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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愉快學習  共創美好前程  培育我校  廣小幼苗  遠大目標……」

開學禮上徐徐揚起「廣小」活潑輕快的校歌，歌中一句「培育我校  廣小幼苗」啟發了《廣

苗》的誕生。從此廣東道官立小學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得以在《廣苗》中體現出

來。大家會看到《廣苗》裏學生當家作主，風紀、服務生、傑出學生、小記者、畢業生等都成為

了主角，加上老師、工友、教學助理等的專輯專訪，「廣小」大家庭是屬於大家的。

大家看! 「風紀話你知」中想不到年紀小小的風紀已經對「工作」別有一番見解;「不簡單的

簡單任務」中原來班長、膳長都各有抱負; 「我們成功了」使我們看到「廣小」裏臥虎藏龍，成

功的升旗隊隊長、游泳飛魚、乒乓精英都是成功非僥倖的; 畢業生在「廣官人語」分享了他們從

「廣小」大門踏出更廣闊的學習世界後如何迎接新挑戰，正好呼應了老師們在「廣官人語」中說

「廣小」的孩子都是待人有禮、認真學習的好學生。

「廣小」今年在課程作出了新嘗試，開展了富有校本特色的「特色課」，透過「探知」、

「育人」的學習活動，實踐「動手動腦育人生 · 創意創客展潛能」。還有，外籍英語老師在 

“My Wonderland”的教學理念、工友濟叔

和教學助理葉sir的專訪，都讓我們看到「廣

小」是一所「有溫度的學校」，「廣官人」心裏

的教學熱誠、對工作的熱忱和熱愛時常給學生

的學習加溫保暖。

願《廣苗》成為大家喜愛的讀物，成為屬

於大家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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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禮

開筆禮

陪伴孩子快樂成長，是我們每一位老師的願望。

「同學各位找個位，這是你的開學

禮……」隨着歌聲響起，新的學年又開始

了! 我們除了歡迎一張張熟悉的臉孔回來

廣小這個大家庭外，還十分重視我們新加

入的成員，他們就是一羣天真可愛的小一

學生。相信這些幼苗在老師悉心的栽培

下，定能茁壯成長!

在開學禮上，袁校長語重心長地給我

們的同學作出一番勉勵，還特意為

同學介紹校內的每一位老師。

希望各位同學經過了一個既充

實又愉快的暑假後，能抖擻

精神，準備學習新一年的各

種知識，迎接新一年的各種樂

趣及挑戰。

今年的開學禮饒富意義！我們為小一同學舉行了「開筆

禮」。袁校長贈送了一枝鉛筆給每一位小一同學，喻意他們已成

長，踏入人生一個新階段，希望他們升上小一後在一愉快和美好的學習

生活中繼續成長。同學們收到這枝別具意義的筆後，在課室裏認真地學習執

筆的正確方法，並在工作紙上寫上自己今年的學習目標，還熱烈地與同學分享。

小一同學展示自己的學習目標。
同學們認真地學習執筆方法。

袁校長贈送每位學生一枝鉛筆作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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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紀就職儀式於開學禮時進行。當天由袁藹儀校長為風紀隊長

佩戴風紀隊長帶，風紀們整齊地讀出誓辭，表明願意接受光榮任務，

以服務學校及同學為己任，承擔職責。

風紀生克盡己任，不論晴天或雨天，都堅守自己的崗位，而且每

天也要犧牲小息或膳息的時間值崗呢！

各班風紀生負責看管指定班別同學的秩序，有些風紀生則負責

看守各樓層、巡邏和站崗。你們也想加入風紀隊伍，為學校服務

嗎？

4A徐婉瑜

大家好，我是4A班徐
婉瑜，是第一年擔任風紀，請多多

指教。

我的當值地點在3B班，跟學期初
比較，3B的課室變得安靜了，我教會他

們安靜下來，比喧喧鬧鬧好得多，
我希望他們能做到。如果有同學不
乖，我會耐心地慢慢跟那位同學說
他或她做錯了甚麼事和要注意甚

麼，最重要是他明白。

我會做個好榜樣，樂於
助人，謝謝大家！

 6
A石馨然

大家好！我是6A
班的石馨然，是一位具有三

年年資的風紀。我從一位新風
紀，蛻變成了一位「老手」，從

一位剛入隊的「BB小風紀」，變
成了一位懂得照顧人的大姐姐。這三年的經歷，
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有一些話想對各位「同學仔」說︰「你們
要乖一點呀！不要加重各位風紀哥哥姐姐的負

