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高興能夠擔任廣東道官立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我是一位專業的建
築測量師，現為國建寶建築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主要從事樓宇翻新，改建及加建，
樓宇設備安裝工程等工作。本人帶領公司同工共同努力，曾獲卓越維修承建商等多
個獎項。我還考獲多個專業資格，如英國皇家特許建築測量師、香港測量師學會
會員、香港設施管理學會會員、專業設施經理及英國建築工程師協會會員等。而
且，我連續四年榮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的「義工運動」義工服務金獎。
  雖然我每天應付比一般人多和沉重的工作，但不論工作如何繁忙，我仍然積極
參加多個義務青年及青少年團體舉辦的活動，例如：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香港
女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各省市青年聯合會等。我希望
藉此幫助別人外，更讓我的子女從小明白幫助別人的重要性，更希望將自己積極樂
觀的態度帶給別人，從而令自己和別人得到更大的快樂。
  我希望透過參加義務工作，能夠把我的積極、樂觀的做人之道感染更多的朋友；我更希望藉著加入校管
會，分享自己的經驗，為廣東道官立小學出一分力。

學學校校管理管理委員會委員會新任委員新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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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顧問：張燕媚校長  編輯小組：林詠坤老師 梁世章老師

校訊校訊
第一期第一期廣東道官立小學廣東道官立小學

徐小龍先生

校校 長長 的的 話話
  於繁囂、熙來攘往的尖沙咀廣東道上，靜靜地屹立著一座具有近
五十年歷史的廣東道官立小學。踏進校園，最吸引我的並不是偌大的校
園，又或是華麗的裝潢，而是洋溢在學校每一角落的那份「情」。廣小
的老師、學生及家長相互之間存在著一份濃厚的感情和真摯的關懷，因
此學生在此環境中成長，重視人際關係的優良傳統早已植根在他們的心
中。他們除了獲得關愛，更學會懂得愛護別人，具備這種優良品德的廣
小學生將來必定能締造和諧的社會。
  廣小的教師是一支專業、積極和充滿活力的團隊，他們除了不斷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發展學生的潛能外，更積極提供多元化的校內、校外活動，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
他們對教育的付出，真是值得讚揚！
  每一個廣小的孩子都是寶貴的，他們每一個都是獨特的個體，具備不同的特質，因此我們發掘他們
的長處，並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栽培他們，因為我們深信每個學生都可以成功。
  在日常的接觸和在不同的家長聚會及活動場合中，我深深感受到廣小家長對學校的支持和信賴。家長
對家長教育講座熱衷的參與，在學校形形色色的義務工作上的投入，正是對子女最好的「身教」  終身學
習，回饋社群。
  我深信廣小在穩固的根基上，能一方面秉承以往的優良傳統，注重全人教育，對學生關懷備至，另一
方面能落實教育改革的精神，積極推動課程發展，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提供優質教育，培育具批判性思考
的新一代。

張燕媚校長張燕媚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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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國慶節期
間，本人有幸獲得香港教
育局的邀請參與了第二屆
「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
專業交流團」（後簡稱訪
京團）。是次的訪京團活
動約有二百人參與，目的
是希望讓香港的校長及教
師更深入了解國家在教育

事業方面的發展情況。
  是次訪京團的活動確是既豐富又
有意義，當中包括前往北京市海淀區實
驗小學參觀交流，於人民大會堂內與全
國政協副主席李蒙會面，並參與聆聽專
題報告《全國教育事業第一個五年規
劃》，參觀北京奧運場館，參觀我國的
部隊訓練，參觀首鋼集團，觀看北京軍
區文藝演出，並於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
儀式等等。
  透過是次活動，本人不但充分體
驗到我國在教育事業發展方面的進步
和優勢，而且更認識了不少本港的優
秀教師，在與他們的專業交流中，本
人實在是獲益良多！
  此外，本年在十月十二日至十四
日期間，本人榮獲中央教育科學研究
所邀請，到四川省成都市出席「首屆

兩岸四地小學數學教育研討會暨課堂
教學觀摩」學術活動，並在是次活動
中成為了其中兩節示範課的施教者。
在是次學術交流活動中，香港、澳門
和台灣的教師均有機會透過兩教節的
數學課，讓內地的數學教師觀摩不同
地區不同的教學風格，再通過研課和
討論的環節，進一步進行專業的交流
和溝通。
  能夠與內地、澳門和台灣的數學
教師作近距離的交流和學習，實在是難
能可貴。而且在研課和討論的環節中，
來至內地不同省市的數學老師都對本人
的教學給予了肯定，並提出不少寶貴的
建議。再者，透過觀察台灣著名數學教
師的數學課，本人亦獲得不少的啟發。
這次可貴的經驗，相信定能對本人日後
的教學工作，發揮正面而具推動性的作
用。

  除了與內地、澳門和台灣的數學
教師有交流的機會之外，本人於十月
三十日和十一月十二日亦分別與農圃
道官立小學和港澳信義會小學的老師
作主講及分享本人在數學科的專業心
得，並在廣小進行了兩節數學科示範
課。在這兩次的專業交流活動中，我
們不但就著數學科科本的問題作深入
討論，還就著學生在學習數學時所面
對的難點及有關的解決策略交流心
得。雖然兩次交流的時間都只有短短
的三小時，但彼此間坦誠、積極和有
效能的溝通卻使本人獲益不少了呢！

陳慧玲主任

  本人榮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於九月二十八日出席「小學課程統籌
主任的職責及專業發展」研討會，為新任小學課程主任作經驗分享。本人
當天的分享內容包括：課程統籌主任的職責、工作範疇、校本學習活動及
個人感想等。在場的課程統籌主任不但細心聆聽，而且踴躍發言，因此研
討會的互動氣氛良好，本人也愈說愈起勁。在答問環節中，多位課程統籌
主任主動向本人提出一些日常工作上遇見的問題，本人樂於分享個人的經
驗，彼此可謂坦誠地作經驗交流，研討會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目前，本
人更與這群對工作充滿熱誠的課程統籌主任保持緊密的聯絡，延續工作經
驗分享。對本人來說，是次演講實在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它不但能提升個
人的專業發展，同時亦為本人擴闊工作上的網絡，可謂收穫甚豐。

