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學年，剛
到任的我對廣東道

官立小學的前景充

滿盼望。感謝歷

任校長及教師為

學校發展奠定堅

實的基礎，感謝

各位家長對學校

的信任與支持，

感謝各位老師與我向着目標並肩努力。我確信只要各持份者

同心同德，學校定必能夠在未來綻放異彩。

  本年度，我校積極優化學與教，並着重培養同學的自學
及自理能力。學校的發展計劃將會朝着三個的關注重點繼續

努力發展，為學生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

  在學與教方面，學校期望不同程度的學生按自己的能力
提升學習表現。我們會善用小班教學的優勢，照顧個別差

異，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並透過豐富的學習經歷，讓學生

發揮潛能。

  在學生成長方面，學校致力協助學生建立良好品格，提
升個人修養。我們以「盡責任，齊學習，展潛能」為「校本

輔導計劃」的主題，藉着多元化的活動，培養學生勇於承擔

的精神，建立積極的學習態度。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學校將積極引入校外支援，並透
過校內專業交流及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加強教師掌握適切的

教學策略及輔導技巧，支援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21世紀是資訊時代，科技日新月異，社會對人才的要求
標準，將會更全面、更多元。因此學校教育不再像過去只教

授課程內容知識，而是要教導孩子如何自主學習，這樣才能

與時俱進。學生要掌握的不單是學科領域知識，最重要的是

學會掌握學習技巧及思考方式。本校十分重視品德教育，致

力培養下一代誠實、開明、創新、堅毅、慈愛、真誠、團隊

協作等品格，不但有助建設一個良好的社會，更有助促進學

生真正的全人發展。年青新一代不單關心自身的福祉，更期

望他們能夠貢獻社會和國家，兼具國際視野。

  教養孩子是
一條漫長的路，

期望大家攜手合

作，輔助孩子不

斷學習與成長，

提升自己的生命

價值，具備多元

的能力與素養，

使 他 們 學 有 所

成，回饋社會。

CANTON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不經不覺自己在廣東道官小
這個校舍雖小但充滿溫情的家已

經四個月了，處身在此讓我兒時

的夢想得以實現，並讓我每天都

淋浴在不同的愛當中：有同工之間共同為學生的成長所付出

的愛、師生之間坦誠相處的愛、家長對教師工作的認同及支

持的愛！工作雖累，但卻讓我感

受到生活更為充實豐美，生命更

有意義。尤其我那班可愛的「仔

女」，遇到你們是我這一年像夢境

般美好的禮物！期望我能夠有更

強大的動力繼續在教學這路上探

險、尋寶、再出發！

校長與升旗隊

校訊顧問：曹小燕校長    編輯小組：黎佩儀老師、梅中中老師
校址：九龍尖沙咀廣東道178號  網址：www.crgps.edu.hk  電郵：crgpsinfo@edb.gov.hk  電話：2366 1530  傳真：2314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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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道官立小學

曹小燕校長

校長與英文話劇組

校長的話

  我是朱雪芬主任，統籌學校的資
訊科技及總務工作，任教數學科和電

腦科。大家眼前的新面孔，已經服務

官校多年，期盼經驗能加強磨合，努

力能引發共鳴，師生同心同德，朝着

學校的遠景，見證溝通互動、團隊

共創的樂趣，積極發展21世紀的學習能力。

  雖然加入廣東道官立小學只
是匆匆幾個月，但給我的感覺猶似

一個溫暖大家庭，老師們熱誠的教

學，同學們守規有禮，非其他學

校可比，自己能工作其中，實感榮幸。學生的學習能力雖有高

低，但在師長引領之下，各人均可學有所長，而互相關愛亦是

一致的，期望師生之情繼續滋長，同學們能健康茁壯成長，成

為社會未來棟樑。

朱雪芬主任

梁淑蓮老師

巫燕芳老師

與5A彩虹下的約定

梁淑蓮老師（左一）

校園新面孔

與5A歡聚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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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生活 ，多 姿多 采
學校旅行 

