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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內地姊姊學校
    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並透過教育局

協調，與廣州花都區棠澍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曹小燕校長、余慶賢副校長、趙紅梅主任及

張思琪主任於10月31日探訪棠澍小學，交流學校的管理經驗，落實計劃中相互交流在學校經

營、資源運用及教育研究等的經驗。

締結聯繫簽約
    曹校長於11月3日及11月4日到深圳出席計劃的簽約儀式。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本校的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女士、廣東省教育局

官員以及各姊妹學校校長等出席簽約儀式，並參與交流活動。 

    兩所學校於日後會繼續籌劃交流活動。在

管理層面，期望通過互訪交流、考察等活動，

參考兩地的在辦學方面的優勢和強項，強化本

校行政管理的工作。在教學層面，希望有助加

深教師對內地教育的了解，擴闊教師的視野並

提升專業水平。在學生層面，通過探訪姊妹學

校，加強對祖國的認識和增強歸屬感；通過表

演活動/友誼比賽，讓學生進行文化交流。

兩地交流‧締結聯繫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曹校長與棠澍小學楊秀紅校長
合照留念。

大家在會議中互相分享工作經驗。

曹校長與棠澍小學楊秀紅校長及管理層於學校門前留影。
棠澍小學的同學投入課堂的情況。

棠澍小學楊秀紅校長與曹校長
出席計劃簽約儀式。 雙方正式簽約締結為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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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雯老師
    大家好！我

是羅嘉雯老師，
本學年擔任4B

班

班主任，任教中
文、普通話和體

育科。剛踏進廣

東道官立小學，
就被一張張天真

的笑臉吸引着，

看着學生們在操
場上愉快地玩耍

，又或是坐在禮

堂裏專注地閱讀
，活像一個個快

樂的小天使，期

待在這裏與你們
一起學習，一起

成長，共同享受

愉快的校園生活
。

陳文詠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文詠老師。剛剛於今年九月一日加入廣東道官立小學的大家庭。我主要是任教英文科，數學科和電腦科。我最喜愛是打攬球及旅行，而我每星期都會有定期的攬球練習令自己進步。另外，到不同地方旅遊更可增廣見聞和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

趙慧心老師
    大家好，

我是新任圖書
館老師趙慧心

老師。

相信同學們均
認識到我。我

在廣小看到了
同學們

有無窮的創意
和活力，而且

熱愛看圖書，
期望同

學們除了愛閱
讀外，還能成

為一個愛分享
的人。

在此鼓勵同學們
多閱讀，從而在

書本中多學習。

校園新面孔

申維英老師
    廣東道官立小學是一所充滿關愛的學校。記得初到學校的日子，在各方面都需要重新適應，幸有一班熱心同事的幫助，使我很快就融入這個大家庭。
    每天，我一踏進校園，看到的總是一張張親切活潑的笑臉，十分有禮地向我打招呼，讓我感到溫馨快樂，也帶給我無比的動力。    期望往後的日子與老師們一起努力，讓我們的同學在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下愉快地學習，健康快樂地成長。

校園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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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活動多彩‧歡樂常在

秋季旅行
    本校於12月9日舉行一年一度的秋季旅

行，地點是保良局北潭涌渡假村。當日秋高氣

爽，全校師生和家長都精神抖擻，興致勃勃。

到達渡假村後，我們先拍過班照，然後同學們

和家長一同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跳彈床、

手工製作、室內各種遊戲、打籃球、踏單車及

踢足球等各種活動，大家都玩得十分開心，渡

過了既愉快又難忘的一天。

    學校在12月22日舉行了聖誕聯歡會，當天有豐

富多彩的表演節目，不同的校隊為我們準備了精彩的

表演，如英語集誦、合唱團、牧童笛隊、弦樂團及兩

隊舞蹈團，展現了我校學生的才華。校長為同學抽出

豐富的聖誕禮物，還有班際聯歡會中的遊戲和大食

會。大家渡過了一個愉快和難忘的聖誕聯歡會！

精彩表演

豐富的聖誕禮物

快樂的班際活動 3



評判莫鳳儀太平紳士對我們
的合唱表現給予高度評價

精神奕奕地準備參加比賽

我們接受麗澤中學校園記者的訪問 將愛的音訊傳揚至社區

樂韻悠揚‧妙曲繞樑

同學們十分留心聆聽！ 很緊張，要搶位坐！！！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音樂會

「傳心傳意傳關愛」油尖旺區小學音樂藝術比賽

    為了將關愛文化傳遞社區，本校合唱小組參加了「傳心傳意傳關愛」油尖旺區

音樂藝術比賽。我們以多首與「愛」有關的歌曲組成了「兒童成長於愛組曲」參加

是次比賽。當天有多隊來自本區其他學校參與是項比賽，我們亦有幸獲得亞軍。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ABRSM)為港人最為熟悉的音樂教育機構

