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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第一期廣東道官立小學

    小學階段是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學生人生觀初步形成的階段。一個孩子長大以後，他
（她）可以改變已有的觀念，但卻很難改變自己觀察、分析和思考的方式。因而，本年度我校
以培育學生批判性思維及協作能力、培養學生責任感及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優化學習時間，發
展學生潛能為主線，全面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本校各科課程均以知識、能力和態度為核心，
著重創設生活情境，使學習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緊密聯繫，強調動手、動腦、動口，讓孩子獨立
自主地去研究探討。我們在導修課中進行平衡課堂學習，學生可按興趣和能力參加學藝班、自
修、功課輔導等活動，我們期望透過不同的課堂和生活經歷，培育孩子勇於面對挑戰、肯承
擔、明辨是非的態度，讓他們的生命之樹長得更加紮實，得以結出碩碩果實，回饋社會。

    我是梁錦添老師。
今年加入了廣東道官立
小學後，我覺得學校的
氣氛很融洽，就像一個
大家庭，雖然各人都十
分忙碌，但是臉上仍然
充滿着對教學的熱誠，

            對學生不離不棄，委實
令人欣賞。我相信在這裏教學，一定
能與各老師並肩作戰。

    我是新加入廣東道官立小學這個大家庭的
李慧娟老師，我主要是教英文和常識。我喜愛
閱讀和旅行，最愛吃蔬菜和雪糕。
    對我來說，教師是一份滿有挑戰的工作，
因為每天對著一班天真活潑、性格各異的小
孩，發問不同的問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不
是極具挑戰嗎？

            廣東道官立小學的學生十分有禮貌和尊敬師
長，而且很喜愛閱讀，希望他們努力學習，將來為社會作出
貢獻！

Hello .  My name is Monique 
Moloney and I am the new Native 
English Teacher. I come from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this is 
my first time teaching and living 
in Hong Kong. I,m happy to teach 
in Canton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In the primary one, two and three reading 
workshops, we have been enjoying some 
new and interesting books.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soon.

    我是曾瑋婷老師，
任教一年級及五年級英
文。我十分高興能加入
廣東道官立小學這個大
家庭，這裡的學生既活
潑，又有禮，真是十分
可愛。盼望在未來的日
子，我能和「廣小」學
生一同成長。

廣小新人類

興寧市副市長訪問本校
    學校管理委員李復瀚先生
陪同廣東省興寧市蕭衛華副市
長及外事僑務局饒靜霞局長於
十一月九日到訪本校，為兩地
師生建立交流的平台。蕭副市
長及饒局長甚欣賞學校的發展
及學生的表現。

油尖旺區議會為本校安
排之環保講座

    油尖旺區議會環境改善運
動統籌委員會到校主持環保講
座，學生踴躍參與，各嘉賓非
常欣賞學生的環保意識，並讚
賞學校各項環保措施。

    不經不覺我們已在廣東道官立小學任教四
個多月了。回想起初踏足這所學校，同學們的
純真可愛，老師們的親切熱誠，都使我們很快
便融入這個大家庭。
    「面對新環境，迎接新挑戰」正是我們現
時的寫照。我們希望本校的學生除了努力求知
識，更能養成良好的品德及堅強的個性，日後
可以積極勇敢地面對任何挑戰。

外賓 來 訪

校址：九龍尖沙咀廣東道178號  網址：http://www.crgps.edu.hk  電話：2366 1530  傳真：2314 1850
校訊顧問：陳慧嫻校長    編輯小組：冼愛珠老師  李大中老師

長 話的

陳校長（左三）和李復瀚先生（左一）陪同蕭
副市長（左二）及饒局長（右三）參觀校舍

陳校長致送紀念旗給油尖旺區區議員陳少棠先生

梁錦添老師
曾瑋婷老師

Miss Monique Moloney

李慧娟老師 文秀娟老師

校

吳銘恩老師
查澍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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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為配合本學年的關注重點    提昇
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及高階思維的培
養，本校邀請了香港大學教育系顧
問何敏華小姐，於2006年8月23日
舉行以問題為本的教育工作坊。此
外，於2006年10月6日與秀明小學
聯合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探討
教師如何在課堂上提昇提問學生的技巧。兩校教師亦分
組討論如何有效地在課堂上讓學生進行分組互動學習，
提昇課堂質素。