聖誕聯歡會
  12月19日是學校聖誕聯歡會，當天除了
有大家期待的大抽獎外，學校校隊為同學帶

來了精彩的表演，課室的聯歡大食會也為大

家帶來歡樂，大家共同渡過了難忘的一天。

難忘的聖誕節

我收到的禮物

開心的聖誕節 聖誕大禮物

我們的禮物

合唱團表演 弦樂隊的精彩表演

  學校旅行於 1 0
月27日舉行，當日天朗氣清，
全校師生和家長到達烏溪沙青

年新村一同進行各類活動，例

如：跳彈床、手工製作、室內

各種遊戲、打籃球及踢毽等各

種活動，大家都十分盡興，渡

過了快樂的一天。

觀看精彩表演2



校園 生活 ，多 姿多 采
運動會

  家長日已於2014年12月13日（星期六）舉行。當天家長於約定時間到校與班主任商討
子女的品行及學業事宜，並領取第一次考試成績表。透過會面，家長和老師有充份的溝通

和瞭解，共同關顧學生的需要。同時，當天禮堂設有各科的課業展示，亦有圖書及電腦教

材展銷，歡迎家長參觀及自由選購。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於1月29日假九龍仔運動場舉行。當天早上，運動員代表宣誓
後，由曹校長主持鳴槍禮，為運動會揭開序幕。隨着校長宣佈比賽正式開始，每位

運動員在跑、跳及擲的項目中都竭盡所能，盡展實力。今年新增的「放拾豆袋接力

賽」及「持膠圈接力賽」讓低年級同學能學習與人合作，發揮體育精神。

  在跑道的中央進行的親子遊戲比賽，各家長跟他們的孩子合作無間，務求在限
時內做出最佳成績，無論成績怎樣，家長們在百忙中參與已贏得子女的掌聲。而高

級組4x100米接力賽更令整個運動會的氣氛推至高峰，全場師生也為同學們落力打
氣呢！校長與嘉賓合照

謝謝你們的參與！

加油呀！！還有兩步就到終點！

同學專注地放下豆袋。

親子拋接豆袋比
賽的一刻！

衝線的一刻。

同學用盡氣力向前跑！

辮子也跟我一起
跳遠啊！

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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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活動除了可以讓我的子女對廣州和佛山加深認識外，也能
讓我的子女體會離開父母後，如何獨立生活，所以希望學校能夠多

組織這類交流活動。

「同根同心」廣州的嶺南文化
  在11月26日及27日，三位老師帶領六年級的三十位同學，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心」廣州嶺南文化交流團。我
們參觀了佛山祖廟，觀看了黃飛鴻紀念館的舞獅和武術表演，大家都覺得十分精彩。大家還參觀了佛山民間藝術社、石灣公

仔街、廣州粵劇活動中心和廣東省博物館。通過實地參觀研習，同學不但認識到嶺南文化的風格和特色，也欣賞了嶺南的傳

統藝術，獲益不少。

佛山祖廟

參觀石灣公仔街

愉快的行程

觀看紅線女藝術中心

壯觀的瀑布我們的心願

觀看武術表演

聆聽歷史文化的由來
廣東省博物館

觀看舞獅表演

學生心聲

家長心聲

  我很開心能夠參加這次「同根同心」的活動。我們參觀的地方
都很有特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民間藝術社，因為那兒的

藝術品都很傳統，十分精緻，而且讓我更加了解中華文化的獨特

性，所以我希望學校能增辦這類活動。

6A 曾 盈

  從司徒洋回家所提及旅途的經歷來看，這次的活動使他學到
了很多東西，加深了對祖國的認識。希望學校能多舉辦這類活

動，使孩子們能獲得更多書本以外的知識。謝謝！感謝隨團老師

們的辛勞！

學生心聲

家長心聲

  我非常榮幸可以參加這個交流團，途中我們有說有笑，十分愉
快。這次的旅遊十分有意義，不但令我獲益良多，更促進了我和同

學之間的友誼。

6A 司徒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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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着重學生全方位的發展，安排他們走出校園，參與各種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提供多樣化及具啟發性的學習經驗，
擴闊視野。學生從多角度的體驗中，學會豐富的知識，培養主動探索的精神（多元能力的一種）。