多元化的專業交流
 有助提升教學效

能

「小學課程統籌主
任的職責及專業發

展」研討會 

「小學課程統籌主
任的職責及專業發

展」研討會 

港澳信義小學的十一位數學科老師港澳信義小學的十一位數學科老師
到本校進行觀課和交流。到本校進行觀課和交流。

吳丹主任吳丹主任與內地、澳門和台灣的代表與內地、澳門和台灣的代表
攝於會場門前。攝於會場門前。

吳 丹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獲獎老師)

陳慧玲主任向各校陳慧玲主任向各校
的課程統籌主任分的課程統籌主任分
享工作經驗。享工作經驗。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總課程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總課程
發展主任魏國珍女士頒發發展主任魏國珍女士頒發
紀念品予陳慧玲主任。紀念品予陳慧玲主任。

吳丹主任與教育局吳丹主任與教育局
局長孫明揚先生攝局長孫明揚先生攝
於人民大會堂新聞於人民大會堂新聞
發布廳內。發布廳內。

建立分享文化 
果建立分享文化 

  本校師資優良，教師充滿教學熱誠，更具備教育專業知識。在上學期短短數月間，本
校數位教師已獲教育局邀請出席不同的教育研討會擔任主講嘉賓，與友校甚至國內教師進
行專業分享，為提升本港教師的專業水平作出貢獻。 「有效應用資訊科

技於體育科學與教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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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獲邀於10月20日為教育局體育組及資訊科技組作客席導師，提供資訊科技在體育科的應用系列課程，引導中、
小學體育科主任及教師運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效能。透過介紹運用網上教材的方法及分享有關的成功經驗，使參加
者能學習如何配合學生的需要，製作合適的網上教材。
  此外，本人亦應邀於10月及11月期間，分別四次為中、小學體育科教師提
供「有效應用資訊科技於體育科學與教」課程，向參加的教師介紹有效應用資訊
科技以輔助中、小學體育科的學與教。透過示範和實習，讓學員掌握拍攝運動短
片、轉換影片格式和製作教材的技巧。對學生來說他們也可以分析教材內的各種
動作，從而提升運動技巧。

陳國強老師講解在學校推行WeTube的情況。陳國強老師講解在學校推行WeTube的情況。

陳國強老師分享透過WeTube進行自評陳國強老師分享透過WeTube進行自評
及互評的經驗。及互評的經驗。

大家全神貫注地聆聽陳國強老師分享。大家全神貫注地聆聽陳國強老師分享。

  Since 2002,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 fro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School-
based Support Section) to develop our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We have adapted and tailored 
the textbook content into different organized 
modules to cater for different needs, abilities 
and interest of our students. As reflected from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of our students 
in the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in 
the past few years, it is proved that we have 
achieved in helping our students to strive 
upwards. Last year, I was pleas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e a member of the Moderation 
Grou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e-Secondary 1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 
English 2008. I gained a lot of insights from the meetings. They helped me to 
develop a global vision on using assessment as a vital and the most essential 
tool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year, I 
am honoured to be nominated as a member of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Committee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2007-2009),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livery of the whole English curriculum from pre-primary 
to senior secondary level.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haring and contributing 
what I have learnt about the trend of English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our 
school. We are strongly committed in refi ning and reforming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o be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effi cient one, in order to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the lifelong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2007年10月16日，本人獲教育局小學校

本課程發展處邀請，為來自不同學校的課程主

任主講「普通話教中文」的教學研討會。是次

研討會討論的範圍包括：粵方言與普通話的教

學處理、拼音教學的重點、教材的選用、中文

和普通話科的結合、考試的安排、默寫的處

理、TSA的隱憂、家長的疑問、選取個別班級

以普通話教中文的準則和注意地方，語境教學

的策略、學生使用普通話與粵語學習中文後能

力的比較等。

教師們在會上

討論得非常投

入。這次活動

不但加深教師

們對以普通話

教 中 文 的 認

識，更能加強

他們使用普通

話教中文的信

心。

English DevelopmentEnglish Development
「普通話教中文」「普通話教中文」

研討會研討會

陳國強老師

李瑞萍老師

By Senior Teacher WU Wai-po

建立分享文化 
果

 締造優化教學
成果

「有效應用資訊科
技於體育科學與教

」課程
「有效應用資訊科

技於體育科學與教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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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動彩扇，歌聲動聽！

  本年度週六尖子班分別有「奧林匹克數
學培訓班」及「劍橋英語班」。同學們完成
課程後將參加不同的比賽，透過這些拔尖課
程，同學們不但夠提昇個人的能力，亦為將
來的學習打好基礎。

細心思考和分析，
奧數題目不困難。奧數題目不困難。

聽講英語好容易，
書寫文章具意思。書寫文章具意思。

體能訓練開始了！

  星期二課後，合唱團都會留在音樂室練習。在訓練的過
程中，同學不但唱出優美的歌聲，更能學到合作和守紀的精
神。同學們每次均認真的練習，雖然間中都會埋怨辛苦，但
他們都明白這是意志的磨練與決心的培養。所以，合唱團每
次都有超水準的演出。

合唱團

英語集誦英語集誦
  As a result of our students’ inspirational success in the whole 
school English Musical – Aladdin Junior in May 2007, we have since 
decided to continue our work on promoting English competencies 
through Languag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doing so, we have selected 
a group of 40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dditional tuition from our 
professional drama teacher, Mr. Matthew Gillespi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participants included their performa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English 
lessons, as well as general competence and confidence in using the 
language. The group, which assembles on Fridays after school,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Choral Speaking Contest of the 59th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Due to their excellent performance, they won the 
1st runner up in the competition. Beyond this event, we will focus on 
developing students’ verbal and non-verbal performance skills, in the 
hope that they can deliver another superb performance soon.