    本校數學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
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建立數學科學習社群協作計畫」。
副校長與兩位數學科教師在2006年
五月到了廣州考察三天，參觀當地
小學，並進行數學觀摩交流。在十月
中，數學科將是項計劃於課堂中實
踐，以五年級的「度量：圖形面積」
單元作為教學研究主題。

    九月二十一日由香港
中文大學梁振威先生主講
「寫作教學工作坊」，梁
振威先生介紹如何有效地
進行寫作教學，教導老師
創新的寫作教學方法，令
老師獲益良多。

On 22nd September 2006, Miss Judy Kwok Wing Ki  (Senior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ection 
EMB) was  invited  to our  school  to  hold  a workshop  for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The  topic of  the workshop was “ Strategies  in 
Designing Test and Exam Papers ”.  It was  the  first  event of  the 
staff  development  programmes  for  English  teachers  throughout 
the  year. During  the workshop  hours,  all  the  teachers  discussed 
enthusiastically when examining sample papers and they were eager 
to share  their  ideas and insights  in designing test and exam papers 
for different levels in our school.

    2006年10月份常識科舉辦「發展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工作
坊，本校邀請香港教育學院林耀成博士到校分享「六帽子」思維方
法，講者又對如何發展學生批判性思維提出精闢的見解，使每位教
師在專科教學上的知識和技能發展增進不少，獲益良多。

教師齊心同
向前 專業發展再

創高

業
發
展

中文科

數學科

English

常識科

多哈亞運傳聖火、廣小學生齊慶賀

陳校長（左四）、余副校和參與計劃的
老師與廣州蘇式冬教授和中大教授合照

三位數學科老師到廣州進行數學交流 學生留心聽著同學匯報討論的結果

如何提昇課堂提問技巧及互動學習的成效

香港大學教育系教育顧問何敏
華小姐與陳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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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昇學生的素質，培養關愛的品德及健全的人格，本年度訓輔組的主題可分為三個範
疇。第一，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自我管理的能力。學生將透過參加各類型的校際活動，如「盡
責小先鋒計劃」、「校園清潔運動」、「自我管理計劃」及「一人一職計劃」，於全年持續性
地提昇學生個人的素質。
    另外，延續往年的主題，讓學生進一步關心祖國，本年度的校本輔導活動，將舉行「童心
繫中華」計劃，務求達致「身體力行，愛我祖國」的目標。該計劃將透過一些以中國民間故事
為主題的週會、文具捐贈活動、育苗計劃、小母牛讀捐樂計劃及「信是有緣」活動，藉此幫助
學生主動關心內地偏遠地區窮困學童的需要及培養學生愛我祖國的情懷。
    除了關心祖國，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服務社會的精神更是本年度的目標之一。學生將透過
「時事探射燈」展板，了解中國與香港於最近所發生的重要事情。當然，學生也參與各類關心
社區的活動與服務。

    本校於2006年9月11日舉辦「敬師」活動，目的是培養學生尊敬師長及愛護同學的精神。由家
教會主席謝竇正儀女士致辭及陳慧嫻校長勉勵學生，使學生認識「敬師日」的意義，並潛移默化成
為傳統習慣。透過填色、設計「敬師心意咭」及學生代表分級上台致送紀念品給各老師，表達家長
及學生對老師的敬意。學校把心意咭張貼於壁報板上，以表學生心意。

    為慶祝2006多哈
亞運會，多哈亞運會
籌委會於2006年10
月27日舉行亞運會火
炬跑。
    隨著港協暨奧委
會長把聖火火炬交予
第一棒的運動員，全
長4.5公里的接力跑正
式開始，途經尖沙咀
及灣仔海旁直達灣仔
金紫荊廣場。
    同學們對於能夠
親自見證這次歷史性
時刻，感到十分興奮
和雀躍。學生除了對
奧運歷史發展有進一
步的認識外，更對運
動員刻苦鍛鍊的毅
力、不畏困難的精神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校於2006年10月9日及10日兩天舉辦了「月
光寶盒」回收大行動。藉着回收月餅鐵盒，學校希
望學生明白珍惜資源的重要，並培養資源循環再用
的態度，是次活動非常成功哩！

