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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下午，我們帶
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訪問
廣小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林
樊潔芳女士。

廣小校舍雖小 師生凝聚力強
林太由一九九九年擔任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至今，
已經九年了，見證着學校的
成長和發展。在林太的印象中，本校校舍雖小，但設備漸趨完備，而
且中小型學校的優點是師生關係較密切；多年來，雖然廣小校長升調
的次數頻密，但每一位校長也很快便掌握學校的路向；而老師的教學
技巧亦隨着時代而不斷提升。其中一項活動令林太留下較深刻印象的
是《阿拉丁英語音樂劇》，林太覺得這次的演出很精彩，也體現了廣
小師生的努力和凝聚力，充份發揮了團隊精神。

關注每個學生的學業和品格發展
作為校管會主席，林太除了關注學生的學習外，亦關心學生的

品格發展。她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和加強學習兩文三語。林太認為學
生可透過大量閱讀，提升語文水平和思維能力；另外，她認為學校
要加強德育培訓，讓學生學懂關心社會和身邊的人；此外，學校亦
要加強學生的環保意識；再者，學校要盡力照顧每個學生的需要，
透過多元化課外活動，讓學生發揮所長，甚至是成績稍遜的學生也
能在體藝或其他方面發揮潛能。

用心工作  顧及各方利益
林太退休前是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她在教育局服務了二十

六年，她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也感到很愉快和有滿足感。工作中的磨
練和挑戰，令林太處事更成熟。林太在工作中遇到不少難忘的事，
其中的例子是關於「教學語言政策」和「融合教學」，這兩個議題
也具爭議性，林太要代表官方出席不同的諮詢、答問會，林太明白
自己的位置具影響力，所以她很勤力去看相關的資料，專心去聆聽
各方的意見，用心去思考不同的方案，努力去平衡各方的利益，務
求令對方理解自己的立場，林太深信只要別人看到自己曾經周詳地
思考各個問題，便會較容易被說服。

學生按能力和性向挑選中學
林太教導我們選擇中學時，要因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去挑選，

不要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盲目追求英中和名校。她建議我們挑選
學校前應做資料搜集，看看該校的校風、教學理念、教學語言是否
自己能接受的。林太鼓勵我們實地觀察，親身到心儀的中學門口看
看那裡的學生是否學得開心，老師是否關顧學生，再想想自己在這
樣的環境下會否學得開心。

入讀大學視乎個人表現
在一般人的腦海中，總覺得入讀中中的學生在升讀大學時較吃

虧。林太勸導我們不要受傳媒影響，認為入讀中中就會減低入讀大
學的機會。林太認為讀中中的學生也可以有出色的成就，香港大學
校長徐立之和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林太認為入
讀大學的機會是視乎個人的表現，只要懂得把握學習機會，只要勤
奮向學，努力不懈，大學之門就會為你而開。

保持好奇心　學習知識和做人道理
林太勉勵我們要自強不息地裝備自己，第一：要時刻保持學習

的心，多發問，多思考；第二：要加強兩文三語的學習和中英數三
科的基礎訓練；第三：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孩子，學會關心四周的
人；第四：要學會反省，懂得自省的人才會有進步。

兒子有獨立思想  成功培養閱讀興趣
林太有兩個兒子，初時林太和一般父母一樣也有「望子成龍」

的心態，但後來發覺兒子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不能強迫他們做不喜
歡的事，所以就改變策略，配合兒子的興趣，給予支援和鼓勵。不
過，林太感到安慰的是能成功培養兒子閱讀的興趣。

閒時閱讀和做運動減壓
下班後，林太儘量放下工作，有時做運動、行山、去旅行，逢

星期日就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林太閒時喜歡閱讀，她沒有特定喜
愛的作家，年少時，她會看《老夫子》、瓊瑤的愛情小說、金庸的
小說、《西遊記》⋯⋯最近翻看《小
王子》又有另一番體會。林太鼓勵我
們多閱讀，她亦身體力行，袋中不時
帶着一本書，訪問後，她還與小記者
分享閱讀心得呢！

享受人生  服務社會
退休後，林太會享受人生，除了

閱讀、欣賞話劇和電影外，還會做義
工，教導新移民學習英語。

勉勵廣小師生繼續努力
林太勉勵我們要繼續努力，加

油！學生盡力裝備自己，學習德智體
群美；老師以學生的利益為首要，關
顧在學術上無論是表現優異或遜色的
學生，用心教導學生，發掘學生不同
方面的潛能。

最後，我們也祝
林太生活愉快！身體
健康！

 小記者：5A張梓欣、5A梁曉珍、6A 陳嘉瑩

林太井井有條地回應小記者

的提問，訪問期間氣氛輕鬆。

林太在本年四月前往

英國探望讀大學的次子

林太給小記者上了

寶貴的一課。

2007-2008 年度下學期校外比賽得獎題名榜

江藹頤的冠軍作品

校 
園
 小 
記
 者

小四個人賽傑出表現獎
張偉霖同學（前排右二）

甄穎康及嚴康碩同學上台接受教育局

高級課程主任程國柱先生頒獎

活動 / 比賽項目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2008 奧運標語創作比賽 初級組亞軍 1A 陳綺蓓
初級組優異 3A 蕭美琪

3C 鍾醴澄
高級組季軍 4A 王天孝
高級組優異 5A 謝俊樂

旺角街坊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初小組亞軍 3A 周佩心
「2008 國際家庭日『愛、擁抱』 初小組優異獎 2C 鄭昱芳
作文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4A 吳嘉儀

2008“華夏杯”杯 六年級二等獎 6A 陳綺翹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六年級三等獎 6A 陳祉康、6A 陳嘉慧、

6A 彭智城

香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08 小四個人賽 – 傑出表現獎 4A 張偉霖
小四個人賽 – 優異狀 4A 董麗瑜
雙人隊際賽 – 優異狀 5A 楊俊、 5B 黃達輝

世界數學測試 優良 得獎同學 14 名

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組 – 甲等獎 精英舞蹈組
兒童舞 – 甲等獎 初級舞蹈組