視覺藝術培訓組

我們在展覽場館做甚麼? 
製作自家設計的木偶呢！ 製作自家設計的木偶呢！ 

沙田大會堂那幅色彩繽紛的巨型
牆畫，顯得我們十分渺小啊！牆畫，顯得我們十分渺小啊！

  每逢星期三課後，籃球隊隊員在教練帶
領下，到官涌體育館進行訓練。

籃球隊籃球隊
團隊合作見互信，舞動金龍顯實力！

練習一絲不苟，隊員合作無間。

高級舞蹈團，技巧高超人標緻！高級

Choral speakingChoral speaking

尖子班尖子班

  廣小龍隊已成立3年多了，過去多次於學校才藝匯演中演
出，表現大獲好評，去年更獲全港舞龍比賽優異獎。本年度
龍隊已開始為3月之全港比賽作出訓練，隊員們的表現非常合
拍，充份顯現團隊精神。

舞龍隊舞龍隊

才藝大匯演，專業表演人稱讚。

我投球很準呢！我投球很準呢！

  每位組員在視藝方面均有卓越表現，在老師的悉心帶領
下，組員的創作技巧和興趣不斷提升，更代表學校參與各項
校外比賽；他們亦不時出外參觀不同的藝術展覽，放眼來自
世界各地或本地藝術家、其他學校同學的藝術作品。 

學校團隊聚精英學校團隊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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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隊分別於星期一、三及五課後進行不同的
田徑項目訓練，為學界田徑比賽作出準備。此外，
學校接力隊亦不時獲邀參加校外比賽，成績優異。

田徑隊

初級舞蹈團，精靈勤學十分醒！初級舞蹈團，精靈勤學十分醒！
勤練見默契，奪獎亦輕易。勤練見默契，奪獎亦輕易。

  學校舞蹈團成立多年，每年均在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獲獎，亦多次獲邀作公開演出，深受各方讚賞。

高級舞蹈團，技巧高超人標緻！高級舞蹈團，技巧高超人標緻！ 跳遠難度高，跳遠難度高，
手腳協調我做到。手腳協調我做到。

  自去年成立至今，已有超過
一百位的團員。一如過往，本團
今年將會參與各種公益和服務社
區的活動，如慈善花卉義賣、慈
善清潔運動以及探訪護老中心等
等。藉以發揚公益少年團熱心公
益、服務社會的精神。

公益少年團公益少年團

  我校幼童軍於2007年7月21至22日參加了露營章訓練。在訓練營中，
他們與其他旅團的幼童軍一起學習紮營、簡單的先鋒工程和戶外烹飪等技
能，並發揮童軍盡所能、相幫助的精神，充實地渡過了兩日一夜。

幼童軍

我們是今年新加入CYC的新力軍。我們是今年新加入CYC的新力軍。

11月4日是童軍大會操暨童軍百週年紀念，11月4日是童軍大會操暨童軍百週年紀念，
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參與是次慶典。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參與是次慶典。

牧笛隊

非
洲
鼓

指尖跳動，奏出妙韻。指尖跳動，奏出妙韻。

專注訓練，笛聲柔柔。專注訓練，笛聲柔柔。

勤力練習，日見合拍。勤力練習，日見合拍。

我們正在用竹枝和繩製作一個我們正在用竹枝和繩製作一個
晾衣架，看我們多認真！晾衣架，看我們多認真！

舞蹈團舞蹈團

視音體
藝樣樣醒

視音體
藝樣樣醒

跳繩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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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小
一及小二同學舉辦的活動，內容包括認識及處理自己
的情緒。同學透過角色扮演及遊戲了解自己的情緒，
從而應用於日常生活，與人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是透過不
同類型的活動和遊戲，提昇學員不同的能力及興趣，增
加他們對學習的自信心，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

排排坐，吃粉菓？原來在玩7號數字遊戲，排排坐，吃粉菓？原來在玩7號數字遊戲，
讓人緊張得磨拳擦掌呢！讓人緊張得磨拳擦掌呢！

  本年度的風紀培訓班於十月十三日（星期六）舉
行，共三小時。導師透過帶領風紀參與三個不同的
遊戲，包括「網中人」、「反轉飲管」及「香蕉樹斜
塔」，並進行討論，再配合導師的指導與分享，提昇了
風紀生的溝通技巧、團隊精神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On 27th November, twenty-fi ve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English Day 
Camp for P.6 Students”, which was held at Shatin Pui Yi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s were divided into several groups. They were guided and led 
by the camp leaders who were students of the senior secondary level. Some of them 
were exchange students from overseas too. Throughout the camp, students had to use 
English as the sole language to make friends and play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active 
games. By the end of the camp, they had to work with others to perform a drama on 
stage as a contest. Most of our students participated actively and enthusiastically and 
they did, showed their confi dence and proved their competence in using English for 
fun, not simply in classroom routine or written assessments.   

快 樂 掌 門 人

負面情緒快快走負面情緒快快走

角色扮演——處理衝突

多元智能學習班

“Here we go! Go! Go!” Students were ready for the 
““Slogan CompetitionSlogan Competition”. ”. 

看！我們發揮合作精神，看！我們發揮合作精神，
進行「反轉飲管」的遊戲。

這棵運用報紙建造的香蕉樹多高啊！這棵運用報紙建造的香蕉樹多高啊！

難道在跳求球舞？難道在跳求球舞？

  本校與基督教勵行會合辦《課後探索之旅》計劃，為
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及英語增潤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
效能，上學期開辦了課後功課輔導班及夢幻英語教室。自
參加計劃後，學生對學習的信心增加不少哩！

在夢幻英語教室中，在夢幻英語教室中，
學生全身投入英語學習活動。學生全身投入英語學習活動。 學生細心地聆聽導師的講解。學生細心地聆聽導師的講解。

LanguageLanguage Camp Camp

風 紀 培 訓 班
夢 幻 英 語 教 室

課餘活動多姿彩　潛能盡展創未來課餘活動多姿彩　潛能盡展創未來

          沙田培英中學沙田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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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棵運用報紙建造的香蕉樹多高啊！！

  本校學生在「世界環境日2007」  「為藍天打氣」
創意劇劇本大賽中取得「創意解難金獎」（小學組），
學生透過話劇宣揚保持空氣清新的訊息。

「為藍天打氣」創意劇劇本大賽
「創意解難金獎」「創意解難金獎」

課餘活動多姿彩　潛能盡展創未來

香港珠算協會會長李偉秋香港珠算協會會長李偉秋
頒發獎項給本校學生代表頒發獎項給本校學生代表

全港中小學香港遊蹤
文學徵文比賽
入圍獎 6A 彭智城

第五十九屆第五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

女子粵語組詩詞獨誦

亞軍 6A 陳嘉瑩

季軍 6A 郭明曦

女子英詩獨誦

亞軍 6A 吳綺雯

季軍 6A 鄧梓盈

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6A 陳嘉輝

       6A 謝懿聰

英詩集誦
亞軍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獲獎學生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獲獎學生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閱
讀嘉年華」之「活現書中
人」扮演大賽
優異獎 6B 伍詠瑜
    6B 李珮麒
    6B 鄺慧敏
    6B 葉詠詩

