑢  

6A 趙文琪  

6A 梁穎琛  

6A 盧穎宜  

6B 鄭穎思  

6C 梁寶允  

 

 
北官檔編輯委員會 顧問：鄧敏宜校長  統籌：李明佳主任  執行編輯：周建茹老師  編輯：岑佩華老師、陳詠儀老師、甘露好老師 

2006 年 5 月 20 日下午，北官龍獅隊應城市青年商

會之邀請，出席該會 25 周年及第十屆創意創業大賞

開幕典禮的表演嘉賓。當天由王國祥師傅、林育峯

老師及蕭淑賢老師率領本校龍獅隊隊員及舊生們，

往紅磡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表演。台上龍騰飛躍，台

下獅王爭輝，表現得非常出色，博得全場熱烈的掌

聲。 

 

 

主題： 「 通識學習新思維 綠色力量齊發揮 」 

主禮嘉賓： .陳漢輝博士 

     香港工程師學會環境分部前主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基金委員 

參觀時間：2006 年 5 月 27 日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 嘉賓、家長及校友參觀 ) 

  2006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一)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正 

  ( 幼稚園集體預約參觀 ) 

表演節目﹕包括跆拳、武術、啦啦隊、芭蕾舞、中國舞、功夫舞、管

弦樂團、敲擊及節奏樂、合唱團(中年級和高年級)、 

中樂團、鐘鈴、電子琴、戲劇、英語話劇、 

普通話音樂劇和粵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