第 6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男聲外文歌曲獨唱 6A 甯逸晙
（13歲以下） – 冠軍
男聲中文歌曲獨唱 6B 陳冠霖
（13歲以下） – 季軍
男聲中文歌曲獨唱 6A 梁思滔
（13歲以下） – 季軍
鋼琴2級 – 季軍 4B 孟蝶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C 黃嘉鴻
傑出運動員選舉 2007-2008

廠商會盃 銀碗賽亞軍 學校籃球隊
小學男子籃球邀請賽

沙田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亞軍 6A 陳嘉輝、6C 江星華、
男子 4 x 100m 5B 余家立、5C 黃嘉鴻

塘尾道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季軍 6A 陳嘉輝、6C 江星華、
男子 4 x 100m 5B 余家立、5C 黃嘉鴻

香港教育局 小學組運動示範短片創作 6C 甄穎康、嚴康碩
「奧運精神」及運動示範 季軍
短片創作比賽

城市青年商會 兒童飛龍大使 6A 余嘉慧
兒童飛龍大使選舉2008

「童眼看世界」環保 優異獎 6A 陳祉康
立體設計比賽（友校組）

花鳥蟲魚展覽會 冠軍 5A 江藹頤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 亞軍 4A 葉凡
書籤設計比賽--校內賽 季軍 5A 高詩敏

旺角街坊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初小組季軍 2B 林曉盈
「2008 國際家庭日『愛、擁抱』 高小組冠軍 5A 高詩敏
填色創作比賽」



本校教師教學充滿熱誠，為家長所讚許。為進一步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本校除了為全體教師安排了不同的

講座、工作坊及研討會外，更與友校推展觀課交流，藉此分享彼此的教學成果，推動校外及校內專業交流的風氣。

為推動校外專業交流，本校中文科老師在3月12日到大

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進行專業交流活動。在是次交流活

動中，我們進行了普通話教中文的觀課，而該校的課程統籌主

任更向我們介紹校本中文科的內容特色。

除了觀課和分享外，兩校教師更討論普通話教中文的教學

方法及如何有效地推行校本中文科課程，是次活動真令我們獲

益良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課程

統籌主任介紹校本中文科課程

石美玲主任代表學校致送紀

念旗予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陳慧群主任

校本培訓方面，本年度我們邀請啟思出版社編輯分享

「閱讀教學策略」及香港教育學院司徒秀薇女士主講「閱讀

教學中的批判思維教學」。

本校老師不但細心聆聽，而且踴躍發言，彼此作出經驗

交流。這些專業發展活動，大大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識。

香港教育學院司徒秀薇女士介

紹批判思維教學的內容

啟思出版社編輯正與我們

分享「閱讀教學策略」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visited TWGHs Leo Tun-
hai Lee Primary School in Tin Shui Wai on 29th
February, 2008. It was hoped that through lessons'
observation, teachers gained a lot of insights from other
experienced teachers and exchanged our ideas with the
subject teachers there. Our teachers witnessed the use of
mind-mapping and its translation to group and
independent writing and also how the primary school
prepares their students for the TSA. After the lesson
observations, we had a meeting to debrief about the
lessons and to collaborate our ideas o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t was a great chance to see how other schools
develop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language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ly beneficial for all teachers involved.

Miss Wu is presenting the Headmaster of

TWGHs Leo Tun-hai Lee Primary School with

a memento of the occasion.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was
conducted in the first semester. Miss Monique invited
Mr Geoffrey Brown and Mrs Lorraine Tweety, both
Advisory Teachers from NET Section of the EDB, to
conduct a workshop focusing on the integrating
Performing Arts teaching strategies in our classrooms.
All English teachers were present to participate in a
range of whole group drama activities, aimed at
encouraging high participant involvement, interaction
and enjoyment. The two hours spent under Lorraine's
tutelage were both enjoyable and professionally
beneficial for our teachers in the development as
resourceful,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educators of
English.

Mrs Lorraine Tweety is delivering her lectures on teaching strategies.

中文科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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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於本學年在小三至小六進行課程調適，科任老

師選取課程內合適的單元，定期進行共同備課，商討有關

的教學策略和活動。此外，本科更邀請教育局小學校本課

程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余忠權先生定期到校與小三科

任老師共同商討及剪裁課程。

本校數學科老師於2008年 4月 8日到英華小學進行友

校觀課。是次交流活動中，兩校老師討論學生在學習數學時

所遇到的問題，同時亦分享了不少數學教學的心得，真是獲

益良多。

余副校長代表學校致送紀念旗予

英華小學校長

兩校老師於觀課後進行

討論和分享

2008年2月，本校在六年級的課室安裝互動電子白板，

這標誌着本校資訊科技教育在課堂教學上的一大突破。全校

老師參加互動電子白板培訓工作坊，認識電子白板在教學上

的應用和好處。老師認為互動電子白板能提昇學生在學習上

的主動性及興趣，亦促進了互動教學的成效。

互動電子白板 教師使用互動電子白板教學的情況

本校於2008年4月18日下午邀請循道衛理楊震

社會服務處的黃小齊女士蒞臨主持「腦輕鬆訓練」工

作坊。工作坊目的是讓老師在輕鬆的氣氛下，透過肌

肉放鬆的練習、幻想旅程及正念練習等，使老師在緊

張的工作壓力下放鬆自己，為自己加添能量。

鬆一鬆，好輕鬆!