顧爾言太平紳士和袁穗華女士頒發獎
項給本校學生代表

獎

校
外

比賽
校
外

比賽

「自然之美」親子攝影、聯想畫設計「自然之美」親子攝影、聯想畫設計
及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學生及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學生

「自然之美」中文硬筆
書法比賽
入圍獎 6A 吳佩珊
    4A 嚴思瑩

「傷健同心樂繽紛」
藝術共融填色比賽
優異獎 2A 冼偉諾

「共融、明天」繪畫
填色比賽得獎學生填色比賽得獎學生

「自然之美」聯想畫
設計比賽 （初小組）
冠軍 3A 劉梓希
亞軍 3C 古卓恩
季軍 3A 陳嘉琳

「自然之美」聯想畫
設計比賽（高小組）
冠軍 5A 江藹頤
優異獎 5B 吳嘉文

「自然之美」
親子攝影比賽

冠軍 3C 余詩藍
亞軍 1A 賴嘉希
季軍 4B 孔彥君

油尖旺道路安全
海報創作比賽

季軍 5A 江藹頤
優異獎 5A 高詩敏

扮演大賽得獎學生扮演大賽得獎學生

荃灣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

6C　江星華
6A　陳嘉輝
5B　余家立
5C　黃嘉鴻

九龍西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100m殿軍　5C 黃嘉鴻

77

「共融、明天」繪畫
填色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1A 區仲羲

江藹頤的冠軍作品江藹頤的冠軍作品

2A 冼偉樂與家長合照2A 冼偉樂與家長合照



校管會委員徐小龍先
生及幾位曾任職廣小
的校長也到運動場替
我們打氣呢！

校長主持起步禮，校長主持起
激烈賽事陸續來。激烈賽事陸續

也許我們年紀少，
速度鬥心卻不遜。

  本年度學校運動會於10月
行，當天所有運動員均精神奕
聲此起彼落，活力充沛的廣小
這次運動會，為迎接08北京奧

奮力向前衝，爭取勝利沒難度。奮力向前衝，爭取勝利沒難度。

「親子接力賽」得獎者合照

管
生及

賽

打

廣小開心迎奧運　友誼競賽感情增廣小開心迎奧運　

6A 尹添媺

  今年，我獲得女子一百
米冠軍，雖然賽前我的信
心不大，而且非常緊張，但
當一踏上賽道，我便充滿力
量，加上看台上同學們支持
吶喊，我終於成功衝過終
點，取得勝利，真有點意想
不到呢！我會繼續努力練
習，希望在學界賽事中爭取
更好的成績。

5A 李卓琪

  比賽前的一晚，我的心情非
常緊張，而且整晚也睡不著，因
為我和爸爸並沒有練習啊！比賽
開始的時候，我落後了少許，但
爸爸接棒後奮力向前衝，終於憑
壓線取得冠軍。我們既開心又興
奮。以後我一定要努力練習，來
年定要蟬聯冠軍呢！

6A 余嘉慧 

  我和爸爸在本屆運動會中參
加了「親子接力賽」。賽前，我
們很緊張，因為參賽者的實力非
常接近。當大會司儀宣佈我們獲
得季軍時，我們都興奮得大叫起
來。雖然成績比去年遜色，但我
們都盡了全力，相信以後只要多
練習，定能取得更佳的成績。

我得獎了！我得獎了！

獎

女子一百米賽事得勝者女子一百米賽事得勝者

宣誓一刻　榮耀無限宣誓一刻　榮耀

  那一年的奧運會，那一根火光紅紅的箭，直
光發熱了⋯⋯那根箭，實現了運動員的夢想；激
我的希望。
  當我獲選為宣誓運動員時，我興奮不已，恨
功了。」宣誓的一刻，我感到無上的光榮。誓詞
的起誓，以身作則，希望同學們均能本著奧運精
很愛這職責，雖然有點膽怯，但絕不能馬馬虎虎
定可「展潛能」。

  我和陳嘉輝同學在今屆運動會代表
所有運動員宣誓，當時我非常緊張，因
為要面對全校師長和同學起誓，實在有
點擔心會出錯呢！幸好，老師站在我們
附近給予無限的支持，令我放心多了。
  剛開始宣誓時，我們有點不齊整，
但慢慢我們便投入其中，自信也慢慢的
表現出來了。宣誓儀式完結後，我像
放下一塊大石般輕鬆。雖然來年我已不
能參加廣東道官立小學的運動會，但在
此，我祝願來年的宣誓運動員比我們做
得更好。

家長投入齊打氣，家長投入齊打氣，
孩子信心定倍增。孩子信心定倍增。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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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主持起步禮，主持起步禮，
激烈賽事陸續來。事陸續來。

姿勢實力都強勁，姿勢實力都強勁，
擲項冠軍定是我！擲項冠軍定是我！

10月17日假九龍仔運動場舉
精神奕奕，各班啦啦隊的吶喊
廣小師生及家長均非常投入

北京奧運做好準備。

英雌力量絕不弱，
爭逐冠軍向前衝。

班際混合接力賽，團隊合力定取勝！班際混合接力賽，團隊合力定取勝！

投入工作獲益多！

廣小開心迎奧運　友誼競賽感情增友誼競賽感情增

宣誓一刻　榮耀無限榮耀無限
6A 陳嘉輝 

，直射到奧運火炬台，奧運聖火發
；激發起運動員的鬥志；也燃起了

，恨不得馬上對所有人說：「我成
誓詞雖然簡單，但我必須充滿自信
運精神，認真作賽，全力以赴！我
虎虎，我深信只要「盡己任」，必

6A 陳嘉瑩

6A 謝懿聰家長

  運動會當日我最欣賞的是親子接
力賽。家長們的拼勁和投入，絕不遜
於學生。原來廣小家長也有不少是運
動健兒呢！如果有師生接力賽就
更加好，老師
們也應暫時放
下沈重的工作，
做做運動，輕鬆
輕鬆！