走出 校園 ，擴 闊視 野

年級 參觀地點 

小一 香港動植物公園

小二 香港中央圖書館

小三
香港鐵路博物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    敦煌文物展：說不完的故事

小四
香港文化博物館    敦煌文物展：說不完的故事

《「舞」林盛會》弦樂音樂會

小五 《魔法嘉年華》管樂音樂會

小六 民航處航空教育徑

年級 講座 機構

小一至小三
鐵路安全之達人

戰爭與兒童

港鐵／香港話劇團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小四至小六
腦伴同行教育計劃   

系列二《退化廚神》
香港話劇團

參觀

講座

探訪中學

同學們積極參與講座的互動活動。 同學們投入地欣賞話劇團精彩的表演。 大家都很留心聽講解員介紹機場的設施。

二年級學生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快快閱讀場刊為即將開始的
音樂會做準備。

我們很喜歡坐古老的火車。

同學懷着開心的心情參觀
鐵路博物館。

相信同學是第一次接觸鱷魚標本。

同學對模擬駕駛飛機很感興趣。

English Fun Camp 
for P.6Kowloon Tong School 

Visit for P.5

    In order to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ll 
the P.5 students attended the “English Reading Carnival” activity 
organized by Kowloon Tong School  (Secondary Section)  in 
January. During the visit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at the English 
game booths, trying out different experiments and exploring the 
campus of a secondary school. They had an unforgettable day. 

    In order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6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school  life  in 
an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 some of our 
students attended the “English Fun Camp” in October organized 
by Shatin Pui Ying Colleg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did  some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with  other  school’s 
students. They had  lunch happily with  their new friends. After 
some training, our students were able to performe a drama on 
stage They had great fun on that day. 

“I am the best 
actress.＂

“B r e a k  t h e  i c e＂  – 
getting to know others.

We are ready!!!!!!

They enjoyed the English 
drama very much. 

W e  l i s t e n e d  t o  t h e 
instruction carefully. 

T h e  E n g l i s h  G a m e 
booths are fun!!

We were having an 
English interview.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try out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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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生活放大鏡
  為了讓各位家長對本校有更深入的了解及讓小一新生能盡快適應
新的學習環境，本校於2014年8月30日舉辦「小一生活放大鏡」活動。
透過是次活動，讓小一新生認識幼稚園與小學生活方式的分別，學習

守紀律，體驗短暫但愉快的小學課堂學習生活。活動當天，本校更安

排新生家長參加座談會，聆聽由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們簡介本校的概

況和開課注意事項等，家長教師會主席盧太亦抽空出席，向與會家長

介紹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及活動。

小一學生與家長一同參與課堂活動

想想看︰什麼才是良好的習慣？

書包內放什麼？

薪火 相傳 ，共 勉共 勵

  為促進小學和幼稚園這
兩個學習階段的順利銜接，

我們於2015年1月17日 (星期
六)為區內幼稚園學生舉辦了
「校園參觀日」活動，讓幼

稚園學生及家長了解本校的教育方針及運作情形，增加家長與

學校之間的溝通機會，為準小一生升學做好準備。

  活動當日，先由曹小燕校長、余慶賢副校長及陳慧玲主任
為出席的家長介紹本校特色，期間並安排了本校初級舞蹈團、

英詩集誦隊及高級舞蹈團作演出，向來賓展現本校學生的體藝

才能。講座結束後，幼稚園學生及其家長參與了一節小一英文

科及數學科的課堂體驗。

校園參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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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願成真 勵計劃」是一個全校參與的獎懲計劃，
目的是為了強化學生的正面行為，並鼓勵學生正視一些仍

有待改善的地方，盡力使自己成為一個自律的好孩子。教

師會因應學生的良好表現給予「☆」號，或所犯過錯給予

「○」號，同時讓家長簽知，並在學期結束時，按「☆」

或「○」號對消之多寡而記功過。上學期的「星願成真獎

勵計劃」已於十二月份結束，成效理想，其中2A、6A及6B
三班學生的表現尤為突出。經統計後，獲得金獎(60顆☆)的
學生有79人；銀獎(40顆☆)的學生有48人；銅獎(20顆☆)的
學生有139人。從獲獎的人數可知，學生積極在活動中爭取
佳績，盡力提升學行表現。