為了提昇教師教導不同學習需要學

生的能力，本校舉辦了不同的支援講座

及工作坊，邀請校外專業人士到校主

講，藉此提高教師在課堂教學的成效。

本年度的教師講座分別有「如何協助學

習障礙學生」、「過度活躍症及專注力不

足的認識及教學策略」、「語障的分類及

語障量表的使用方法」、「發音障礙與懶

音」及「提昇用聲技巧」。

在「提昇用聲技巧」講

座中，教師學習放鬆

喉部外圍的肌肉。
在「廣東話正音訓練方法」工

作坊裏，教師正在運用正音

朗讀句子。

校長致送紀念旗給講者

潘偉智博士

數學科 常識科

資訊科技培訓講座 - 電子白板介紹

教師支援講座及工作坊

科任老師與余忠權先生正進行課程調適會議，

共同商討教學內容及設計合適的課堂活動。

「腦輕鬆訓練」工作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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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是北京奧運年，本校於不同時間和不同科目舉行與奧運有關的活動，除了加深學生

對奧運的了解，更全力地為北京打打氣，看看我們的活動是那麼多元化，那麼精彩！

我要向目標進發！

童心迎奧運

 為了迎接北京奧運，本校於1月 21日至

1月25日舉行「童心迎奧運」跨科學習活動。

是次活動的目的是：1. 加深學生對中國主辦奧

運會的認識和參與；2. 引導學生瞭解和實踐奧

林匹克精神。活動內容多元化，包括：「五福

娃趣談北京奧運」講座、《龍騰奧運》展覽、「奧

運在祖國」問答比賽、「關注身心健康」展覽、

「心康體健」攤位遊戲、「體

育的風采」校園電視廣

播、「奧運傳情意」心意

卡設計比賽、中文科奧

運標語創作比賽、英文

科奧林匹克英語週、常

識科專題研習和體育科

乒乓球同樂日。

「五福娃趣談北京

奧運」講座

同學踴躍參

與問答比賽

同學細心學習奧運的資訊

同學投入參與攤位遊戲

看我發球多厲害！小心！ 校長頒獎給比賽得獎的同學

「奧運傳情意」心意卡設計比賽

支持奧運，

不分你我！

透過「乒乓球同樂

日」活動，不但提昇學生

對乒乓球的興趣，而且加

強對乒乓球的認識，從活

動中可讓學生全情投入地

迎接北京奧運。

我的持板控球

技術真不錯！
我們年紀小小，

都要出一份力！

2 0 0 8 年北京奧運會快將舉行，本校舉辦

「奧運傳情意」心意卡設計比賽，從活動中讓學

生為中國運動員寫上祝福語及鼓勵的說話，為他

們艱苦的訓練打打氣！

乒乓球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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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在祖國」視藝比賽

中年級 ~

奧運吉祥物

高年級 ~

奧運火炬

低年級 ~

奧運紀念品

透過奧運標語創作比賽，加強學生對北京奧

運的認識，發揮學生的創意能力。學生透過創作

標語，表達對北京奧運的支持及對祖國的情懷。

   中文科奧運標語創作比賽

學生的作品富創意，夠心思。

學生的專題研習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奧運在祖國」專題研習

The Olympic English Week

視藝科舉辦的「奧運在祖國」視藝比

賽，各級以不同的主題進行創作，學生的作

品具創意又漂亮，以下是比賽的冠軍作品。

The Olympic English Week commenced with in-class
activities including crossword puzzles and word find
games. The students were introduced to Olympic Games
vocabulary, the meaning of the Olympic rings and what
the Beijing Olympic mascots represent. Moreover,
students learnt what sports some famous athletes are
good at through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nd video

watching. For higher levels, students learnt
the origin of the Olympic Games through

reading storybooks. The highlight of the
week was the English Games Day. Games
stalls were set in the covered playground
where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games
and utilizing what they had learnt in class.
The objective of the week wa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both English and the
up-coming Beijing Olympic Games.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games, utilizing the
Olympic Games vocabulary learnt in class.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jigsaw puzzles of the
Beijing Olympic mascots.

Students  enjoyed the

picture-hunt game to get

more s tamps in  their
English passports.

More stamps, bigger prizes!

為配合「童心迎奧運」的學習主題，常識科以「奧運在

祖國」為主題進行一至六年級的專題研習。透過這次專題研

習活動，不但加深學生對奧運的認識，而且能培養學生關心

祖國及加強國民身分的認同感。



大家齊心合力把公園打掃乾淨。

    公益少年團慈善清潔運動
本校熱烈響應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活動，藉此發揚

公益少年團服務社會、熱心公益的精神，並為公益金籌款。香

港公益金於 2008年 2月 23日（星期六）在九龍公園舉行「公

益少年團慈善清潔運動」，同學們進行清潔時十分投入，為清

潔香港及美化環境出一分力。是項活動亦得到很多家長的支

持，共籌得善款 8,555.20元，比去年進步不少。

 張校長主持善款移交儀式。

      4月30日，我們一

行十多人前往佐敦一間安老

院探訪長者。透過這次暖流行

動，同學親自參與籌備，從中

了解籌備活動的技巧及進一步

了解長者的需要，同學把在學校內募捐所得的部份禮物送給

住院的長者，把愛心傳遍社區。探訪當日同學和長者一起傾

談、玩遊戲、表演及大派禮物，我們和長者歡度一個愉快的

下午。

同學們正向長者詳細解釋

遊戲的玩法

4 A 班周曉欣同學分享

「交齊功課」的秘訣。

盡責小先鋒
校本計劃活動之自我管理

「盡責小先鋒」已踏入第二年。

這兩年期間，同學們透過活動

的沉浸，已能培養其責任感

—交齊功課。校方盼望同學

們能成為優良素質的好國民，

為國家、為民族爭光。

暖流行動

本年度校本輔導計劃的主題是「童」「心」愛香港，透過不同的活動，加強同學主動關心香港及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培養他們的公民意識，藉以提昇個人的素質，經過全年各級各班的參與，同學們的責任感及公民意識不斷提昇，成效

超乎我們所想。

零錢         災大行動
5月12日中國四川汶川發生8級大地震，造成數以萬計

的人命傷亡，災情嚴重，為響應救災工作，本校發起「零錢

『震』災大行動」，鼓勵學生將零用錢捐出，幫助有需要的災

民，支持賑災工作，以具體行動傳揚助人的精神。此外 ，學

校亦透過新聞展板、校園電台廣播，讓同學更了解是次地震

的災情，加強同學對國家的關心。

學校期望同學從這次災難體驗中，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機

會和以更積極的態度迎接未來。

學校製作新聞展板，讓同學更

了解地震災情。

同學們在5月19日下午2時28分

為地震死難者默哀3分鐘‧

捐錢賬災，廣小學生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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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同學們與長者一起聊天
同學為長者表演大合唱。