 4A 周婕妤家長

  當起運動會義工，看見小朋友享受比
賽的喜悅，令我回想到我年青時曾參加田

徑比賽，亦曾當過全港田徑錦標賽的義

工。田徑比賽讓小孩學

到「比賽第二，友誼第

一」的道理。當天老師

們亦嚴格執行比賽規

則，過線犯規便取消比

賽成績，同學們由此學

會遵守規例的重要。

家長義工心聲 家長義工心聲 

6A 陳嘉輝、6A 陳嘉瑩

5A班 潘碧瑩（計時員）

  我很享受擔任終點計時員這工作，每當同學們衝線時，我
也能感受到他們的喜悅。當天心情有點緊張，但不知怎樣的，
在太陽伯伯照射下工作，一點也不覺得炎熱和辛苦，也許是因
為工作帶給我無窮的樂趣吧！再者，擔任計時員既能夠協助老
師，又能知道同學們最快的速度，真是很有滿足感的。

6B班 譚浚康（擲項工作人員）

  我是擲項的工作人員，主要是負責協助老師量
度同學們的成績。我很喜愛擔任這工作，雖然真的很
熱，但活潑好動的我能在運動場上走動和工作，感覺
很自由自在呢！很感謝老師讓我以另一種形式參與
運動會，能親身體驗運動會的工作，對於未能晉身決
賽的我，擔任學生工作人員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啊！

5A班 梁曉珍（童軍）

  當我到達運動場的時候，真的很興奮。在烈日當空下負責頒獎
台的工作，加上穿著整齊的童軍制服，確實非常辛苦，但我相信這
正是一個磨練自己的好機會，令我往後能更獨立地面對及解決問
題。

家長健步快如飛，家長健步快如飛，
快步衝線奪獎牌！快步衝線奪獎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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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校校
園園 樂樂 滿滿

FUNFUN

靜心專注寫書法，靜心專注寫書法，
一手好字悠然生。

廚房醒目女，廚房醒目女，
煮食無難度。煮食無難度。

形態動作顯我意，形態動作顯我意，
英語話劇考心思。英語話劇考心思。

棋藝我最精，棋藝我最精，

思考耐性我最勁。

英語遊戲常常玩，英語遊戲常常玩，
聽說能力漸提昇。聽說能力漸提昇。

彩珠串飾，彩珠串飾，

男孩子的作品也不錯呢
！

男孩子的作品也不錯呢
！細心製作紙模型，細心製作紙模型，

精緻作品由我作。精緻作品由我作。

乒乓球考反應，乒乓球考反應，
球技精湛是精英！球技精湛是精英！

彩

課外活動極精彩，動
靜俱備眼界開。

課外活動極精彩，動
靜俱備眼界開。

Halloween PartyHalloween Party
  On October 31, students of Canton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enjoyed the festivities of a Halloween Extravaganza. The third 
floor playground was turned into a hall of ghoul where ghosts were 
thrown, monsters swatted and witches’ hats hooked! The children, many 
dressed as characters of Halloween, enjoyed a variety of game stalls which 
were devised to appeal to all students’ interests while affording them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foreign culture through celebration. 
  The Halloween Extravaganza was extremely popular with the 
students, who learned new ghoulish vocabulary and utilized their existent 
English skills, all within the context of fun!
  Students with kinesthetic interests participated in a variety of physical 
act ivi t ies  including ‘Hal loween 
Twister’ while students with linguistic 
strengths engaged themselves in word 
solving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 
games.
  Students with artistic interests 
enjoyed creating scary skeletons using 
dry pasta.

  為了提供多元化的校
園生活，本校舉行一連串
富有教育意義的講座和話
劇表演。此外，為配合教
學課題，老師會帶領學生
走出課室，到不同的地點
參觀。 我的消防裝備我的消防裝備

可真重呢！可真重呢！廣小學生與作家有個約會

『大細路劇團』的表演讓我
們學會了正確的理財方法。們學會了正確的理財方法。

我們定要聽從交通警員的
教導，注意交通安全。  教導，注意交通安全。  

講座及參觀講座及參觀

消防員叔叔真勇敢啊！消防員叔叔真勇敢啊！1010



FUN

  常識科定期舉辦「午間新聞報
導」，透過由同學主持新聞報導，
得以訓練口才，提升自信。此外，
同學亦可參加「午間新聞報導」有
獎問答遊戲，答對新聞問題之學生
均有機會獲贈小禮物，以示鼓勵積
極參與、關心時事之態度。

「午間新聞報導」「午間新聞報導」

校內講座：
講座名稱 提供機構名稱

「機電特工隊」小學巡迴表演 春天實驗劇團

理財有道 大細路劇團

店鋪盜竊 警務處

交通安全 警察交通部

「給成長中的您」女性衛生講座 P & G

「給成長中的您」男生成長講座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

香港舞蹈團舞蹈示範 香港舞蹈團

個人、食物及環境衛生講座 衛生教育資料中心

教育性參觀：
參觀地點 參觀主題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赫墾坊劇團創意思維教育節目
《「反」出創意》

香港中央圖書館 閱讀策略

亞洲木偶系列展覽
認識中國、香港、台灣、日本及
韓國木偶劇團的精髓

廣東道消防局 了解消防員工作及學習防火知識

香港動植物公園 認識各類動植物

香港科學館 探索科學知識

6A班林致慧和甯逸晙同學6A班林致慧和甯逸晙同學
主持「午間新聞報導」信主持「午間新聞報導」信
心十足，活像真正的新聞心十足，活像真正的新聞
主播呢!主播呢! English Thursday

  In order to develop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peak 
in English only on “English Thursday”
. On that day,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and lively situation. Most of 
the announcements on the day are made by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 Miss Monique. 
English songs and rhymes are broadcasted 
in the morning and students need to pick up 
their favourite English books to read as well.
  At reces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interact with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teachers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y 
have to follow the speaking tasks suggested 
in the “English Passport”. Once a task is 
completed correctly, the ambassador signs it 
as a compliment. An English activity room 
is set up at recess too. Miss Monique plays 
language games, tells stories and shares 
some videos in the room. All the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join. 