  為提高同學對長者的愛護及關注，本校透過探訪長者活動，讓同學學習敬愛老
人，同時亦培養同學關愛他人的美德，使他們感受「施比受更有福」，亦藉此推廣

和諧社區的觀念。本校的同學為長者準備精彩的表演節目，送上禮物，為長者送上

祝福。

我們與長者一起進行遊戲

愛心傳社區

長者收到我們的禮物十分高興

同學正積極地投入活動

我們正落力地表演長者們正在與我們
分享趣事

同學留心聽有關探訪長者注意事項

星願成真獎勵計劃

訓輔 合作 ，成 效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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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四週的上學期自律守規秩序比賽
於2014年10月20日至11月14日進行。比賽
分為兩個級別，一至三年級為初級組，四

至六年級為高級組。每班有10張獎卡作為
基本積分，每位老師分別有15張獎卡作獎
勵之用。老師會按班中秩序情況獎勵或扣

減獎卡。每天放學後，風紀點算成績，每

週累積獎卡最多的兩班將會獲優異獎，比

賽進行至第二週，更會增設進步獎，鼓勵

同學們努力改善，提升個人表現。

  整個秩序比賽期間，老師喜見同學們
不單盡本份，自律守規，同時班中同學亦

能互相溝通，團結合群，提升班本的整體

表現，爭取好成績。

  完成四星期的秩序比賽，兩個組別的
冠、亞、季軍已順利誕生。比賽期間，同

學們能做到自律和守規，校園瀰漫着和諧

及有秩序的學習氣氛，對同學們的自身成

長和學業均有很大的裨益。

14-15 年度「上學期自律守規比賽」

到洗手間也靜心排隊

低年級表現乖巧

高年級有禮自律

自律守規 上課專心

  成長課內容主要有
「個人發展」、「群性發

展」、「學習」及「事

業」四個範疇，目的是協

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和建

立健康的生活態度，從而

積極面對生活上的挑戰及

有效地解決難題；培養勤

奮進取的學習態度，建立

良好的人際關係。

成長課

訓輔 合作 ，成 效顯 著

認真完成工作紙

同學分組討論如何解決困難

同學互相合作完成任務

同學用心討論

8



嘩！校園小老師陣容鼎盛。

    About 25 P.4-P.6 students are nominated  to 
be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this year. They have 
to be on duty on English Thursday in order to help 
the  schoolmates  complete  the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of  the English passports.  It  is hoped that 
an  interactive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can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have a conversation or  read aloud  in 
English outside classrooms. 

“Good Morning,” says Mr 
Stride with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公益少年團The Ambassador   he lps 
the   schoo lmates   f i n i sh 
the  reading  and  speaking 
practice. 

6A 韓瑞翔
  今年是我當普通話大使的第三個年頭，很高興
在這個學年當上了隊長。每個星期二早上，每當我
在門口跟同學說「早上好」的時候，同學們都帶着
微笑，有禮貌地跟我打招呼；小息時，我帶領同學
在禮台上做普通話遊戲，同學們都能積極參與。午
膳時，我負責檢視其他普通話大使有沒有準時當

值，履行職務，跟同學說普通話；又或為他們解決執行職務時所遇到的難題。這
一切的工作真令我感到校園生活多姿多采呢！

3B 駱滿華
  感激老師給予我機會，讓我成為普通話大
使，發揮所長。當普通話大使最刺激的，就是當
廣播員，即興選出有趣的校園生活，作為題材，
透過中央廣播，跟全校師生分享。這既能訓練我
的口才，又能訓練我的思維和組織能力，真是一
舉數得。

學生心聲
6A 李穎熙

  這次清潔籌款活動真的令我獲益
良多。活動中，我不但體會到團結的
重要，更為香港社會清潔出了一分綿
力。雖然微不足道，但「助人為快樂之
本」，我也十分開心。

6B  蔡曉樺
  這次清潔活動的趣事可多了，同學
們一邊清潔，老師一邊拍照，非常愉
快。照片上隨了可以看見漂亮的聖誕樹
和巨型卡通漫畫人物背景，更展現着大
家進行清潔時的燦爛笑容。