身為校園小老師的我正用心地教導同

學學習。能夠幫助同學，真高興！

於家長日當天，風紀生正盡忠職

守地向家長派發刊物。

  齊來跟海豚哥哥拍照留念

本校為香港公益金籌募善款，於 2008年 1月 31日（星期四）舉辦年

花及福袋義賣籌款活動，當天家長義工隊預備了精美年花及幸運福袋作義

賣，各家長和同學的反應十分熱烈，共籌得善款 10,525.50元，是歷年之

冠，並因此獲「公益少年團油尖旺區委員會」頒發籌款金獎的榮譽。

「迎鼠年  賀新禧」公益金慈善義賣活動

當天天氣雖冷，

      但同學熱情未減。

 多位熱心家長為做善

事，出錢又出力。

為加強班本的凝聚力、學生的歸屬感及提昇自我形象，本年度

訓輔組於建立班風及班級的經營上，致力推行「一人一職」計劃，

學生藉着擔任不同的職務，如班長、風紀、校園小老師、英語大

使、普通話大使、環保大使、閱讀大使......務求令班上各同學均肩

負任務，為學校作出服務，此計劃不但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服務精

神，更重要是增強了個人的自信心。

把閱讀室的圖書收拾整齊，

正是閱讀大使的工作。

看！小小年紀的我們已經擔任班長

這個職務，成為老師的「左右手」。

「一人一職」計劃

本校為了提高學生環保意識及培養他們懂得愛護

動物的態度，特別參與教育局公益少年團油尖旺區委

員會所舉辦的「觀察中華白海豚之旅」考察活動。是

次活動只為公益少年團團員而設，希望他們透過活

動，加深對中華白海豚的認識，並從中明白愛護動物

的重要。是次活動極富意

義，同時亦帶給同學們一

次難忘和愉快的體驗。

「禮義之邦」活動
         禮貌大使選舉

為培養學生的禮貌習慣，建立

一個和諧有禮的校園，本校舉行

「禮貌大使選舉」，全校師生一

同參與投票，上至校長下至工友

叔叔，都可以用投票的方式，選

出自己認為有禮貌的同學為禮貌大

使，他們宣揚禮貌之同時亦要時刻

守規有禮，難怪家長也稱讚本校的

學生有禮貌哩！

 上船前，大家來張大合照！

學

4C 張蒲林

這次生態

之旅讓我們明白到保護生態

環境的重要，只有良好的生

態環境，可愛的中華白海豚

   才可以繼續生活。

這次活動是我第一次
親眼看到中華白海豚，
令我十分難忘。同時亦
令我明白到環境保育的
重要，希望大家能夠愛
      護大自然。

5C 李麗英

早上對人說聲早，

我做得到！

口號創作比賽

為加強學生的禮貌，建

立一個和諧有禮的校園，家

長及同學一起創作有關禮貌

的口號，提醒同學成為一

個有禮貌的好學生。
禮貌校園人人愛！

環保教育考察活動

「觀察中華白海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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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心



本校中文科一直提倡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戲劇教學是其

中重點之一。透過戲劇教學，提昇學生的寫作及溝通能力。

本年度我們參加由禁毒基金撥款資助並由有線兒童台主辦的

「全港小學禁毒創作劇大賽」，成功進入三十強。

「全港小學禁毒創作大賽」戲劇工作坊
2007年12月1日當天，戲劇界名人胡寶秀小姐（香港兒童音樂劇團）與演藝名

人朱茵小姐到場指導參賽學生，同學們學會了表演的技巧，令我們獲益良多。

胡寶秀小姐與同學合照

我們
很高
興能
與演
藝名
人朱
茵小
姐合
照

有線電視進行專訪拍攝
2007年12月19日，有線電視到校進行專訪，同學們懷着既興奮又

緊張的心情進行訪問，校長不斷鼓勵我們，大大提升我們的信心。

 張校長
與同學

一起拍
攝宣傳

短片

我們正接受訪問及拍攝花絮

伍詠瑜
同學代

表學校
接

受禁毒
基金會

頒發的「
感

謝狀」

2008年1月4日，同學們到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進行比賽。我們沒有參加

校際話劇比賽的經驗，老師只有四十多天時間進行籌備、選角、綵排等工作，在

師生們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能順利完成比賽。有線電視在兒童台節目時段播放比

賽的片段，我們很高興，因為公眾人士能欣賞我們努力成果的同時，「廣小」中

文科戲劇教學的幼苗也開始茁壯成長。

我們一同說出口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全港小學禁毒創作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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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道具多麼精美啊！

     看看我們的演技多麼出色

學生心聲：

    起初，我很害怕面對別人表演，然而只要肯嘗

試，很快就能克服困難，我在這次比賽中學會了做事

要堅持及有恆心。

 4B 王明佑

    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比賽，我在比賽的過程中學

會了跟隊員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6B 伍詠瑜

2007年 12月 15日，本校參加「全港小學禁毒創作大賽」記者招待會，當

天所有參賽學校的學生聚首一堂，大家彼此分享比賽的心得，我們很榮幸能參與

這次話劇比賽。

「全港小學禁毒創作大賽」記者招待會



Let's order!

There were many smiles and happy faces to be seen!