專業發展再
創高

家長學生齊敬師

多哈亞運傳聖火、廣小學生齊慶賀
「月光寶盒」回收活動

學生心聲

學生代表致送「敬師咭」給各位老師

學生透過填色活動向老師表達敬意

家教會主席謝竇正儀女士代表
家長們感謝老師的辛勞教導

大家都期待着聖火傳接的一刻！

空手道香港代表陳枷彣與同學們於接棒區合照！

本年度德育及公民教育主題：
關心祖國  服務社會  增強自我管理能力「關心祖國、服務社會、增強自我管理能力」

各 位 老 師，感謝您們照顧這羣成長中的幼苗。
5B  羅淑雯

多謝您們 一直悉心照顧和教導我們。6A  吳艷娜

回收的月餅盒
有�6�個，共
重 � 6 公 斤 ，
成績不俗呢！

我自從參加 了「月光
寶盒」回收活動後，覺得
非常開心，因為我既能
支持環保，又能幫助慈善團體。

4A 祝眾怡

我自從參加 了「月光寶盒」回收活動後，我非常高興，因為看到堆積如山的月餅盒，就知道有很多人都支持環保了。
4A 梁曉珍

這個活
動 非常有

意

義，我
希望學

校多舉
辦

這類活
動，使

我們認

識環保
的重要

。

4A 江
藹頤

共有��0位同
學參加這次的
活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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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首次於校外田徑運動場舉行的「運動會」已於
2006年10月11日於九龍仔公園運動場舉行。當天同學及
家長積極參與賽事，除了田賽和徑賽項目外，低年級同
學亦參加了遊戲項目，更
有親子接力賽及班際啦啦
隊比賽，大家盡興而歸。

田項比賽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高擲豆袋 6B石嘉鈞 6A陳祥熹 6C姚念賢 6A冼建移
男中擲豆袋 3B蔡銳鋒 3B陳棟良 3A林禾生 4C周俊傑
女高擲豆袋 5B李雅詩 6B曾玉珊 5A吳綺雯 5C陳穎兒
女高擲豆袋 4C文樂堯 4B唐詠森 3B朱寶儀 3C蘇倩怡

週五時段跳繩樂

    本年度學校課外活動於每週三舉行，活動方面有固定組6組及18
組流動組，其中羽毛球及初級舞蹈組於校外場地—九龍公園室內體育
館及舞蹈室進行。此外，為了使學生能參與不同種類之活動，所有流
動組同學將於5次後轉組，好讓學生多參與、多學習。

親子接力比賽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C鍾焯瑩及家長 1A黎進軒及家長 2B劉清源及家長
中級組 4A李卓琪及家長 3A周婕妤及家長 4A江藹頤及家長
高級組 5A余嘉慧及家長 5A陳綺翹家長 5A尹添媺及家長

初級組遊戲比賽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超級輸送帶 2B 1C 1B
平衡接力賽 2C 2B 2A

徑項比賽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高60米 6C鄭炳強 6B梁洪槐 6C何健儀 6B蔡浩淳
男中60米 4C黃嘉鴻 3B陳宇逸 4C陳梓健 3B劉柱毅
女高60米 6B周芷茵 6A王穎晞 6A丘艾欣 6A李晞瑜
女高60米 4A梁曉珍 4B吳穎欣 4A曾玉婷 4B葉善衡
4 x 100m
班際接力