學生心聲
5A 李沛盈

  這是我第一次當小老師，我是負責教導一乙班陳思靖的。她很可愛，也很乖
巧，聽教聽話。有時候她不懂得做的功課，我亦會指導她。
  她做作業時很認真，但審題還不夠仔細，於是我就為她指出關鍵字，她就明
白了。完成作業後，我會與她一同閱讀，陪養學習興趣。看見她一天天在成長，
我感到很欣慰，希望她能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5A 林思晴
  我今年已經是第二年做校園小老師，謝謝老師給
我這個機會去做校園小老師，令我獲益良多。今年的
挑戰比去年的大，因為我要花更多心思去教低年級的
學妹。雖然小老師會面對很多困難，但我都能  克
服，希望來年亦能有此機會教導學妹。

風紀生心聲
6A 林 櫟

  在這兩年裏，我擔當風紀隊長，風紀隊長的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好的學習機
會。不單提升了我的領導能力，而且加強了我的團隊意識。
  擔任風紀隊長，不單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責任。它提醒我要律己以嚴，要以
身作則樹立一個好榜樣。在學習上，我亦要刻苦認真；在生活裏，要遵守規則；在
工作上，要帶領隊員溝通合作，成立領頭羊，建立一個精英的團隊。希望大家能團
結一心，共創美好的校園。

6A 謝旻晏
  今年，我很榮幸獲得老師挑選為風紀隊長，擔任風紀隊長令我獲益良多。遇有
風紀生突然請假，我既要巡崗，又要安排其他風紀生替崗，弄得我手忙腳亂。經過
多番思考，我終於能解決問題，找到合適的同學替崗。經過這一次，我學懂冷靜地
處理事情的重要。 
  多月來擔任風紀隊長工作，令我長大了不少，我學會監督和管理的技巧，同時
提升了溝通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白到團隊精神的重要。

6A 鍾炘澄
  我獲選為風紀隊長已有半年。開始的時候，我有點擔心，總覺得管理隊員比從
前擔任風紀的責任重大很多，但得到老師的鼓勵，知道老師覺得我處事成熟，有能
力勝任風紀隊長的工作，我便充滿信心的迎接這新任務，盡我所能幫助同學，協調
隊員的值崗事宜。

  風紀生肩負維持校園秩序的職責，他們熱心服務，以身作則，立志成為同學們
的好榜樣。
  風紀生就職典禮於開學禮當天舉行，風紀生上台接受曹校長的委任。同學們亦
以熱烈的掌聲鼓勵這一群竭力維持校園秩序的優秀學生。

風紀生就職典禮

看見這麼漂亮的聖誕燈飾，當然
要來個大合照。

我們清潔尖東海旁的成績也不錯呢！

能為香港清潔出一分力，多高興啊！

活動接近尾聲，看看我們的成果多厲害！

  本校的校園小老師計劃包括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和同輩伴讀計劃兩部分。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由兩位
高年級同學帶領一位低年級同學，跟他們進行談
話、說故事、看圖書和指導功課等活動；同輩伴讀
由同班成績較好的同學協助成績稍遜的同學進行閱
讀。同學們用心投入這個計劃，因此推動了校園閱
讀文化及建立同學間互助互愛的精神。

  本校響應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運
動，公益少年團於十二月前往尖東海旁及九龍
公園進行清潔活動，發揚服務社會、熱心公益
的精神。同學沿途一面欣賞耀目的聖誕燈飾，
一面為改善環境出一分力，更為公益金籌款，
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真是一舉數得。

校園小老師正用心指導低年級學生學習。

嘩！校園小老師陣容鼎盛。

校園小老師

服務 他人 ，盡 展潛 能
ENGLISH Ambassadors 普通話大使

2014-2015 年度風紀生

我們的風紀隊長和副隊長    

認真匯報風紀生所
需的態度 

專心投人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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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