The Kowloon Park excursion for Primary 2 classes occurred
on the 23rd, 24th and 25th of April, 2008. It provided students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to use their developing English skills. They read
information signs in English, used English to 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the park, followed an English map to navigate their route and
then ordered their lunch in English. Students cheerfully greeted
foreign tourists and some more confident students enquired, "How
are you?" The weather was perfect for all three trips and there were
many smiles and happy faces to be seen. It was a very enjoyable
experience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永備尺」
好幫手，

量度問題沒
難度。

妳能估出洗手盤的容量
嗎？

本年度的數學競賽於4月24日舉行。通過與日常生活相關

之量度及估算活動，同學們對學習數學的興趣有所提昇。同

時，本年度加插了「解難大挑戰」，同學們反應熱烈，不少同

學更主動參加「越級大挑戰」，努力拆解高解難題目。當天各

級同學積極地利用不同的策略尋找答案，充份顯示廣小學生愛

思考的優點。

數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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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Kowloon Park Excursion

估算估算，
看門有多高

？

善用工具，解決難題。

大家都積
極地找答

案呢！

數學競賽    級際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B 李禮盈 1B 楊智鵬 1B 李灝志

二年級 2A 葉衍隆 2A 謝仲廷 2A 楊欣怡

三年級 3C 張梓聰 3A 黃康悅        /

3C 劉靜敏

四年級 4A 張偉霖 4A 葛振軒 4A 吳可怡

五年級 5A 劉咏詩 5A 楊 俊 5B  黃達輝

六年級 6A 林美儀 6A 謝懿聰         /

6B 麥少文



為了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常識科於本學年

分別舉辦了「科技探究日」及「動感科學」等活動。希

望透過一連串的科學實驗，提昇同學對科學探究的熱

衷，從而發展學生解難的能力，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

維，並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同學們正分工合作，埋首探究試驗，引證導師的科學理論。

喂喂喂，你聽到我的說話嗎?    我摺好衣袖了，讓我來吧！

視藝科本年度舉辦了一個以「奧運在祖國」為主題的創作比賽，比賽後更安排了

小型展覽會展示各級佳作。另外，同學參加了不同的校外創作比賽，透過繪畫提升環保

品德和國民教育。校外的參觀活動，更讓同學大開眼界，有效提升欣賞、評鑑能力。

為了推廣家校合作及培養學生從閱讀中思考的習慣，本校邀請家長當「故事媽媽」，透過講故事，故事媽媽可以與孩子們分享閱讀的心得和樂趣。

4A 周婕妤

家長何慧廉女士

同學們的作品琳瑯滿目，使人目不暇給！

有機會欣賞來自中國、日本、台灣

等不同亞洲國家的木偶，真叫人印

象難忘。

同學參觀藝術展覽時看見一個大洋娃娃，

究竟需要用多少棉花製作呢？

我常以互動及引導問題的

方法去說故事，使孩子們

更投入和動腦筋，令我感

到很多樂趣，各位爸爸媽

媽快來當「故事爸爸媽

媽」吧！讓孩子享受你們

說的故事啊！

在廣東道官小做了數年

故事媽媽，也許小朋友

們從我的故事中學到一

些做人的道理，但真正

受益的是我自己，希望

更多家長加入家長義工

的隊伍。
5A 張韻蕙

家長范麗丹女士

視藝科

圖書科      故事媽媽

用心聆聽，回答問題沒有難度。 故事媽媽說的故事那麼

動聽，我也要講啊！

科技探究日 及 動感科學

家

長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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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作品，漂亮嗎﹖

嶄新理念齊交流 教學資源共分享嶄新理念齊交流 教學資源共分享嶄新理念齊交流 教學資源共分享

看看我們實驗後的成果—水中開花



此外，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亦主動聯絡本校的數學

組老師，希望能到本校作觀課交流，以及就着數學科課

程及科務發展、教學策略的改善和如何推動全校性觀課

及研課文化作較初步的探討和交流。因此， 5月 9 日當

天，他們的副校長、數學科科主任及三位有經驗的數學

老師便到本校作交流。而交流當天，我們不但作了坦誠

的討論，他們還表示十分欣賞本校學生上數學課時主動

作回應和積極表達己見的表現。除此之外，他們更願意

開放他們的課堂給我們作觀課和交流，藉以做到同業間

的教學相長。

為了迎接奧運年，學校除了推廣不同種類的奧運項目外，

亦希望學生對奧運精神有深入的瞭解，所以藉舉行小型的「足

毽比賽」，並於賽前上載「足毽」練習片段，鼓勵學生思考比

賽的策略及合作方式，讓學生有機會親身體驗「不怕困難、努

力練習才會有進步」和「相互了解、團結」等奧林匹克精神和

格言。

是次舉行的聯課活動有幸被教育局體育組挑選為「奧林匹

克主義」教材套製作的其中一間校本示例，甚感光榮。全港獲

邀參與「奧林匹克主義」教材套製作的只有九所中小學校，教

材套現已派發到全港中小學作為推行奧林匹克活動的範本。

本校負責策劃的陳國強老師把足毽這已被人遺忘的運動引

入高年級的體育課程中，令學校操場充滿歡笑聲。教育局攝製

隊於去年12月到校進行拍攝五、六年級足毽比賽實況，捕捉學

生如何於此活動中體現奧林匹克精神。

廣小教師專業進
取，常悉心為學

生設計課堂活動
，為更有系統引

導學生思維發展
而進行校

本課程剪裁及統
整，其專業態度

及成效為教育局
及官津友校同工

所欣賞。本校體
育組獲邀為教

育局製作「奧林
匹克主義」教材

套，數學科亦積
極作校本及校外

專業講座，足見
本校教師努力

進取，師資優良
，「廣小」確是

培育發展學生潛
能的好搖籃。

參與比賽

的同學認

真投入

「學校奧運教育
計劃示例」教材

套

教材套目錄

視像光碟

文稿光碟

吳   丹 主任

近年，隨着「專科專教」的推行，老師們對於增進科

本知識的訴求也愈來愈大。在4月19日（星期六） 下午，

本人應香港數學教育學會的邀請，主講了「中小學數學課

程銜接」分享會。是次分享會還邀請了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梁敬文先生及衛國強先生，以及中華基

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的戚文鋒老師出席作分享。

分享會中，中學的數學老師們透過本人的教學經驗分

享和教科書的展示，明白小學學生是怎樣學習一些數學的

基礎概念。再者，學生在小

學的學習生活中，是如

何透過簡單的學習

活動認識一些較為

抽 象 的 數 學 概

念。最後，本人

亦分享小學數學

課程的漏洞，藉

以提升小學數學老

師們的關注。

本校校管會主席林樊潔芳女士、張校長、吳主任與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副校長及數學老師們合照。