之一，除了為學習音樂的同學提供考試外，他們更會提供不同的音樂活動，

希望同學們能發展音樂技巧及發揮自己的音樂潛能。

    ABRSM  的考官們帶備了小提琴(V io l i n )、伸縮號(T r ombon e )、巴松管

(Bassoon)及低音大提琴(Double  Bass)於2016年11月1日到校為二、三年級同學舉辦了一場校內音樂會，同學除了能

現場聆聽多首由莫扎持等著名音樂家所寫的樂曲外，部分同學還參加了「音樂椅」(Musical  Chair) 遊戲，同學獲益

良多，渡過了一個充滿音樂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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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2016
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

6B李曉澐家長

    很感謝學校今次為小五、小六學生舉辦

「同根同心」交流團，讓學生可以認識到不同

地方的知識、文化及學習價值，他們與當地學

校進行文化交流，可增加課外知識。這次的旅

程讓小女學習獨立，對自己又多了一份自信。

6B黃彥家長

    謝謝這次出外交流活動，讓我的兒子獨立

地走向集體生活，這意味他會學到更多的知

識，懂得更多的道理，學會獨立、堅強，在他

成長的道路上會出色的展現自我。

6A胡曉嵐家長

    藉着這次活動，可以訓練小孩獨立的能

力、自理能力、溝通能力及照顧別人的能力。

這次能夠讓女兒參與這個活動，可以讓她嘗試

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我也為她感到高興和恩

惠。另外，我也感謝校方悉心地照顧小孩、講

解行程，令這個學習體驗活動順利完成！希望

學校再舉辦這些活動，讓小孩多些學習的機

會！嘗試踏入社會生活的初階！

衝出香港‧童遊中華

孫中山紀念館，內裏藏有很多國父的資料，
讓我們大開眼界呢！

同學們都很認真聽導遊講
解威遠炮台的歷史呢！

5A陳珍琪

    我覺得這次交流令我學會更多關於孫中山先生和

林則徐先生的事蹟，還令我擴闊了視野和學會了團體

合作的精神。這全都是導遊、領隊和四位老師，還有五、

六年級的同學在當中帶領及互相幫功，讓我有所得着，所以非常感

謝您們，這次交流真的令我感到十分難忘，我會牢記在心裏的！

    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再參加「同根同心」活動。

5A栾思琦
    我認為這個活動很有意義，不但能讓我更了解孫

中山先生，還讓我認識林則徐先生銷毀鴉片的經過。

我還可以和當地的同學互相認識和了解。如果再有機

會，我希望可以再參加這個活動，增長知識！

5B鍾曦童

    在旅程中，我知道了關於孫中山先生的著名歷

史，他這麼偉大，我們真的要好好向他學習呢！另

外，林則徐先生也值得敬佩，要不是他堅定實行銷

煙，我們可能還被鴉片毒害，他也是我們的學習對

象。此外，我們還參觀了林東小學，雖然當天很冷，但我

們跟那裏的學生相處得很開心。我學了舞獅，交到新的朋友，還買

了紀念品，真是很難忘的兩天！我希望可以再參加「同根同心」。

我們身後的虎門大橋多雄偉！

家長心聲學生心聲
難得相聚，我們一起合照吧！

我們身後的林則徐像正
指揮工人進行銷煙。

    本年度本校繼續參與由教育局所舉辦的「同根同心」交流計劃，在11月10

日及11日兩天，領隊老師帶同40名小五及小六學生到東莞進行歷史文化及學術

交流。是次學生先後踏足虎門林則徐紀念館與銷煙池，在當中細味當年林則徐

為了百姓銷毀鴉片的決心；也到達威遠炮台，尋覓百多年前鴉片戰爭古戰場遺

址；並參觀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捕捉孫中山先生點滴生活的片段；最後更到訪

坦洲林東小學，體驗內地學童上課時認真及專注的態度。這些交流，讓我校的

學生對內地的歷史文化及學習生活有深切的體會，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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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P P Y B I R T H D A Y