擔，我們犧牲了小息的時間來當值呢！

各位小師弟小師妹，我希望你們能
夠踴躍加入風紀的行列！

看! 風紀生們已作好準備，為校園服務。團隊精神

風紀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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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遊戲，我們更加了解對方。

角色扮演環節，令風紀執行

職務時更具信心。 6A鄭子萱

在 香 港 ， 我 們 要 遵 守
《基本法》；在學校，我們就要遵守

學校的「基本法」了！

在校園裏，有些同學喜歡比賽誰跑得快，
可是如果在樓梯間賽跑，可能會碰倒其他正在上下

樓梯的同學，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在樓梯間賽跑了，這
個很基本吧！

有些同學常常在校園裏大聲喧嘩，也不
管老師們的感受。如果你是老師，有一羣同
學在門外大叫，你會怎樣想呢？保持校園寧

靜也很基本吧！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好自己的本
分，不給別人添亂，明白甚麼是學生

基本應該遵守的，那校園就
變得和諧多了。

來一記囗號，振奮士氣! 6A李家
僖

大家好！我是B隊風紀隊
長──6A班的李家僖。

我是由四年級開始當風紀的，當值的崗位
是2C班，當年我十分努力，服務大家，維持秩序。

果然，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到了五年級，我「升職」
了！由橙色的帶變成了黃色的帶，由「風紀」改成

「風紀副隊長」，但是我沒有因此而驕傲。為了能夠再
上一層樓，我會繼續努力的！今年我不是在課室值崗，
而是在二樓教員室值崗。每次值崗，我都會誠懇地向老
師鞠躬或微笑地說「老師早晨」以表達敬意。

這一年，我升上六年級了！要畢業了！我終
於達到了目標，成為風紀隊長！各位，我會努

力的！我想告訴所有同學──努力是不會白費
的！只要你訂立目標，努力向前！盡你所能

吧！因為這個世界是沒有「不勞而獲」
的。

6B王得懿

大 家 好 ！ 我 是
B隊的副隊長。我每日

的工作是巡崗和協助本隊
的風紀。如果有些風

紀遇到值崗班中的同學
不遵守規矩，我就會立
刻上前幫忙。我現在已
是一位副隊長，但是

我還很想念一年前做
小風紀的情景及經

歷。

5話你知風紀



6A
林

佩漫

大家好，我
是6A班的林佩漫。

我是C隊的風紀隊長。
平時，我會和副隊長(阮

家帥)一起巡崗。當我巡
崗時看到同學頑皮，我會
加以指點和勸告，告訴他們這些行為是不正
確的，我還會檢視C隊的風紀有沒有準時當
值。我認為當上風紀後，可以培養責任心

和關心同學，也會懂得樂於助人，減
輕老師的工作量，同時也為校園

出一分力。

6A阮家帥

風紀，一個既讓人敬又
讓人恨的職務。有些人認為做風

紀是一件光榮的事，但有些人卻以
為風紀只懂記名和向老師打小報告。

其實，這是不真確的。

風紀的職責是協助老師維持校內
秩序，我們在值崗期間，如看到有同學
不守秩序，會先提醒或口頭警告，萬一
同學不理會勸告，我們才將他
交給老師處理，是有一定程序

的，所以我們不會胡亂責罰
同學，更沒有權去罰同學

呢！

4A蔡善彤

我是4A班的蔡善彤。
今年第一年當風紀生。當值的
崗位是2A班。2A班的學生比較
活潑，經常在課室內跑來跑去呢。
我怎樣勸告他們也不聽，那我便向
當值的老師尋求協助。當任教他們的
老師在場時，他們便很安靜地做功課
和寫家課，一臉乖乖的模樣；但老師
一走，他們又開始活躍起來了。當風
紀一直是我的夢想，如今終於實現
了。我會好好學習，成為一位出
色的風紀生。