吳丹主任與香港數學教育

學會會長黃家樂先生合照

本校協助教育局製作

          「奧林匹克主義」教材套

看！我們勝
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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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北京奧運
會香港區火炬接

力跑於

5月 2日舉行，
本校為了讓學生

親身參與是

次盛事，特意安
排學生組成打氣

團，沿途為

火炬手打氣。當
天，學生穿着整

齊體育服，

一行五十多人浩
浩蕩蕩前往打氣

點，同學高

舉打氣棒，高聲
吶喊，為火炬手

打氣，情緒

十分高漲。在校
的同學亦可透過

電視直播，

收看奧運聖火傳
送的實況，氣氛

同樣熱鬧。
同學手持

打氣棒積
極練習打

氣口號
 同學期待目睹歷史性時刻

同學穿上紅衣紅帽支持北京
奧運 透過大型屏幕欣賞奧運聖火傳送

廣小網站

本校於3月3日(星期一)發佈廣小新網站，新網站相對舊網

站容易管理及更新。而且，本校亦重組學校網站的架構，希望可

讓學生、家長或社會人仕方便瀏覽本校網站。除了新增學校網站

外，還增設了廣小電子相簿、廣小學生作品網、廣小影片庫及

WeTube 運動影片庫等。

本校於2月28日邀請了香港心臟專科學院為學生舉行花式跳繩示範及講座，向學生

簡介跳繩強心計劃及講解如何維持心臟健康的資訊。在講座中，主辦機構播放了全港花

式跳繩比賽的精彩片段，同學看得目瞪口呆。此外，還有運動員出神入化的花式跳繩示

範，精湛的技術令在場欣賞的師生拍案叫絕，氣氛熱烈。最後，部份同學還有機會站在

台上與運動員一起參與花式跳繩遊戲呢！

同學親身參與
花式跳繩

   同學
依指示

跳繩

同學， 1 , 2 , 3一起跳！

     嘩！這是精彩的示範。
   同學們跟

着我一起跳
！

「廣小」網頁
革新全面睇「廣小」網頁
革新全面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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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月 1 日至 2月 3日期間，本旅舉行了

歷奇訓練營。當中安排了不少精彩的活動，讓

各幼童軍學習各項技能，例如︰搭建營幕、先

鋒工程、野外烹飪、營火會、夜行等。成員

都樂於參與，透過是次活動，他們都有所得

着及成長。

本校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合辦「正

能量先鋒獎勵計劃」，此計劃的目的是提升同學的正

向心理發展。同學透過小組討論及角色扮演建立正面

的溝通方法及具目標的學習生活。完成這學習計劃

後，同學們均表示當中的方法對他們十分有用哩！ 完成計劃後，同學們到廸士尼

樂園遊玩，看看他們多開心！

5月10日，「課後探索之旅」的48位同學參觀「白鷺湖互

動中心」。同學首先參觀了中心的「人類民俗館」，此館是香港首

個以世界民族為主題的博物館，同學在導賞員的帶領下，以互動形

式寓教育於遊戲，認識世界各地民族的生活文化。參觀完「人類民

俗館」後，同學一直期望的活動終於開始了，就是自己親自製作麵

包，從擺放餡料到設計

形狀，都是由同學親手

製作的。當麵包焗好

後，同學們拿着熱烘烘

的麵包時，開心雀躍的

心情不禁流露出來了。

這次活動真是一次寶貴

的學習經驗。

我們很認真
地進行紮作

呢！

我們的完成作品—旗桿架。

我們準備煮早餐呢！

看我們多專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哩！

這是我們的「製成品」，漂亮嗎？這是我們的「製成品」，漂亮嗎？

同學們均有機會觸摸「展品」。

同學們正討論開心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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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例如︰
結繩、紮營、起爐⋯⋯最重
要的是學會了自己照顧自己
和團隊精神。

6A 林美儀

我學
習了
一隊
人要
合作

才可
以成
功，
還學
會了

不少
童軍
的知
識。

5A 袁
嘉儀

我最深
刻的活

動是先
鋒工程

和

營火會
。因為

在先鋒
工程中

，

我學了
很多結

繩方式
，還做

了

一些紮
作。而

營火會
中的天

才

表演真
是有趣

。如果
再舉行

歷

奇營，
我一定

會參加
。

6A 陳
朗傑

我學會了不用爸媽照顧，
可以獨立起來呢！我真的
很想再參加啊！

4A 蔡伊琳

聲︰
童
軍
心



看！他們多專心聆聽朗讀的技巧。

手工藝，齊齊做！

家長義工隊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工作坊使家長了解義

務工作的意義及身體力行把愛心傳播社區，為孩子樹立良好

的榜樣。家長義工隊的訓練內容分別由義務工作的基本概

念、探訪技巧、禮物募捐及探訪長者一連串的活動所組成。

活動由1月份開始，經一連串的義工訓練後，我們於5月3日

舉辦「親子送暖行動」。家長表示活動能喚起孩子的愛心，

幫助他人又能教育下一代，發揮敬老愛老精神。

你看！同學募捐的禮物多麼多！

「親子送暖行動」為

獨居長者獻上溫暖。

我很高興能擔任廣東道官立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雖然「廣小」對我來說是比較陌生，

但是在學校擔任校管會委員這工作我卻比較有經驗，因為我曾擔任子女就讀小學家長教師會委員

達六年多，亦曾擔任該校校管會的家長委員。現在雖然子女已經升到中學，但是我仍與一班已畢

業的家長不時參與小學學校裡的活動，同時亦交流管教子女的心得、輔助子女在成長各階段出現

的問題；他們都已成為我難得的知己朋友。而直至現在我仍擔任女兒小學的家長教師會顧問，希

望藉此分享經驗，聯繫更多有心的委員，締造更好的家校合作環境。

本人從事保險、資產管理工作達二十多年，每天的工作是接觸不同的對象和不同階層的家

庭。本人深信教育子女應從小開始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才能使子女生活得更加積極。過往曾多次