廣小暖萬心

愛心滿載‧茁壯成長

同學踴躍參與

看！收到很多物資。

家長義工落力協助 同學獻上小小心意

不分大小齊出力

同學及家長一起做善行

    「廣小暖萬心」禮物募捐行動，鼓勵學生慷慨捐贈物資予社區

有需要的人士，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禮物將會由五及六年級的學

生義工送贈區內有需要長者。家長及同學積極參與，募捐了不少物

品，共同實踐關愛身邊人，建立愛心社區。

開心共慶生日

同學收到生日卡很開心

低小的同學很喜歡生日卡 設計精美的生日卡

同學一起慶祝生日

生日傳情意
    由全校同學一起設計生日卡，選出同學優秀的作品製

成生日卡送給每月生日的同學。班主任會於德公課為每月

生日的同學舉行簡單的祝賀儀式，令課室變成愛心滿載的

學習地方。

6



新任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成員    盧志達學兄
    本人盧志達及兩名子女均畢業於母校，本人擔任校

友會常務委員會會員多年，一直活躍於校友會會務的事

宜。本人感謝各位校友支持本人參與「校管會」

的工作。本人希望能回饋母校培育本人及子女

的恩澤，為母校貢獻；並秉承歷任校管會校

友代表的使命，協助學校為我們的學弟妹提

供優質的教育，使能成為一個對社會負責的

良好公民。

    在十月下旬，校友會舉行了一

年一度的會員大會。當天得多名校

友到場支持，氣氛溫馨熱鬧。

    適逢學校管理委員會校友代表

選舉，我們感謝吳運祺學兄過去六

年的支持，也歡迎盧志達學兄加入

校管會，為學校貢獻。

校友會：重回校園時

校友會主席林穎妍
致歡迎辭

校長勉勵校友要秉承
學校的校訓，成為社
會的良好公民。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教師茶聚
已於十一月四日（星期五）舉行。當天黃昏時分，家長帶同學生魚貫地進入學校。會上，前主席蕭杏霖女士報告會務，現任主席陳素閒女士報告財政，並由丁錫全醫生主講「抗壓秘笈」。在場每位家長均非常專注，真是學生的好榜樣！禮堂的氣氛熱烈，課室亦不遑多讓，學生正忙於製作拼貼牙簽畫、吸管迷宮及創意玉米粒。    會員大會結束後，又是家長與教師聚首一堂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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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合作‧溝通無限

委員和老師合照

主席向老師送上
鮮花

新任會長的話
       大家好！我是家教會主席陳素閒女士。首先，很多謝校方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在這裏分享

一下我的心底話。

       轉眼間，小女在廣小已是六年級生，回想起當初，從幼稚園畢業後，到廣小升讀小一時的

情景，就像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在這六年間，我看到小女成長了很多，她不僅培養了積極的

學習態度，更學會了正面的價值觀去面對不同的挑戰，讓她發掘到自己的興趣，從而更有自信

地發揮她的所長。我相信這些得着，對她未來的發展會有莫大的幫助。

       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這點我是同意的，但我認為「性格改變命運」更為貼切。非常

感謝廣小的校長以及各位老師們的努力，能遇上有愛心，循循善誘的老師實在難得，這是廣小

學生們的福氣！

       快樂的時光總是快過的，數月後，小女就會踏上中學的征途，開展人生的另一頁。在此，

我謹祝廣小的每一位成員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丁醫生主講內容生動有趣。
老師及家長正愉快地交流。

家長教師會前主席蕭杏霖女士正報告會務。

敬師日
    家長教師會

於九月九

日舉辦了「敬
師日」的活

動，以發揚「
敬師愛生」

的精神。家教
會委員特別安

排鮮花送給全
校的教職員，

家

教會主席蕭杏霖
女士在儀式中致

詞及聯同各委

員向老師、教職
員送上心意。讓

同學在校園中

感受及實踐尊敬
師長的優良風氣

。

主席致詞

家長教師會主席陳素閒女士及
其家人（女兒6A蔡培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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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THK English radio programme 
“Sunday Smile”. 