4A樂辰楷

我是4A班的樂辰
楷，今年首次擔任風紀生，

令我很驚喜。我覺得當風紀生
是光榮的，可以幫助老師分擔

工作，管理校園秩序。

我認為做好這份工作不
僅要大公無私，還要以身作
則 。 我 會 盡 心 守 好 我 的 崗
位，以我積極、樂觀的態

度服務同學，做好老師的
小幫手。

 我們是一支優秀的服務隊伍!

6 話你知風紀



由本年度開始，學校把星期四下午七、八節定為「特色課」，一共八期。第一期的特

色課便以「有温度的課室」為主題，朝着「從心做起，從新開始」的目標，實踐班級經

營，以班級的常規管理、課室管理、環境管理及人際管理這四個範疇開展活動，藉此加強

班的凝聚力，培養學生團結、自律的能力，以及促進師生溝通。班級經營讓班主任與學生

能整裝待發，携手為未來一年的成長與學習奠下良好的基礎。

新學年，新開始，認識我及我的家人，互相分享。

走出課室，建立班級團隊精神，共同努力學習。

動手動腦，你看！我們學習的環境多美麗。

課室常規由我們建立，由我們遵守。

自律守規小人類

7育人特探 色知 課



1A1B

2B
2C

4A

4B

4C

5C

6A

有溫度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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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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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有溫度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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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四，總會有學生問：今日特色課做甚麼？他們期待的正

是不一樣的課堂。第二期的特色課在十月進行，以「探知．求真」及

「開心講場」為主題。

水是怎樣的？一、二年級的同學可以告訴大家：水是無色無味的，

是有浮力的。學生在特色課中進行「水的探究」，透過手作小實驗，探

知水的特性。三、四年級同學又會動動腦筋，思考不同的情境，透過思

考工具分析問題。你可以考考他們學了多少招式。五、六年級同學就動

口講話，利用不同的結構圖及方法，組織說話的內容。

透過特色課，我們希望學生動腦動手再動口，分析解難再應對，能做到

學習上的小主人。

動動腦，動動手，你用「兩面思考」，
我用「屬性列舉」整理思路。

你來當主播，讓我來錄音！

我們的小烏賊做好了，哪隻會浮？哪隻會沉？
今天特色課做甚麼？玩樂中學習，學習中探究！

探知求新在廣小

10 育人特探 色知 課



一齊討論說話內容，錄音聽聽講得好不好！

先來設計，再動手製作濾水器，然後測試它的效能。

做好了沒有？大家也準備好了。嗖！你的氣動車跑得那麼快！

11育人特探 色知 課



Blessings Through Helping Others
As the old saying goes ‘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 Reaching out and serving other people 
is the greatest act of kindness and love. We believe that students’  untapped potential will be 
fully discovered in a love and care atmosphere. 
Therefore,  we offer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of 
services for students to discover and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and initiative. We try to 
provide duties for everyone. Posts like big 
brothers and sisters, prefects, monitors, 
lunch helpers, librarians and ambassadors 
of  IT enable our students to love others 
through services. 

Let’s invite some of our monitors and lunch 
helpers to share their reflections.

5A Ho Hiu Yau
Being a monitress is  a 
meaningful job as I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my beloved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5B Xie Yong Qi
I am glad to be a monitress this year. I have learnt 
that I need to be patient and thoughtful. Being a 
monitress also encourages me to do the best so that 
I can be one of the role models in my class.

12 不簡單的簡單 務任



6A Luk Nga Ting
I am glad to be a lunch helper 
because I like helping others. 
Apart from money, we can 
also give our time and energy. 
Helping others  makes  us 
happier and healthier!

6A Lai Yik Kiu
When I was in Primary One, I 
was served by other Primary 
Six students. I thought it’s a 
meaningful job so I became 
a lunch helper for this year’s 
Primary One. 