擔任義工的服務，這更有助我能應付在工作和生活的問題。此外，我亦在教會裡參與不同單位的

事奉，盼能以身作則，藉此培養子女積極及樂於助人的態度。

最後，本人希望透過參與校管會，提升學校的質素、建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這都是每個家

長的期望，亦是本人參與校管會的目的。為了配合「廣小」的教育目標，我願分享自己的經驗，

積極參與，為學校出一分綿力。

學校管理委員會新任委員

曾炳坤先生與女兒參與義工時合照

很高興學校舉辦

親子送暖行動，這是

一個難得的機會和孩子一

起探訪獨居長者，活動由開

始至完成，家長們都一起商

量及學習。今次的探訪活動，

家長自己有得着之同時，又可

給孩子一些新體驗，真是一

舉兩得。

我在「廣小」當義

工已經第六年了，期間

最令我難忘的是在每年的聖

誕節聯歡會製作棉花糖派給同

學，他們歡天喜地說：「我要大

一點」，雖然我的雙手已疲倦了，

但卻不忍心拒絕他們。現在，小

孩子都長大了，我的兒子也即將

畢業，但是孩子們的笑聲，仍

然留在腦海裏哩！

「廣小」不但為

學生設計多元化的校

園活動，還為我們家長

籌辦了多姿多采的課程，讓

我們和孩子們一起成長，與

學校接觸多了，令我更加了

解學校的發展方向，與女兒

的交流融洽不少哩！

6B 李雋家長 麥潔桃女士6B 陳冠霖家長 黃鳳儀女士

3C 余詩藍家長 梁惠燕女士

家長把禮物分類及包裝，

送給社區內有需要的長者。

家長義工隊

曾 炳 坤 先生

       本校重視培訓家長支援學生學

習，本年度舉辦多個家長講座及工

作坊，講題十分吸引，包括「圖片

描述的訓練方法」、「朗讀的技巧」

和「讓學習容易、有效、多樂趣」

等，都很受家長歡迎。 舉辦講座的

目的是希望協助家長解決管教子女

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難，掌握更多輔

導子女學習的技巧，從而有效地協

助孩子學習。

家 長 支 援 講 座

家長 聲心 家 長 學 堂
家長學堂為家長設計一系

列的學習課程，包括管教技
巧、個人成長、中醫保健湯
水、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等
等，家長從中可以學習不同範
疇的知識，加強個人的自信心
及結識其他家長，使他們在身
心方面都獲得適切的關顧。

家長及同學於5月 3日把愛心送給社區內的獨居長者。

14



4 月 27 日（星期日）的早上，全校約 360 位家長、同學及教師參加由家長教

師會舉辦的親子學習日活動。當日，大家分別乘坐六部旅遊巴士，浩浩蕩蕩由學校

出發前往各景點。

上午，首先參觀的景點是富有特色的香港鐵路博物館。博物館是在舊大埔墟火

車站原址改建，現已列為法定古蹟。館內除介紹本地鐵路交通的歷史和發展外，還有

展出蒸汽火車頭、柴油車卡等。在參觀時，更不時看見家長向子女分享他們在年幼時乘

搭火車的經歷。

另一個在上午參觀的景點是沙田科學園，參加者可參觀園內各展覽館包括光電子中心、集成電路開發中心及於演講廳觀賞

科學園資料影片。藉此，大家可瞭解到科學園的最新發展及學習科技知識如發光二極管、光纖、集成電路等的基本知識和應用。

午膳後，大會安排參加者前往元朗大棠荔枝山莊參觀。園內種植了大量果樹如荔枝、龍眼、楊桃和番石榴等，同學可學

習到各種果樹的形態。此外，園內亦設有馬術講解示範，使大家對馬術有進一步的認識。另參加者亦可到

園內馬房參觀，更可親自餵飼馬匹，與馬匹有近距離的接觸。

家 長 教 師 會 親 子 學 習 日

親子歷奇宿營活動
日期：6月21日（星期六）至6月22日（星期日）

地點：西貢黃宜洲白普理營

內容：親子歷奇活動、天文活動、繩網、射箭、攀石及各球類活動等。

名額：112 人

活動預告！

同學、家長留心聆聽導賞員

講解集成電路（IC）的製造過程。

家長、同學於舊火車卡
一同「懷舊」一番。

同學們聚
精會神學

習馬術的
知識

參加者於
中文大學

飯堂

享用自助
午餐

手持紅蘿蔔，
一嘗餵飼馬匹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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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學於舊大埔墟火車站前合照

大家於科學園二期「金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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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下午，我們帶
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訪問
廣小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林
樊潔芳女士。

廣小校舍雖小 師生凝聚力強
林太由一九九九年擔任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至今，
已經九年了，見證着學校的
成長和發展。在林太的印象中，本校校舍雖小，但設備漸趨完備，而
且中小型學校的優點是師生關係較密切；多年來，雖然廣小校長升調
的次數頻密，但每一位校長也很快便掌握學校的路向；而老師的教學
技巧亦隨着時代而不斷提升。其中一項活動令林太留下較深刻印象的
是《阿拉丁英語音樂劇》，林太覺得這次的演出很精彩，也體現了廣
小師生的努力和凝聚力，充份發揮了團隊精神。

關注每個學生的學業和品格發展
作為校管會主席，林太除了關注學生的學習外，亦關心學生的

品格發展。她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和加強學習兩文三語。林太認為學
生可透過大量閱讀，提升語文水平和思維能力；另外，她認為學校
要加強德育培訓，讓學生學懂關心社會和身邊的人；此外，學校亦
要加強學生的環保意識；再者，學校要盡力照顧每個學生的需要，
透過多元化課外活動，讓學生發揮所長，甚至是成績稍遜的學生也
能在體藝或其他方面發揮潛能。

用心工作  顧及各方利益
林太退休前是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她在教育局服務了二十