6B 6C 6A

校園生活展
新姿

運動會

課外活動

全力衝剌向前跑，
力爭錦標顯潛能！

本校計時隊隊員！

啦啦隊員具創意，
打氣加油聲不絕！

班際精英展實力，
團結合作創佳績。

精靈廚房，人人都讚笑咪咪！“U can cook ” 初小學生都能做到，美味可口人叫好！ 體操公主展美態，

優美動作柔韌高。

小小樹苗日長成，

每天灌溉顯愛心。

串串心思串珠班。

體育館內設備好，小小球手練得好。輕輕鬆鬆學跳舞，排練絕對冇難度。

友校接力

發球基本練得好，球技定必日提高！

�00米跑總決賽冠軍黃嘉鴻同學

60米跑總決賽冠軍鄭炳強同學
（時間破大會紀錄）

非洲鼓，有趣又易學！

九龍西區田徑大會

為使同學們在課餘時能多作運動，每逢週五之小息時段，也會在地下禮堂舉行「跳繩樂」活動。

平衡課堂學習

本校田徑隊隊員於友校接力賽中屢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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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中文課堂設有【中文書法課】，
由專業導師教授同學書法的知識和技
巧。一、二年級學生學習硬筆書法 ，
三至六年級學生學習毛筆書法。

課堂平衡身心健
書法班 多元智能培訓

英文劍橋尖子班

奧數尖子班
除課堂教學外，還透過「小小書法家」主
題活動（展板、校園廣播、圖書展覽、有
獎問答遊戲），營造學習書法的環境，讓
學生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初級舞蹈組在中電舉辦的『食得有「營」，煮得有
「型」，關懷長者，由我做起。』活動中擔任表演嘉賓

九龍西區田徑大會

本校初級組合唱團及牧童笛隊，於12月份分別到始創中心、深培幼稚園及海富幼稚園表演，並於幼稚園內派發聖誕禮物。

校外服務及表演

初級組合唱團及笛隊在始
創中心報佳音

    本年度的導修課活動多
姿多采，除了可導修外，更
可選擇輔導和各類學藝班。
學藝班包括有中國舞班、小
提琴班、畫班外，還增加了
圍棋班、聲樂班、大提琴和
低音大提琴班。

平衡課堂學習

弦樂的聲音多動聽啊！ 唱唱歌，練聲樂，真歡欣！ 圍棋比一比！看看能鹿死誰手呢！

本校學生在深培幼稚園內扮演聖誕老人，
並向幼稚園生派發聖誕禮物本校表演生在海富幼稚園與幼稚園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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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學習，表現出色
健康生活，齊來認識；

同學運用普通話說出故事的內
容，同學表現認真及投入。

學生專心地進行電腦遊戲，
學會注意清潔的訊息。

同學互相討論，交流健康生活的心得。

健康生活

我獲得「健康之星」襟章，我感到十分高興。

在禮堂展示得獎作品展板

派發有關健康生活的單張
派發廣小校園報第二期及第三期，
主題為「健康小食篇」及「運動
篇」，配合跨科學習活動，介紹有
關運動及飲食的知識。

She is making use of a model to 
present a healthy neighbourhood

中文
圖書

普通話

音樂

視藝
英文

電腦
體育

常識

數學

一、二年級學生閱讀健康生活
圖書同學介紹圖書的內容。

三年級學生設計「健康營養餐單」，
並以話劇形式演繹營養成份。

衛生教育講座

看過展板後，我們學會了對
食物及運動的卡路里計算呢!

當漫畫家真不容易，故事由構思到
主角的出現直到故事終結，每一幅
都花上不少時間，真是心血傑作。

禮堂展示活動展板

攤位遊戲
本校透過攤位遊戲，介紹
有關「健康生活」的知
識，攤位遊戲內容十分
精彩，遊戲包括：拼圖遊
戲、電腦遊戲……學生寓
遊戲於學習中。

健康生活漫畫創作

跨科學習活動 宣傳活動
      為了讓學生及家長認識及明白「健康生活」跨科
學習活動的內容，本校推行一連串的宣傳活動，提升
學生學習的興趣。宣傳的形式包括：

跨科學習活動   營造學習環境
   本校在「健康生活」跨科學習活動中，營造
學習環境，讓學生更能投入進行活動學習。

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學生跟家長一起創作宣揚運動訊息、環
境衛生、均衡飲食等標語內容，從而提
升學生注意「健康生活」的訊息。