豐豐 盛盛 生生 活活
健

心心

  每星期二是「普通話日」，以「請說普通話，開口就合
格」為口號，當值老師使用普通話作小息廣播，以營造普通話
氣氛。小孩愛玩，新鮮，刺激，我們就抓住兒童的這個心理需
要，每逢星期二的小息，普通話大使會帶領同學進行不同形式
的活動，例如：飛躍舞台、現場遊戲、唱歌等。這些都讓同學
發揮多元智能，在活動中使用普通話。
  另外，為了提高學生說普通話的信心，我們更設計了「普
通話課堂用語」和「普通話護照」。我們圍繞不同的學習主
題，擬定了有趣的對話練習和多元化的朗讀練習，由普通話大
使鼓勵同學多說普通話，為推動普通話設下基礎，增強大家說
普通話的信心和能力。

普通話大使，我的普通話標準嗎？普通話大使，我的普通話標準嗎？
普通話大使於普通話日積極推動普通話大使於普通話日積極推動
同學聽說普通話。同學聽說普通話。

普通話日

我要跳得比你高，
每天練習定做到。每天練習定做到。週三齊來學跳繩，新穎花式人讚好。週三齊來學跳繩，新穎花式人讚好。

  跳繩是一項強心健體的普及運動。跳繩沒有場地、人數及
時間限制，適合同學課餘參與，藉此強健體魄。本年度學校定
星期三為「跳繩日」，學校跳繩隊隊員會於小息時段教授低年
級同學一些跳繩花式。

跳繩日

  今年度的課後興趣班多姿多
采，包括弦樂班、跆拳道班、繪
畫班、聲樂班和中國舞班。學生
在當中盡展所長，培養興趣，藉
此發展多元智能。

我們正在仿畫蒙克大師我們正在仿畫蒙克大師
的名作——吶喊。的名作——吶喊。

老師很用心指導我們啊！老師很用心指導我們啊！

看！我們的舞姿多美妙！看！我們的舞姿多美妙！ 巾幗不讓蘇眉，看我多威風！巾幗不讓蘇眉，看我多威風！

興趣班興趣班

講座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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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聖誕歌，愛心盡發放。

司儀談吐溫文，同學表現出色。
小孩子細心欣賞，同學們落力獻唱。

抽獎節目人興奮，同學獲獎展笑臉。

愛心　同慶樂歡欣節日滿愛心　同慶樂歡欣

身手敏捷又勇
敢，攀石盡顯

我毅力。

爸爸風箏放得高，
孩子笑聲遍郊野。

爸爸風箏放得高，
孩子笑聲遍郊野。

噴出夢幻泡泡，
帶來希望無限。1A好孩子，師長都疼愛。1A好孩子，師長都疼愛。

恭喜獲獎的幼稚園學生！

1212

柔揚樂韻報佳音，師生聯歡樂在
柔揚樂韻報佳音，師生聯歡樂在心心

好友同行踏單車，
郊野遊玩樂逍遙。

好友同行踏單車，
郊野遊玩樂逍遙。

哇！我達標了！

攤位遊戲成績好，
我的特獎人羨慕。

廣小合唱盡精英，聖誕佳音聲柔柔。

 聖誕節乃普天同慶的日子，本校同學除了在參加學校旅行及聖誕聯歡會外，亦希望藉著他們動聽的歌聲帶給大家

歡樂。因此，學校合唱團和牧笛隊於聖誕期間到了中港城商場、深培幼稚園及救世軍海富幼稚園報佳音，好讓大家一

起分享聖誕的喜悅。此外，於聖誕聯歡會當日，本校舉行了「我最喜愛的聖誕樹」填色比賽頒獎禮，是次比賽共有超

過八百位本區幼稚園學生參加，能脫穎而出獲獎的學生喜上眉梢。

五十位幼兒園師生獲邀到本校參加聖誕聯歡會。

環保旅行愛地球，身心舒展樂歡騰



爸爸風箏放得高，
孩子笑聲遍郊野。

  本校環保大使的職責是協助老師推行不同的環保活動，
向同學宣傳保護環境的訊息。

  今年運動會加插環保啦啦隊比賽，同學們費盡心思，
利用廢物，如棄掉膠瓶、報紙、廢紙⋯⋯製作各種道具。
由此可見，我們的學生具創意及有環保意識！

恭喜！恭喜！
5C，4A，4B班分別奪得冠、亞、季軍5C，4A，4B班分別奪得冠、亞、季軍

  本校環保大使參加由
大埔環保會舉辦的「基礎
環保章」工作坊，學習保
護環境的知識，積極裝備
自己成為一位出色的「環
保大使」。 

環保大使環保大使

我們會竭盡所能，做到最好，我們會竭盡所能，做到最好，
做一個環保小勇士。做一個環保小勇士。

  本校逢星期五定為「廣小環保日」，該天會進行一系列
的環保活動。包括：「環保一分鐘」、「環保展板」、「環
保挑戰站」及「廣小環保台」，讓學生學習環保知識。

同學認真地參與「環保挑戰站」同學認真地參與「環保挑戰站」
的遊戲。的遊戲。

廣小周五環保日廣小周五環保日

「環保」展板多精美，「環保」展板多精美，
內容十分豐富。內容十分豐富。

學生心聲：

環保啦啦隊比賽環保啦啦隊比賽

真了不起！報紙、廢紙也可以
製作道具！製作道具！

學生環保大使工作坊
「基礎環保章」

4B 唐浩林
  自從我成為環保大
使，我學會很多保護環境
的知識，令我獲益良多。

真開心！我們考獲了「基礎環保章」。真開心！我們考獲了「基礎環保章」。

  本校環保大使參觀「灣仔環境資源中心」，他們透過
欣賞植物的導賞活動，體驗大自然的優美。

環保大使參觀資源中心環保大使參觀資源中心

環保大使用心地觀察植
物的形態。

環保大使在「灣仔環境資源中心」大合照。

本校學生與主禮嘉賓進行大合照。本校學生與主禮嘉賓進行大合照。

  本校獲大埔環保會邀請參與「鳳園蝴蝶節2007」活動
開幕儀式。由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太平紳士、鄉議局主席劉
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龍炳頤
教授、大埔環保會主席邱榮光博士等出席儀式，本校學生
在活動中朗誦了一首保護環境的詩歌，學生精彩的表演，
令嘉賓留下深刻的印象。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太平紳士頒發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太平紳士頒發
感謝狀給本校學生。感謝狀給本校學生。