六年，她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也感到很愉快和有滿足感。工作中的磨
練和挑戰，令林太處事更成熟。林太在工作中遇到不少難忘的事，
其中的例子是關於「教學語言政策」和「融合教學」，這兩個議題
也具爭議性，林太要代表官方出席不同的諮詢、答問會，林太明白
自己的位置具影響力，所以她很勤力去看相關的資料，專心去聆聽
各方的意見，用心去思考不同的方案，努力去平衡各方的利益，務
求令對方理解自己的立場，林太深信只要別人看到自己曾經周詳地
思考各個問題，便會較容易被說服。

學生按能力和性向挑選中學
林太教導我們選擇中學時，要因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去挑選，

不要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盲目追求英中和名校。她建議我們挑選
學校前應做資料搜集，看看該校的校風、教學理念、教學語言是否
自己能接受的。林太鼓勵我們實地觀察，親身到心儀的中學門口看
看那裡的學生是否學得開心，老師是否關顧學生，再想想自己在這
樣的環境下會否學得開心。

入讀大學視乎個人表現
在一般人的腦海中，總覺得入讀中中的學生在升讀大學時較吃

虧。林太勸導我們不要受傳媒影響，認為入讀中中就會減低入讀大
學的機會。林太認為讀中中的學生也可以有出色的成就，香港大學
校長徐立之和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林太認為入
讀大學的機會是視乎個人的表現，只要懂得把握學習機會，只要勤
奮向學，努力不懈，大學之門就會為你而開。

保持好奇心　學習知識和做人道理
林太勉勵我們要自強不息地裝備自己，第一：要時刻保持學習

的心，多發問，多思考；第二：要加強兩文三語的學習和中英數三
科的基礎訓練；第三：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孩子，學會關心四周的
人；第四：要學會反省，懂得自省的人才會有進步。

兒子有獨立思想  成功培養閱讀興趣
林太有兩個兒子，初時林太和一般父母一樣也有「望子成龍」

的心態，但後來發覺兒子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不能強迫他們做不喜
歡的事，所以就改變策略，配合兒子的興趣，給予支援和鼓勵。不
過，林太感到安慰的是能成功培養兒子閱讀的興趣。

閒時閱讀和做運動減壓
下班後，林太儘量放下工作，有時做運動、行山、去旅行，逢

星期日就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林太閒時喜歡閱讀，她沒有特定喜
愛的作家，年少時，她會看《老夫子》、瓊瑤的愛情小說、金庸的
小說、《西遊記》⋯⋯最近翻看《小
王子》又有另一番體會。林太鼓勵我
們多閱讀，她亦身體力行，袋中不時
帶着一本書，訪問後，她還與小記者
分享閱讀心得呢！

享受人生  服務社會
退休後，林太會享受人生，除了

閱讀、欣賞話劇和電影外，還會做義
工，教導新移民學習英語。

勉勵廣小師生繼續努力
林太勉勵我們要繼續努力，加

油！學生盡力裝備自己，學習德智體
群美；老師以學生的利益為首要，關
顧在學術上無論是表現優異或遜色的
學生，用心教導學生，發掘學生不同
方面的潛能。

最後，我們也祝
林太生活愉快！身體
健康！

 小記者：5A張梓欣、5A梁曉珍、6A 陳嘉瑩

林太井井有條地回應小記者

的提問，訪問期間氣氛輕鬆。

林太在本年四月前往

英國探望讀大學的次子

林太給小記者上了

寶貴的一課。

2007-2008 年度下學期校外比賽得獎題名榜

江藹頤的冠軍作品

校 
園
 小 
記
 者

小四個人賽傑出表現獎
張偉霖同學（前排右二）

甄穎康及嚴康碩同學上台接受教育局

高級課程主任程國柱先生頒獎

活動 / 比賽項目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2008 奧運標語創作比賽 初級組亞軍 1A 陳綺蓓
初級組優異 3A 蕭美琪

3C 鍾醴澄
高級組季軍 4A 王天孝
高級組優異 5A 謝俊樂

旺角街坊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初小組亞軍 3A 周佩心
「2008 國際家庭日『愛、擁抱』 初小組優異獎 2C 鄭昱芳
作文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4A 吳嘉儀

2008“華夏杯”杯 六年級二等獎 6A 陳綺翹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六年級三等獎 6A 陳祉康、6A 陳嘉慧、

6A 彭智城

香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08 小四個人賽 – 傑出表現獎 4A 張偉霖
小四個人賽 – 優異狀 4A 董麗瑜
雙人隊際賽 – 優異狀 5A 楊俊、 5B 黃達輝

世界數學測試 優良 得獎同學 14 名

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組 – 甲等獎 精英舞蹈組
兒童舞 – 甲等獎 初級舞蹈組

第 6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男聲外文歌曲獨唱 6A 甯逸晙
（13歲以下） – 冠軍
男聲中文歌曲獨唱 6B 陳冠霖
（13歲以下） – 季軍
男聲中文歌曲獨唱 6A 梁思滔
（13歲以下） – 季軍
鋼琴2級 – 季軍 4B 孟蝶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C 黃嘉鴻
傑出運動員選舉 2007-2008

廠商會盃 銀碗賽亞軍 學校籃球隊
小學男子籃球邀請賽

沙田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亞軍 6A 陳嘉輝、6C 江星華、
男子 4 x 100m 5B 余家立、5C 黃嘉鴻

塘尾道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季軍 6A 陳嘉輝、6C 江星華、
男子 4 x 100m 5B 余家立、5C 黃嘉鴻

香港教育局 小學組運動示範短片創作 6C 甄穎康、嚴康碩
「奧運精神」及運動示範 季軍
短片創作比賽

城市青年商會 兒童飛龍大使 6A 余嘉慧
兒童飛龍大使選舉2008

「童眼看世界」環保 優異獎 6A 陳祉康
立體設計比賽（友校組）

花鳥蟲魚展覽會 冠軍 5A 江藹頤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 亞軍 4A 葉凡
書籤設計比賽--校內賽 季軍 5A 高詩敏

旺角街坊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初小組季軍 2B 林曉盈
「2008 國際家庭日『愛、擁抱』 高小組冠軍 5A 高詩敏
填色創作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