英語大使

全人發展‧各展所長

升旗隊 幼童軍

普通話大使

普通話大使們協助老師進行校園推普活動。

校園小老師

小老師們用心指導，學弟妹努力學習。 教學相長，互助互愛，同學們獲益良多。

各升旗隊隊員正為2017年周年檢
閱禮進行步操訓練！

我們又可以跟不同旅團的幼童軍聚首一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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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大使肩負推動環保、節省能源及保
持校園清潔的責任。

環保大使 閱讀大使

我們閱讀大使的工作，是協助使用圖書館電腦，整理書
架圖書及維持秩序及派發全校報紙呢！

午膳大使

膳長在熱心服務同學。

資訊科技大使

我們定會做好本分，並協助老師共同管理校內的電腦設備。

2016-17年度風紀生就職典禮

風紀

9



來聽聽，我們美妙的笛聲。
Our English Drama Team is trying their very 
best to prepare the new musical of the year, 
“Alice in Wonderland”.

廣小精英‧共冶一爐

請大家高聲唱！

弦樂團

團員積極地參加訓練，大家都專注地拉奏樂曲，          
為即將來臨的表演作準備。

Our  Chora l  Speak ing Team 
received the 2nd place in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Team

合唱團

牧童笛隊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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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舞蹈團

學校高級舞蹈團的同學在加緊訓練，準備參加校際舞蹈節比賽。

我們所繪畫的藍
天白雲和巨大太

陽，讓

人感覺到今年的
冬季份外溫暖及

舒暢。  

校園小記者

乒乓球隊隊員正在用心練習，準備參加
校際的乒乓球比賽。

學校初級舞蹈團的同學在翩翩起舞。

高級舞蹈團

視藝培訓砠

乒乓球隊

田徑隊

田徑隊員在練習
交接棒技巧。

看我們校園小記者陣容多強盛！

籃球隊員都認真地練習，打好基礎。

籃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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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小龍虎榜
舉辦機構／比賽項目 獎 項／學生姓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季 軍】 2B梁志鋒
【優良獎】
2C黃訢翹 2C呂靖怡 3A羅 禎
3C勞琬程 3C莫頌然 3C岑凱晴
3C何曉悠 3C麥楚宜 4A張祖謙
4A李家僖 4A張婉姿 4A林嘉豪
4B湛俊業 5A潘文欣 5A周靖祺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6A劉莎莎
【良好獎】
2A方思曉 2B林海藍 2C高鎧澄
3C曾韻珠 4A李姿嫻 4A鍾凱傑
6A黃嘉儀 6B李安寶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季 軍】 6A胡曉嵐
【優良獎】
1B李 賞 2A雷紫琪 2B蔡善彤
2B陳姵杏 2B樂辰楷 2B羅育軒
2C Thapa Manish 2C呂靖怡
2C黃訢翹 2C高鎧澄 3A羅 禎
3A GURUNG RUBY 3C岑凱晴
3C麥楚宜 3C曾韻珠 3C何曉悠
4A李姿嫻 4A張婉姿 4A胡惠鐘
4A石馨然 4B王得懿 4A林佩漫
4A鄭子萱 4A陸雅婷 4B李子喬
4B湛俊業 4B馬稀淋 5A任子浚
5A周靖祺 5A黃子鳴 5A潘文欣
5A李紫鋆 5A蕭杏怡 5A陳靖禧
5B陳家銘 5B柯子君 5C陳玟璁
5C李銘恩 6A劉莎莎 6A方煒琪
6A蔡培璋 6A何鍵沂 6A劉 菲
6A區綺旻 6B胡菀珊 6B方綺霖
【良好獎】
1A施幸瑤 4A江恩晞 4A阮家帥
4B鄧銘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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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 軍】 3A羅 禎
【優良獎】
2A方思曉 2B傅苑蓉 4A鄭子萱
4A林佩漫 4A胡惠鐘 4A李姿嫻
4B張敏悅 4B麥廷而 4B郭智榮
4C熊思源 5A薛丞皓 5B陳家銘
6A甄杏婷 6A劉莎莎 6A孫旻茜
6A鄧雨牧 6A方煒琪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集誦比賽