本校學生朗誦保護環境的詩歌。本校學生朗誦保護環境的詩歌。

  本校舉行「月光寶
盒」回收大行動，藉着
回收月餅鐵盒，讓學生
明白珍惜資源的重要，
培養學生把資源循環再
用的態度。

有209人參與回收活動，共回收有209人參與回收活動，共回收
446個月餅鐵盒，成績不俗。446個月餅鐵盒，成績不俗。

月光寶盒

環保環保校園校園多面睇多面睇
  本校一直致力推廣環境教育，本年度推行不同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

參觀大埔蝴蝶館參觀大埔蝴蝶館

5A 梁曉珍
  我能夠參加這次活動，感到十分開
心，導師為我們詳細地介紹資源中心的
設施，又教導我們如何成為一位出色的
「環保大使」，真的要感謝他。

學生心聲：

星
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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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同行踏單車，
郊野遊玩樂逍遙。

廣小合唱盡精英，聖誕佳音聲柔柔。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六時三十分於本校禮堂隆重舉
行，內容包括會務報告、財務報告、新一屆委員選舉及安排家長與教師茶聚等，場面十分熱鬧。

大會進行期間，同學們參與各種學習活動。大會進行期間，同學們參與各種學習活動。大會預備了豐富的茶點讓家長和同學享用。 家長踴躍參與大會，座無虛席。

校長與新一屆委員大合照。校長與新一屆委員大合照。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教師在輕鬆的氣氛下，與家長詳談。教師在輕鬆的氣氛下，與家長詳談。張校長在大會上致辭。張校長在大會上致辭。

職務 委員

顧問 張燕媚校長

主席 周 鈺女士

副主席 余志賢副校長

秘書
蕭杏霖女士、陳慧玲主任

林愉琪主任

司庫 李瑞孟先生、賴偉昌先生

總務 洪莉慧女士、胡慧寶主任

康樂
張錦英女士、張桂珍女士
余慶賢主任、何瑞珍主任

聯絡
鄭志穎女士、陳靜濤女士
石美玲主任、吳 丹主任

  本學年學校為家長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加強家長
對子女身心健康的認識及裝備自己，投入學校的生活。

活動名稱 日期

周五1230  家長學堂 2/11-7/12/2007

「營養 Fit 一 Fit」家長講座 30/11/2007

家長義工組 2008年1至3月

「好言好語」家長講座 7/3/2008

PTA親子宿營樂 15-16/3/2008

「如何與子女過渡青春期」家長講座 19/4/2008

PTA親子學習日 27/4/2008

「提升學習效能  健腦操」家長講座 9/5/2008

「護脊大行動」家長講座 20/6/2008

家長義工心聲家長義工心聲
 我們一家在06年度加入廣小這個大家庭，參與義工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
的。在這個大家庭中，我認識了辛勤工作的校長和各位老師，還與一群熱
心為學校服務的家長一起工作，當中更有「祖母級」的義工呢！每一位家
長義工都是為籌備舉辦不同的活動而盡心盡力，他們絞盡腦汁，務求令
活動內容更豐富，好讓孩子們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中成長。我們希望
各位孩子們能感受到這份熾熱的關愛，從而學習「施比受，更
有福」的精神，將來回饋社會。

3C 班 古卓恩 4C 班 古卓衡

家長張錦英女士

家校合作共攜手家校合作共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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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小兒已

就讀廣東道官立小學
第五年了。回顧過去，本人很榮幸參與校
內家長義工活動，學校亦提供了多方面的義工
課程予校內家長，讓我們獲得了不少知識。在
不久的將來，我希望能有更多家長可以加入
義工行列，共同為廣小出一分力，建設充
滿繽紛色彩的校園，讓子女愉快地學
習，共同分享子女在學校的快
樂。
5A 班 金展熙 家長周鈺女士

家長教育全年計劃家長教育全年計劃 廣東道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廣東道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2007/2009年度理事委員會名單2007/2009年度理事委員會名單



5A 金展熙 家長周鈺女士

 每位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兒女成才，亦希望能了解多一些子女在學校的生活情況，這是推動我參加
家長教師會的主要原因。我希望藉著參與家教會所舉辦的活動，能多與學校接觸，以了解子女的學習情
況，更能與其他家長交流教子心得。透過與校長和各位老師的接觸，使我更明白學校的辦學精神和理
念，亦使我深深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看到校方樂於接受和跟進家長的意見，對推動「家校合
作」不遺餘力，實在令我非常感動。
 在未來兩年，我將會繼續努力，希望做到最好。

3A 溫蒨儀 家長張桂珍女士

　　我非常榮幸能成為家教會委員成員之一。自從去年小女蒨儀轉讀廣小二年級後，有賴校方的栽
培，她的學業成績進步了不少，更獲得多項課外活動的表演機會，我真的要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作為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本人必定全力支持及配合學校的各項工作及活動。

6A 陳綺翹／6A 陳祉康／3C 陳祉祐／1A 陳綺蓓 家長洪莉慧女士

　　本人回想在小學階段因沒有父母的督導，學業成績甚差。因此，我現在很著緊六名子女的學業成
績。我每天都輔導他們學習，雖然很費神，但我和丈夫都喜歡孩子，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和價值
觀，就是嚴格的管教他們，為教育孩子共同努力，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為社會的棟樑。

6C 李雅詩 家長李瑞孟先生

　　我感到慚愧，因為我直到小女雅詩升上六年級才加入家教會幹事委員會。作為公司董事的
我，以前一直以「忙」和「有余副校，謝太為首的家教會給我百分之百的信心」為藉口，所以
並沒有為家教會出一分力。現在，為答謝學校對小女的悉心栽培，我希望在餘暇時為學校盡些
綿力，請大家指教。

家教會新一屆委員介紹家教會新一屆委員介紹

5B 廖卓彤 家長陳靜濤女士

  本人從事財務策劃師的工作，雖然工作比較
忙，但仍希望抽空多參與
學校的工作，因為透過幹
事的工作，我可以更加了
解學校發展方向，另在教
育子女方面更可發揮家校
合作的精神。