6B Au Yeung Kai Hong
I have been a lunch helper for 
many years. I am willing to serve 
others,  especially the lower 
primary students. Helping others 
is a virtue. If we try our best to 

help people who are 
in need, our world 

will be full of love.

5C Chloe Faye
I t  i s  m y  p l e a s u r e  t o  b e  a 
monitres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I can be a good leader. I 
can help others to behave well 
and to be great leaders. I hope 
that someday they will be role 
models, too.

6B Wu Wai Chung
As a monitress, it is a challenging 
job for me to handle classroom 
discipline. I need to be strict, for 
example,  I  have  to  remind  my 
classmates to settle down and follow 
teacher’s instructions after the recess. 

6C Lau Nga Kwo
I have been a lunch helper since last year. 
Being a lunch helper, I need to be caring 
and attentive. I really enjoy serving those 
lower primary students.

13不簡單的簡單 務任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learn more effectively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y do not 
feel stressed. The English team constantly strive to create a fun and stress free environment.  Lessons 
normally start with a song to put the students in a happy mood where they are ready to learn.  
The class often read a fun story book together.  Th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and describe what they see.  Even though the students practice valuable skills they often 
don’t consider this part of the lesson because they’re having so much fun.  Throughout the year, 
students will make porridge, cakes, origami animals, elastic band powered cars and short cartoons 
using Scratch Junior.  After, they are asked to write and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Such practical 
lessons inspire the students to use and learn English in a fun way where they might even forget 
they’re in a lesson.

Learning English is a lifelong process.  We hope that all of our 
students will love learning English so that they will be happy to 
continue learning i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as they 
grow older.

Taking the Stress out of the Classroom
Philip Strid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CR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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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Stress out of the Classroom

我們升旗隊的隊員都是四至六年級的同學。我們定

期有集會、步操訓練及升旗禮，積極參與總會的專業培

訓課程，更成功考獲獎章。我們負責在學校進行升旗典

禮，更會參與總會每年的檢閱禮。

升旗隊

6C龔煜軒同學

大家好!我是升旗隊隊長龔煜軒同

學，有一份喜悅希望與大家分享!我們的升旗隊

在2018年周年檢閱禮中獲得「步操比賽」的優異

獎。還有，我們已連續兩年成功獲得「旗手護旗比賽」

亞軍，因此連續兩年獲得由香港升旗隊總會頒發「優異隊

伍」的榮譽。另外，我更有幸獲頒發「優秀隊員」，實在令

我喜出望外!這些獎項都大大提升了我們的自信心，我祝願大家

日後能繼續發揮團隊精神，培養領導才能，貢獻社會。

2018年周年檢閱禮中，袁校長為我們打氣。

成功奪得步操比賽優異獎項

神勇地揚起國旗的一刻。

本校升旗隊榮獲旗手護旗比賽亞軍。

15成功了我們

每個孩子都有尊嚴， 

    每個孩子都可學習， 

        每個孩子都可成功。



我們學校的田徑隊陣容龐大，男

女子隊員共四十人，每一位都是精挑

細選，老師說我們都是學校的精英

呢！當了田徑隊員，我們每星期有

三天需要提早回校在課前訓練，其中

兩天練習技巧，一天訓練體能，過程

一點都不容易。憑著老師耐心的教導

和同學不斷的努力，過去一年我們在

競爭激烈的九龍西區獲得男子乙組團

體優異獎，還有數名同學獲得個人獎

項，其中兩位隊員更獲挑選代表九龍

西區參與全港學界田徑比賽。不過，

得獎只是額外的獎勵，當中我們學習

到堅毅、不放棄的精神才是最寶貴

的。

田徑隊

男子甲組和女子甲組隊員在友校接力邀請賽獲獎 
         

張耀國同學榮獲九西區田徑賽男子跳遠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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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和老師好，我
是6A班王海融。很高興可以代表
「廣小」參加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
比賽，在去年個人項目我很幸運地奪得
亞軍和殿軍，最後能穿上
「廣小」的校服代表九
龍西出賽，還奪得女子
團體第三名。