健康之星活動
    透過「健康之星」活動，培養學生養成健康飲食
的習慣，鼓勵學生進食「健康小食」。 
    跨科活動學習週期間，每天帶備健康小食，便
可在印章券上獲得一個蓋印，集齊指定數量的印
章，便可獲得「健康之星」襟章。   

舉行「健身操」活動，學生從數學科展板中學會配合運動，
可健康及有效地消除多餘卡路里，達至身心健康。另外，配
合音樂節拍、旋律做健身操，從歌曲中認識健康的訊息。

--在午膳時進行「午間廣播」，
  介紹活動時間及活動內容。
--在早會時介紹「健康生活」
  跨科學習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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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6年10月至11月份，我們3至6年級同學參加了「油尖旺區撲滅罪
行海報設計比賽」，同學們均踴躍參加，其中70位同學獲邀參加此項比賽。
    在10月至11月份，我們全校參與「健康生活」的視藝比賽，5、6年級
是漫畫創作，各位同學一嘗當漫畫家的滋味。當漫畫家真不容易，故事由構
思到主角的出現直到故事終結，每一幅都花上不少時間，真是心血傑作。
    我們在2005年6月參加了「油尖旺社區壁畫健康生活海報設計」。我
們終於可以在2006年11月28日運用「馬賽克藝術的鑲嵌技巧」完成這幅壁
畫。能夠親自鑲嵌這幅壁畫，同學感到既自豪，又開心哩！

家長意見

跨科學習，表現出色
全 方 位 活 動 ， 方 位

學 習

視藝活動

幼童軍    在2006年10月21日，本
校幼童軍參加了童軍總會所
舉辦的國際電訊日，團員於
當天透過不同的攤位遊戲，
接觸到不同的通訊方式，更
能與其他旅團的成員互相交
流。至於11月5日的童軍大會
操，更是每年童軍的盛事，
我們也參與其中，看到各優
秀童軍及旅團接受頒獎，真
令人感動啊！

要小心發球啊！

你懂得怎樣玩呼拉圈嗎？

大會操

國際電訊日

全

國際電訊日  心聲

大會操  心聲

現代科技 發達，可
以透過互聯網和其他國家
的童軍談話。我在這次
國際電訊日學會了很
多東西。
6A 呂卓珊

我較喜歡的攤位是絲
網印刷，因為它印製
的圖案很特別！

6B  施翌琪

我參加大會 操真是很
榮幸，因為我看見別的童
軍那麼多才多藝，表演
又十分精彩呢！

6A 鄧曉穎

到 達 會 場 後，我感
到十分驚詫，因為成千上
萬個童軍集合在雄偉的香
港大球場，這是個極
為壯觀的場面。
6A  李晞瑜

今次童軍大 會操是我
第一次參加的，我覺得非常
高興，因為我看見不同旅團
的步操和表演，非常精
彩，來年我一定再次
參與。
5A  彭卓偉

�006年�0月��日，本校邀請譚警
長到校為同學講解自我管理問題。

本校邀請大細路劇團到校為四至六年級
學生演出話劇  《UNICEF遠方的朋
友》，介紹珍惜資源的重要。同學更有機
會客串演出，真是很難忘啊！

自從我女兒 參加「故
事工作坊」後，她對於
學習英文的興趣大大
提高。
黎咏蓉家長
(5C)

「故事工作 坊」能使孩
子們善用星期六，學習更多
的知識，增強英語和普
通話的聽講能力。

周焜堯家長
(5B)

「故事工作 坊」能夠
令學生學到一些在書本裏
沒有的知識，非常滿
意。
郭志信家長
(4A)

讓我放膽地用普通話
和英語講故事。
陳祉祐(2C)

導師教我們 用英文和普
通話說故事，我學會一些
成語故事，對寫作也有
幫助。
吳綺雯(5A)

我喜歡上 「課後功
課輔導班」，因為導師
指導我完成家課。

何健豪(3B)