1A 賴嘉希 家長賴偉昌先生

  本人職業是財務策劃經理。我的興
趣是打乒乓球、打高爾夫球和釣魚。現
藉著加入家教會，可多參與更多學校活
動，加強家庭和學校的連繫，亦能從中
向校方反映家長的訴求和分擔學校的工
作。

3C 李駿霆 家長鄭志穎女士

  本人從事會計及行政工作已13年，
個人興趣是唱歌和打羽毛球。我欣賞廣
小的老師不辭勞苦，在教學上費盡心
思，在課餘活動發揮同學的所長；更欣
賞學校與老師那種包容、關愛和有教無
類的精神。為此我加入家教會幹事會，
希望能與老師緊
密合作，協助舉
辦活動，望盡綿
力，助老師減輕
一點負擔。

1A 盧旨銘 家長蕭杏霖女士

  我加入家教會作幹事，目的是想多
些了解學校的情況，清楚學校的理念；
同時，我希望透過協助學校舉辦活動，
帶給孩童有更開心、更活潑和更有意
義的童年生
活。我希望
在這一年能
與校方充分
合作，令學
生邁向美好
的明天。

3C 古卓恩、4C古卓衡 家長張錦英女士

  本人現職財策顧問，個人愛好飼養寵物和閱
讀。去年家教會舉辦了很多成功的活動，這實有
賴各位熱心的家長義工、校長和老師去籌備。今
年藉著參加委員會工作，希望為孩子建立良好的
典範。

家校合作共攜手 培育子女品學優培育子女品學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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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道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2007/2009年度理事委員會名單



  開學之初，新校長、新同事、
新學生、新校園⋯⋯，這一切都是
我要重新適應的，未免覺得有點戰
戰兢兢。幸好校長的仁愛、同事們
友善的幫助和關懷，還有一班可愛
的學生，我很快便
適應了這個新環
境。實在很慶幸，
能夠成為你們這個
大家庭的一份子。
藉此機會向大家說
聲：謝謝！

  大家好！2007年9月新學年踏入廣
小大門，我感到戰戰兢兢  新的環
境，新的人事，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大挑
戰。幸好得到校長英明的領導和同事們
的關顧，使我很快就融入這個大家庭。
我在校內主要是負責學生的輔導及聯繫
家長的工作。廣小的學
生給我一種活潑、有禮
貌及有秩序的印象，
所以我很喜歡與你們相
聚。當你們遇上開心或
遇到困難時，歡迎大家
來找我分享你的喜，分
擔你的憂。

  「老師早。」「早晨。」早上回
到學校，會經常聽見同學們清脆的童
音，還有同事們親切有禮的問候。很
高興加入廣東道官立小學的大家庭，
成為他們的一分子。在這裏，我見到
每位老師都是循循善誘的教導小孩。
而學生們都很受教，上課時的表現也
很好。他們天真爛漫的臉兒，真叫
我要說一句：
「我喜歡這所
學校，喜歡這
裏的老師，喜
歡 這 裏 的 孩
子。」

  大家好！我剛來了學校個多月，這裡給我一
種新鮮的感覺，因為我是第一次在學校裡工作，
可以接觸到很多小朋友，很特別。我也是個十分
好動的人。由於我的工作與電腦有關，所以大部
分時間也會長駐在一樓電腦室，但有時也會到課
室協助老師及同學使用電腦。期望將來的日子可
以協助大家或幫助大家解決有關電腦的問題，歡
迎你們隨時來找我。

  你們好！很高興認識你
們，或許你們對我的印象不
深，因為我來了這校短短兩三
個月。看到你們無憂無慮地愉
快學習，也讓我感受到你們的
活力和快樂。在此希望各位同
學能努力學習，做一個乖巧的
學生。

  大家好！我來到廣小這個大
家庭不過個多月的時間，但已深
深感到這是一個最好的教學場
所。願這一年能跟大家渡過豐盛
和美好的時光！

  大家好！因為剛來了廣小三個多月，
我和同學彼此的認識和了解都不深，但看
到同學臉上真誠的笑容，卻是令人由衷的
感到快樂。十分期望在可見的將來，能跟
大家愉快、融洽地相處！

  大 家 好 ！ 我 在
06-07下學期開始在廣
東道官立小學工作。
我是2B班班主任，主
要任教1-3年級的英
文。我很高興能夠加
入廣小這個大家庭。
我覺得廣小的同學活潑可愛，很討人
歡喜。我喜歡去旅行及閱讀。希望日
後有機會和同學溝通。

麥炳真老師麥炳真老師
梁惠嫦老師 陳愛珠主任

Mr Matthew

劉永良老師

張雲好老師張雲好老師

麥智灝老師 陳 靜老師

  大家好！很高興今學年來到廣
東道官立小學工作。可能同學對我
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全校的
學生都有我的課堂  普通話科，
陌生是因為每星期只有一節的普通
話課堂，所以大家未能深入的認識
和了解。希望日後能在不同的普通
話活動中與同學多作交流吧！

李瑞萍老師與2A班學生李瑞萍老師與2A班學生

廣廣 小小 新新
面面 孔

  今年很高興加入
廣小大家庭，與一群
充滿活力及幹勁的老
師攜手合作，扶助學
生成長。經過數個月
的相處，我看到同學
們活潑進取，也感受
到學校本身有很強的凝聚力。學習本
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不過相信同
學們也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的道理，所以今後我會更努力，迎接
未來的各種挑戰。同時，我也希望各
位同學能夠加倍努力，突破自我，爭
取更理想的成績。

梁世章老師梁世章老師
曾樂然老師曾樂然老師

specialized in working with underprivileged youth. I also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several programs which utilized the arts 
to assist children with chronic and terminal illnesses.   All of this led 
me to Hong Kong, where I am attempting to use the arts as means 
of overcoming language barrie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CRGPS for 
providing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your children.

Mr. Matthew Gillespie

  Hello, Many of you may already know me from my 
previous involvement with Canton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when I directed the 2006-2007 production 
of ‘Aladdin’.  What you may not know is that I hail 
from the USA where my primary areas of study were 
i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Medicine and the 
Performing Arts.  For over six years, I was working 
with an educational program in Chicago, Illinoi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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