【亞 軍】
4A鄭子萱 4A程宛蒽 4A張婉姿 
4A鍾凱傑 4A韓偉正 4A胡惠鐘
4A黎亦簥 4A李姿嫻 4A林佩漫
4A陸雅婷 4A沙勝利 4A石馨然
4A王海融 4A王天姸 4B陳尚澧
4B鄒佩琳 4B張敏悅 4B許美淇
4B麥廷而 4B彭 盈 4B馬稀淋
4B鄧銘匡 4B湛俊業 5A周靖祺
5A周穎言 5A何悅恆 5A林慶雅
5A駱滿華 5A栾思琦 5A潘文欣
5A孫文睿 5A任子浚 5A陳靖禧
5A陳珍琪 5A趙姿茵 5B杜思瑤
5B甘希文 5B胡皓翔 5B陳家俊
5B陳奕暉 5B周卓頤 5B鍾曦童
5C李銘恩 5C岑姻賢 5C邱樂雯
6A陳佩慧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6A何鍵沂 6A劉 菲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4x100米接力邀請賽   

【殿 軍】
5C龔煜軒 6A陳敏儀 6A陳佩慧
6B符策珠

《南元朗官立小學》
男子組4x100米接力邀請賽

【季 軍】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5B許釗雄    
6B符策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50米背泳【優異獎】
4A王海融
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優異獎】
4A王海融

舉辦機構／比賽項目 獎 項／學生姓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擲疊球季軍】
4A沙勝利
【男子甲組100米優異獎】
6B符策珠
【男子甲組4x100米接力賽優異獎】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5B康 力
5B許釗雄 6A伍俊偉 6B符策珠

《麗澤中學》
「傳心傳意傳關愛」
小學音樂藝術比賽

【合唱組亞軍】
4A龔博灝 4A陸雅婷 5A梁進傑 
5A蕭杏怡 5A李紫鋆 5A黃凱慈
5A陳靖禧 5A林慶雅 5A任子浚
5A陳御彰 5A劉晁亨 5A余詩韻
5A陳珍琪 5A駱滿華 5A趙姿茵
5A栾思琦 5A周穎言 5A馬富珍
5A何悅恆 5A吳洛軒 5A黃子鳴
5A潘文欣 6A劉莎莎 6A劉宛沅
6A梅元碧 6A譚詠琳 6A區綺旻 
6A徐家傑 6A陳敏儀 6A黃嘉儀
6A陳佩慧 6A胡曉嵐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組委會》、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合辦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2B蔡善彤 2C高鎧澄 3A羅 禎
3C吳道宏 4C洪浚淯 5A陳海桐 
5A劉晁亨
【三等獎】
1B李芷晴 1C孫啟泰 2A甄詩兒
2A方思曉 2A雷紫琪 2A張雨晨
2B陳姵杏 2B傅苑蓉 2B梁志鋒
2C馬郗蓮 2C周信一 3A林 俊
4A龔博灝 4A李家僖 4A鍾凱傑
4A王海融 4B丁曉霖 5A余宇峰
4B李泳恩 4B黃彥淇 5A唐澧軒
5A李紫鋆 5B杜思瑤 5B張耀國
6A傅苑珺 6A溫琇嵐 6A區綺旻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
資訊科技學系》及《香港天主
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初賽）2016-17

【個人賽銅獎】
5A葉裕恆 5A林慶雅 5B吳宥樺
【個人賽優異獎】
4A李家僖 4A王欣曈 5A鍾福發
6A温琇嵐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及
《李求恩紀念中學》

九龍區區際STEM比賽：
BLING BLING 電容模型車

【九龍區冠軍】
5A陳海桐 5A薛丞皓 5B張耀國
6A譚宇軒

《中國石獅市東南藝術研究院》、
《日本大阪日中文化交流會》

第38屆中國  
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銅獎】 4A劉嘉瑤
【兒童組優秀獎】 4B鄒佩琳

《香港青年協進會》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

比賽2016  填色比賽

【初小組銅獎】 2C周信一
【高小組優異獎】 6A蔡培璋

《敬師運動委員會》
「頌師恩」繪畫比賽

【低年級表現卓越獎】
1A劉康堤 2B龐書琳 2C Sherlyn
3A何悅曦 3B梁熙彤 3C岺凱晴
【高年級表現卓越獎】
4A王天姸 4A鄭子萱 4B黃彥淇
5C梁卓琳 5C薜理金 5C陳紫琪

《香港童軍總會》
幼童軍傑出成就

【2016年總會優異旅團】
【2016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金獎】
本校幼童軍（九龍第一三二旅）

《教育局》「全方位學習」
  海報及卡通人物設計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廣東道官立小學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香港警務處》及《香港電腦

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共建安全網絡2016」

  吉祥物設計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季軍（小學組）
廣東道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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