看看我們的巨型鑲嵌畫吧！

學生心聲

我們像花兒一樣美麗！

終於到了烏溪沙青年新村，
先來一個大合照！

旅行

�006年��月� 日，六年級學生參觀
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專題展覽─「漢字密
碼 ─ 從甲骨文到電腦時代展」，學生
對中國文字的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

四年級同學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參觀及講座

    在本學期，本校與基督教勵
行會合辦《樂趣繽紛下課天》課
後學習支援計劃，為合資格學生
提供課後功課輔導及一系列興趣
班等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能，從而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和積
極的人生態度。上學期本校開辦
課後功課輔導班及故事工作坊。
自參加計劃後，學生的自信心也
增強不少哩！

樂趣繽紛下課天

老師，這題是怎樣做呢？

每一幅都是我們精心傑作，
一定要影張相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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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會員大會一改以往的形式，藉中秋節前夕與家長及學生聚首一堂，慶賀佳節。會上，首先由
陳慧嫻校長致歡迎辭，接着由主席謝竇正儀女士匯報家教會過往一年以來的會務及財務概況。而為了表揚
一直以來熱心參與的義工家長及幹事委員，校長逐一頒授紀念品予各家長。
    會後隨即舉行中秋晚會，大會為參加者預備了豐富的精美小食、應節食品及飲品給參加者享用。為加
添節日氣氛，大會更設有燈謎遊戲，同學可獲得豐富獎品，當晚各家長及同學均盡興而歸。

2006年9月 辦理入會手續

2006年9月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2006年10月 會員大會暨中秋晚會

2006年10月 運動會家長義工支援服務

2006年12月 聖誕攤位遊戲

2007年1月 廣東河源兩天遊學團

2007年3月 親子學習活動，海洋學堂

2007年5月 滙演、義工支援服務、英語話劇

全年 舉辦家長講座、工作坊、義工訓練活動

家校活動多姿采 你我一起齊參與，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暨中秋晚會

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計劃

廣東河源兩天考察團    「我和恐龍有個約會」
日期：2007年1月19日（五）至1月20日（六）
內容：1.參觀山區學校
      2.參觀恐龍博物館、新東江大水壩
      3.考古工作坊

活動預告

家長義工為配合節日
的活動一起佈置校舍

家長參加運動會籌備會議家長參與中秋節的佈置

家長指導學生進行電能煮食

每位同學獲贈中秋燈飾 校長與家教會家長幹事合照大會備有精美茶點

    本校素來得到家長的支持，撥出寶貴時間，參與義務工作，協
助學校推行活動，值得嘉許。本年度家長義工參與的工作包括教育
性參觀、午膳、故事爸媽、課外活動、周五830及圖書館工作等。

家長義工

家長心聲

自去年加入了 家長義工的
工作後，我覺得生活充實了許多。有
時幫忙做一些事務性工作，有時幫忙
綠化校園，又教導小朋友做小食。
一大班家長義工與家教會的委員
一起籌辦活動，大家都非常
開心，真的可以做到家
校一家親吧！

6B 班林穎妍家長

本人參與的義 工工作是教
導同學製作各式各樣的食品，及後我
發覺原來同學打蛋都不懂，可知他們
在家中是一名寶貝，什麼都不用做。
因此，我認為家長義工的工作可以
令他們有多些機會接觸課堂以外
的事物。

�B 班廖卓彤、
6C 班廖卓婷家長

    本人擔任家長義工已是第五年，能夠為學校和學生出一分力是一種福份，結識到一班家長和
義工是一份喜悅。除了工作外，我們可以分享管教孩子的苦與樂，是家長們互相溝通的好渠道。
    藉著參與義務工作，我們對學校的運作模式和教學理念多加瞭解，互相交流意見，發揮家校
合作精神，目的是「一切為了孩子」。在此，本人衷心多謝各位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希望大家繼
續努力支持。最後，本人特別感謝陳校長、余副校長和所有教職員，多謝你們辛勤的教導，為的
是我們下一代能做到「仁愛誠信，博學利群」。

主席的話

家教會主席謝竇正儀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