我覺得游泳是一種
又刻苦又輕鬆的運動。為

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一星期七天都要到九龍公園
泳池練習，在暑假時還要早上五時半起床，七時到
達深水埗泳池作戶外練習，下午再加跑步和深度訓
練。但當我每次一跳進水，我就感覺很放鬆，能像
魚一樣在水中暢泳。

游泳令我既可以放鬆自己，也可以加
強自己的耐性、恆心、不怕艱苦、不怕輸
的精神。「輸」是不重要的，不是每次都
能嬴，最緊要有正面的心態啊！

希望各位同學努力和加油！

大家好！我是麥廷而，我非
常熱愛運動，而我最喜歡的運動就是
乒乓球。乒乓球是一種講求速度、力量和 

   協調的運動，從六歲半開始我就接受乒乓球訓練，現在我是恒生 
      乒乓球學院少兒精英隊隊員呢！

在2018年的暑假，我代表少兒精英隊去中國參加「幼苗盃」全國
少兒乒乓球比賽，獲得女子單打第四名和女子雙打第二名的成績，真
是感到十分榮幸呢！

香港乒乓總會每年都會舉辦不同組別的比賽，我都有報名參加。每
次比賽前，媽媽都會為我安排時間作賽前準備和訓練。在比賽過程中
面對不同水平的對手，都能讓我從中吸取不同的經驗和應變能力。教
練跟我的配合也非常重要，每次比賽前後，教練都會跟我細心分析和
總結。

每天放學和星期六、日，我都會去訓練。訓練過程中雖然經常
遇到困難和感到疲倦，但我仍堅持到底，因為教練經常勉勵我要「盡
力、搏盡、堅持」才會成功。我很享受比賽和珍惜訓練時間，因為乒
乓球讓我學到堅持和得到成功感！

王

麥

6A

6B

同

同

海

廷

學

學

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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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員：4A馮浩然、周信一、呂靖怡、余林潤

馮浩然、周信一: 很開心我們這次可以訪問到服務了學校37

年的濟叔。

呂靖怡、余林潤: 不問不知道，原來濟叔平時除了看守

門口，工作還有很多很多，我們真要好好謝謝他! 

原來濟叔平日除了負責看守門口，還要負責交收文件、清潔洗手間、更換蚊燈、

打印工作紙和試卷等。他說日常工作沒有使他感到困難，只是有時工作特別繁忙，會

有少許壓力。我們見他看守門口時經常保持聚精會神，問他有什麼秘訣，他說：「有

時坐得累了，站起來走走，就會精神起來了。」他還說在這裏工作十分開心，同學們

都很乖，只是有一年他的媽媽去世了，他十分傷心。濟叔

在這裏工作已經37年了，很多畢業了的同學回來時，他都

能一一說出他們的名字，他還即時示範了怎樣記住我們的

名字呢!

濟叔說很喜歡在這裏工作。我們希望大家在學校都要

守秩序、保持清潔，不要加重濟叔和其他工友的工作。

濟叔專訪

濟叔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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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灝：	 請問你平日有甚麼工作?	

葉sir： 主要是在課室協助一些有需要的同學，提醒他們要留心上課，有時也會看管午膳，還

要在電腦室剪輯相片和短片然後上載校網。

子萱：	 那麼請問你需要哪些技巧來完成工作?

葉sir： 當然有! 例如一些專業知識，學生有不懂的時候，我們要解答他們的問題，還有對學

生的耐性和愛心。

馨然：	 為甚麼你會來這裏工作?你初時來到有甚麼感覺?
葉sir： 來這裏工作是為了接受新挑戰。雖然初時感覺有點陌生，後來我發覺同學們都很接受

我，有時他們離遠看見我，就會説「葉sir來了」，然後就立刻返回座位，這就知道他

們明白我對他們是有要求的。

子萱：	 你有沒有因為工作上的困難而想放棄?
葉sir:： 沒有，只有想過要克服困難，例如怎樣才可以更有效地

幫助同學學習。

博灝：	 你最喜歡是哪些工作?
葉sir： 我最喜歡負責看管同學午膳，因為可以跟同學增進感情。

馨然：	 你想在這裏繼續工作嗎?	
葉sir： 當然想!因為同學們都很可愛活潑,像我一樣充滿熱情,

當他們對我説聲「早上好」，我已經覺得十分有動力

去工作了。

子萱：	 原來助理教師的工作一點也不簡單，而且要做得

好，更要具備不少條件。

馨然：	 今天我們能有機會做訪問員，對我真是

一個新挑戰!