同學參觀了種植中藥的藥圃

6A 韓瑞翔
  身為學校的閱讀大使，我感到自豪，因
為可以為同學服務，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當閱讀大使不但可以為同學服務，還可以培
養閱讀好習慣。
  我當了三年閱讀大使，頭兩年協助老師
派發報紙，為同學服務。今年我負責不同的
崗位，認識不少圖書館的工作。老師也很友
善地教導我們圖書館的注意事項呢！

5A 陳葉春
  我很感謝陳老師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成為
閱讀大使，為老師及同學服務。
  原來擔任閱讀大使的責任不是那麼簡單
的，最重要是待人有禮。每個閱讀大使的
崗位都不同，相信每位也能盡心盡力完成工
作！希望我能從閱讀大使這崗位中學到不同
的知識。
 

5B 黃芷晴
  我是在這個學期入讀這所學校的，所以我也是第一次擔任閱讀大使。
  剛剛當上閱讀大使時，有一些工作不是很明白應該怎樣去做，幸好得到老師
和同學的幫助，才讓我慢慢地適應了閱讀大使這個工作。
  在當閱讀大使的期間，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有很多次當我正在整
理書架時，有幾個同學來找書，沒
有把書放回原位，把我們辛辛苦
苦整理好的書櫃給弄亂了！我非常
生氣，但是我同時亦領悟到一個道
理   不可以輕易將別人辛苦的成
果破壞，也明白到一個良好的閱讀
環境是要靠大家共同創造出來的。
  當上閱讀大使後，不但讓我學
到許多東西，還可以訓練我的耐
性呢！

  為了加強學生的環保意識，培養學生
實踐環保生活及推動環保教育，於本年1月
10日及1月17日，本校的「環保大使」分別
參加了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提供的「環
保大使考察活動」及「基礎環保章培訓」
講座。當天同學參觀了香港中文大學，學
習了有關保護環境的知識，同學亦學習到
最新的節約能源方法，為保護地球出一分
力。

  本校幼童軍活動多元化，除了恆常的集會外，上學期已舉辦了大會操、電
訊日、參觀「童軍文物廊」等戶外活動，希望成員從中學習幼童軍的精神，達
致五育的均衡發展，更希望他們能投入參與幼童軍的活動。另外，我們更設計
不同的遊戲及活動獎章的考核，讓成員在個人及羣體成長方面得以發展。

  為了讓有需要的同學能有效地進行網
上學習，本校特於小息及膳息時段開放電
腦室，讓有需要的同學完成網上學習。期
間，資訊科技大使會主動幫助同學解決使
用電腦時遇上的問題。此外，他們亦會協
助老師共同管理校內的電腦設備，共同為
保護學校電腦出一分力。

大會操

進場前，來張大合照吧！

電訊日

這天，我們玩了很多電訊的攤位遊戲。

這是我們的絲網印刷呢！
童軍文物廊真的有很多有趣的
童軍歷史和資料呢！ 大家很認真查看童軍的歷史！

我們定會盡力協助老師共同管理校內的電腦設備。

如遇上同學詢問較專業的問題，我們當然
會請當值老師親自出馬呢！

資訊科技大使正協助同學解決在使用電腦時
遇上問題。

6A   葉曼晴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資源科技大使隊隊長。在這學年裏，我會盡責做好這個職
務。我的職責主要包括每天巡查隊員有否準時當值，當然，在有需要的時候，我
也會主動幫助解決同學在使用電腦時遇上的問題呢!

5A   徐于珈
我是資訊科技大使隊員徐于珈。我今年才剛加入了這個服務隊伍，我是逢星期
一、三的膳息時段到三樓電腦室當值，主要是協助同學正確使用電腦及維持秩
序。想到可以為學校出一分力，我感到既開心又榮幸啊！

膳長心聲
6A 潘淑均

  我是潘淑均，今年是我第一次做膳長，我在1A班裏當膳長，他們都很可愛及
有禮貌。每次去1A班，他們都很安靜地等膳長到來，協助他們進行午膳。我很高
興今年能擔任膳長，既能培養我的耐性，也可服務別人。

6A 王芷媛
  我是1B班的膳長王芷媛，在做膳長的過程中，我學懂了很多東西，亦學懂了
如何照顧低年級的同學等。通過擔任膳長的服務中，我親身體驗到低年級的同學
是很需要老師或高年級的學兄學姊幫助。

6A 蔡思淇
  時間過得很快，我在1B班擔任膳長已有一個學期了。我真是很高興。起初，
我經常忘記他們的名字，對他們不太熟悉。但日子久了，我已慢慢成為他們的好
膳長、好榜樣、好朋友。我真的非常欣慰，他們從不認識，漸漸變成熟悉。當我
離開後，我絕不會忘記他們。

午膳大使

資訊科技大使

環保大使

服務 他人 ，盡 展潛 能
閱讀大使

閱讀大使協助同學借還圖書

閱讀大使整理圖書

閱讀大使幫助同學網上學習

4B 謝文萱
  我參加了學校的環保活動，到了中文
大學參觀導賞員哥哥派發給我們每人一個
望遠鏡及一些筆記，  我利用望遠鏡看到了
很多珍貴的鳥類，最令我難忘的是一種名
為「普通翠鳥」的小鳥，它全身有藍色的
羽毛，非常可愛。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非
常有趣。

環保大使考察活動—參觀中文大學

參觀「童軍文物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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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給家長打氣

齊心協力完成任務
同學和家長一同體驗遊戲的功效 

家長細心聆聽講員的講解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親子學習日

家長學堂

  親子學習日之大澳之旅已於一月
十日（星期六）舉行。當天天朗氣清，

我們均精神抖擻地出發。途中，我們在長

沙海灘稍作停留，欣賞美麗的海灣後，便驅車前往大澳。

我們參觀了水鄉棚屋、橫水渡橋及市集後，肚子裏已盛滿

大大粒魚蛋、茶棵和炭燒雞蛋仔；手中已拿着鹹魚、蝦乾

和花膠。我們在體會了水鄉的風情及品嚐了一頓美味豐富

的海鮮午餐後，便到寶蓮寺參觀。不過，要欣賞天壇大

佛，便要接受二百多級的石階挑戰。結果，家長與學生均

輕鬆地完成任務。

  這真是既滿足又愉快的一天，不但可以親子同樂，還
可以體驗簡單純樸的生活，更可以欣賞雄偉的建築。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教師茶
聚已於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舉行。在
會上，由家長教師會主席蕭杏霖女士報告會

務，司庫陳素閒女士報告財政，並由註冊社

工林嘉雯姑娘主講「港孩『擔』起來！」。

在場每位家長均非常專注聽講，氣氛熱烈。

課室的學生正忙於製作繽紛彩板、七彩串珠、創意筆筒

及進行電影欣賞。

  會員大會結束後，家長與教師聚首一堂，無論在禮
堂、大空地或小空地，隨處可見家長與教師愉快地閒

談，分享教導學生的心得，樂也融融！

家長講座
  本學年家長講座的內容圍繞子女成長需要及管教技巧，透過不同的主題，讓家長從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從而
建立積極的價值觀，提升管教效能，使家長能運用有效的方法，締造子女健康快樂成長路。

看看什麼書適合
子女看 家教會委員和家長一起分享講故事技巧

好快有得食啦 家長一起研究製作甜點

家長分組討論如何講故事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為培養家長多方面的興趣，學校特為家長舉辦不同
的家長活動，活動內容包括中醫美容、木糠布甸甜品製