博灝：	 對呀!剛開始時我也有點緊張，但原來

做訪問是那麼有趣!

馨然、	 子萱、博灝：	謝謝葉sir!

馨然： 其實學校裏有很多人為我們默默服務，今天我們要

訪問的助理教師葉sir就是其中一位。

博灝：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做訪問，心情又興奮又緊張! 

子萱： 是的，幸好我們都已設計了問題，不用擔心! 

19者專訪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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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思琦

各位好！我是方煒琪，是廣東道官立小學第五十八屆
的畢業生，現時在油麻地真光女書院就讀中學二年級。當
初剛升上中一時，我感到讀書十分吃力，每星期頻繁的小
測和堆積如山的功課，使我喘不過氣來，幸好在朋友的帶
領及小學老師給我的支持和鼓勵下，才把我從最深的谷底
裏拉了起來，讓我明白到時間是不會等人，只有自己和時
間競賽，才會是真正的成功，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寸
金難買寸光陰」。我在此勉勵各位師弟及師妹們珍惜所有
你身邊的人和時間，因為他們，你才會幸福和進步。祝所
有老師和同學身體健康及生活愉快！

大家好，我是上一屆的畢業生栾思琦，現正就讀於伊利沙伯中學。

上到中學後很多事情都跟小學不一樣了，上課時除了中文和中史科，全
都是用英文。課程也變得複雜、緊迫了許多，例如添加了地理，科學，歷
史，中史等科目。功課數目雖然不算多，但程度卻比小學時難得多，需要更
花心思去做。測驗、默書也更頻繁，毫不容易。

中學的壓力的確比小學大，但這也不是壞事，壓力能使我們進步得更
快。中學在課外活動方面比小學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學會。我參加了紅十字
會，紅十字會的師兄師姐都很照顧我。每當我遇到問題，他們都很樂意幫
助我。參加紅十字會要學習步操，早上七點半就要回到學校集合。雖然很辛
苦，但我覺得很值得，步操可以訓練我們的紀律性、專注力，還可以讓我們
學會守時。

我之前也提過中學的學習壓力會比小學大很多，所以一定要學會備課，
在上課的前一天把明天會教授的課文提前看一遍，熟悉一遍，這樣上課時才
會得心應手。除了備課，也需要學會記錄筆記，這對於溫習測驗及考試很有
幫助。另外，中學的功課大部分都不是第二天就交，而是兩三天後，幾個星
期後甚至是幾個月後才交，因此，一定要學會整理自己的時間表。

多得母校的培育，我才能夠進入這所中學，我衷心感謝小學的老師以及
校長六年來對我的關愛和栽培。希望今年六年級的師弟師妹努力學習，升讀
理想的中學，也希望今年剛入讀「廣小」的師弟師妹能盡快適應小學環境，
有個愉快的小學生活，謝謝。

方煒琪

語

畢業成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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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何寶鸚，現就讀拔萃女書院。面對新學校新
環境，少不免需要時間適應，每天放學後，我便複習當天新
學的知識，温故知新，預習新的課文，為接下來的課堂做準
備，完成功課後便已是上牀睡覺的時間了。面對接踵而來的測
驗和考試，學業壓力也隨之而來，所以我要懂得放鬆自己，多
參加課外活動，例如運動能鍛錬身體，學樂器能陶冶性情及舒
緩壓力。

我希望師弟師妹能在學習中找到樂趣，而且能發掘自己才
能，一展所長。閒餘時，大家也可多閱讀書籍，慰藉心靈又提
高個人修養。朋友之間更要互相扶持、勉勵、切磋，各展所
長，互補不足。願師弟師妹學業進步，名列前茅!

何寶鸚

余嘉慧

 大家好，我是2008年度畢業生余嘉慧，現時於香港教育大學
就讀中文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五年級。

在這五年裏，我的校園生活十分豐富。除了學習課程內的語
文知識外，亦曾擔任過中文教育同學會主席，為同學們舉辦大
學迎新營、書展、文化節等各項活動，加強師生、同學之間的交
流。大學三年級時，我前往上海參與沉浸課程，於華東師範大學
學習普通話及中國文化，加強自己的語言能力。去年暑假，我參
加了校方舉辦的暑期交流活動，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修讀了有關
英國文化及歷史的課程，擴闊了自己的眼界。

各位師弟師妹，雖然大學生活對你們來說好像很遙遠，但希
望你們能在學習的過程中發掘自己的興趣，多參與不同的活動，
充實自己的人生。

 各位好!我是陳靖禧，是上年度的廣小畢業生。
現在就讀真光女書院中一年級。這所學校的老師和同
學都非常友善。我在中學加入了紅十字會，在未來的
日子，每逢星期三放學我都要留在學校進行步操練
習。

我十分感謝母校各位老師的教導，也祝福母校的
各位師弟師妹努力學習以取得好成績。

陳靖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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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欣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學弟學妹，你們好！我是潘文
欣。一年前，我還是廣東道官立小學的學生，我現在已經是
沙田蘇浙公學的中學生了。升上中一後，雖然不習慣中學的
一切，但是經過和老師、同學一起相處的兩個月，我也慢慢
開始習慣了。

升上中一後，科目會比小學多很多，而我最喜歡的便是
家政科了，因為可以學到很多日常生活的技能，例如縫紉、
烹飪等。而我們上一課就學了「微波爐雞翅膀」，我們每一
個同學完成這道菜後，都吃得津津有味，連我的媽媽吃過也
誇獎我呢！

除此之外，我也參加了女童軍活動。這個課外活動對我
來說很有新鮮感，而且又可以訓練團體合作的精神，令我在
每一次集會都很享受。

最後，即使我升上了中學，但是我由始至終都沒有忘記
那些用心教導我的老師。在這裏，希望學弟學妹可以努力讀
書，能升上你們心儀的中學。加油！

大家好!我是潘淑均，是循道中學的中四同學。升上中
學後，免不了會比小學忙，學的科目也比小學時多，例如會
有科學科、地理科、歷史科、經濟科等。科目有很多，所以
功課量也不少，但從中亦可以學習更多的知識。

我在忙碌中參加了一些課外活動，當中最喜歡的是跳
舞。練習跳舞的過程使我放下學業上帶給我的壓力，所以我
認為找一樣興趣是很重要的。

各位師弟師妹，無論你們現在是幾年級，都要用功讀
書，同時也可多參加課外活動，發掘自己的興趣。接下來的
學校生活可能會越來越忙，尤其是五、六年級生更要準備升
中事宜，但不要有太大壓力，平常心就好！

潘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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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新到任本校的鄧彥祺副校長，很

高興能加入廣小的大家庭。回想第一天踏進校園時，對

學校的環境難免感到陌生。但幸好得到袁校長和其他老

師的主動幫忙，令我能盡快適應新環境，感受到一份「新

家」的感覺。

廣小同學給我的印象是有禮、守規，樂於學習，他們都是一

羣天真可愛的小孩子。作為一個廣小的「新鮮人」，我希望能與各位同學、家長、校

友和老師一起努力，把廣小的優良傳統傳承下去。我祝願所有老師工作愉快、身體健

康，同學學業進步，更上一層樓，家長和校友們生活美滿。

大家好！ 我是陳嘉雯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廣小這個大

家庭。雖然只是兩三個月的時間，但我卻深深感受到這裏的

學生很有禮貌，上課認真投入，師生們關係融洽。任教英文

和普通話的我，很喜歡學習語言，因為學習不同的語言，就

能與不同的人溝通。香港經濟發展蓬勃，學好「兩文三語」

能增強我們的競爭能力，相信同學們只要大膽嘗試、主動爭

取學習機會、多聽多說多寫，學好語言並不困難。

在此祝願所有廣小的家庭成員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陳嘉雯老師

鄧彥祺副校長

老師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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