作及講故事技巧分享等。家長從中可以學習有趣及實用

的知識，更可認識其他家長，拓闊社交圈子。

家長互相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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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比賽項目 獎  項／學生姓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高級組 5A陳葉春  6A司徒洋 6A吳小迅
中級組 3A潘文欣 3A林慶雅 3C歐寶銖
初級組 2B王天  1B梁益豪 2A歐陽啟康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高級組 6A張梓桐 6B陶麗恩 6B蔡曉樺
中級組 3C岑姻賢 4B林  3C陳子珊
初級組 2A張婉姿 2A林佩漫 2B王天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優良獎】
6A羅永恩 6A鍾詠欣 6A何寶鸚 6A韓瑞翔 6A蔡傲楠 6A曾令康 6A潘淑均 6A林 欣 
6A李穎熙 5B羅景皓 4A李曉澐 4A方煒琪 4A蔡培璋 3A李紫鋆 3A潘文欣 3C甘希文 
2B趙敏婷 2B李家僖 2A黎亦簥 2A楊清兒 2A張祖謙 2A鍾凱傑
【良好獎】
5A孟祉燁 5A林詠芯 5A蔡宛彤 5A楊巧琳 5B黃日禧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亞軍】6A蔡思淇 6A韓瑞翔
【季軍】6A鄧廷茵
【優良獎】
6A張梓桐 6A何寶鸚 6A梁芯詠 6A潘淑均 6A黃祉霖 6A王芷媛 6A曾 盈 6A鍾炘澄
6A李穎熙 6A文樂盈 6A司徒洋 6A吳小迅 5A鄭詠心 5A林詠芯 5A梁慧楠 5A李沛盈
5A盧旨呈 5A楊巧琳 5A王梓儕 4A何鍵沂 4A孫旻茜 4A胡曉嵐 4A區綺旻 4A陳伊汶
4A蔡培璋 4A方煒琪 3A陳靖禧 3A陳御彰 3A潘文欣 3A任子浚 3B葉奇峰 2A胡惠鐘
2A陸雅婷 2A歐陽啟康  2A張婉姿 2A黎亦簥 1A曹　揚 1A陳雅琳 1A麥楚宜
1A黃祖兒 1B陳忻綸 1C鄭佩思 1C勞琬程 1B YOUNG KAITLYN 
【良好獎】
5A王 安 2A林佩漫 2B王得懿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良獎】
3B阮鵬杰 3B黃浩榮 2A石馨然
【良好獎】
3A陳靖禧 3C甘希文 2A林怡臻 2B趙敏婷

《明愛胡振中中學》
「胡振中盃」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

【銀盃賽冠軍】
6A陳科文 6A蔡傲楠 6A韓瑞翔 6A李健嶙 6A吳小迅 6A楊展恆 6B韓泉光 6B馬天佑
6B許梓峰 5B莫家震 5B嚴文龍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男子接力邀請賽   【季軍】
女子接力邀請賽   【冠軍】

《天水圍官立小學》
男子接力邀請賽   【亞軍】
女子接力邀請賽   【冠軍】

《新民書院》
男子接力邀請賽   【亞軍】
女子接力邀請賽   【亞軍】

 男子接力接力隊

6A陳科文 6A吳小迅 6B許梓峰 5A王 安 5A湛振東 5B嚴文龍

女子接力接力隊
6A蔡思淇 6A林 櫟 6B蔡曉樺 6A曾 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遠【亞軍】6A陳科文
女子特別組100米【冠軍】6A蔡思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50米蝶泳【季軍】5A 麥可欣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季軍】5A 麥可欣

《香港童軍總會》
幼童軍傑出成就

【2014年總會優異旅團】
【2014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銀獎】
本校幼童軍（九龍第一三二旅）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5A邱宇軒 1A歐陽在瀛
【二等獎】6A楊展恆 5B羅景皓 3A陳海桐 2A區錦熙
【三等獎】
6A羅彩惠 6A曾令康 6A林 櫟 6A王芷媛 6B許梓峰 5A李沛盈 5A甘智謙 5A高雨姍
5B鄭泓麟 4B曹思怡 4A李永杰 4A譚宇軒 4A黃　彥 4A鍾振康 4A李澤圳 3A潘文欣
3A陳御彰 3B杜思瑤 3C陳紫琪 3B黃浩榮 3A劉晁亨 3A 思琦 3A葉裕恆 3A黃子鳴
3A周卓頤 3A唐澧軒 2A王海融 2A林怡臻 2A張祖謙 2B李家僖 2A張婉姿 2A劉向紋
2A韓偉正 2A王欣曈 1A陳穎琦 1A何曉悠 1A曹　揚 1B梁益豪 1C 思同

《天主教新民書院》
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九龍西區)

【小六組銅獎】6A何寶鸚
【小六組優異獎】6A曾 盈 6A吳小迅
【小五組銅獎】5B羅景皓
【小五組優異獎】5A林思晴 5A劉詩恩 5A邱宇軒
【小四組優異獎】4A陳伊汶 4A譚詠琳

我們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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