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 

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2006-200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一一一一))))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我們相信 

每個孩子是獨一無二    

可發展潛能    

能邁進成功 

 

((((二二二二)))) 本學年度教育目標本學年度教育目標本學年度教育目標本學年度教育目標    
    
1. 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學業表現。 

2. 培養學生愛校守規之良好態度，互相尊重，律己愛人。 

3. 發揮啟發潛能教育之理念，深化關愛的校園氛圍。 

 

(三三三三) 班級結構班級結構班級結構班級結構 
 
       本學年度共有二十九班，另設兩組加強輔導教學，學生人數共九百五十一人。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加強輔導班 合計 

班數 5 5 5 5 5 4 2 29+2 

 

(四四四四) 教職員教職員教職員教職員編制編制編制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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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1 1 9 37 1 1 2 4  1 3 3 1 4 

本校教職員共 68 人。 

 

((((五五五五)))) 教師學歷教師學歷教師學歷教師學歷    
    

教師資料：(包括校長及 2 位外籍老師)55 人 

學歷 認可教育 

文憑 

大學學位 碩士 正在修讀碩

士學位課程 

特殊教育培

訓 

佔全校教師

人數％ 

100％ 98％ 9% 12% 3% 

年資 0 至 2 年 3 至 5 年 6-10 年 10 年以上 

佔全校教師

人數％ 

23％ 21％ 18% 36% 

 



(一一一一)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本校重視同學的學習，故此，特針對學生的學習及老師的教學進行了全面性的問卷調查，

調查的結果如下： 

家長對各科教學家長對各科教學家長對各科教學家長對各科教學、、、、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的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的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的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的滿意及十分滿意程度滿意及十分滿意程度滿意及十分滿意程度滿意及十分滿意程度 

 
 
 
 
 
 
 
 
 
 
 
 
 
 
 
 

 

 

由上述數據可見，在各科教學、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方面，大多數家長都感到十分

滿意或滿意，而「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這三個主要科目的表現更為突出，有超

過九成的家長對這三科的教學感到十分滿意或滿意。除此，從家長的意見中，我們可以見到

不少家長對學校各項的安排，與及老師對學生的照顧均有不少讚賞的語句，這給與我們莫大

的支持和鼓勵。家長的意見對於我們日後在制定課程內容、教學策略、家課政策、獎懲制度

及課外活動工作上，都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6.1 啟發啟發啟發啟發潛能教學潛能教學潛能教學潛能教學 

 
本校全面性推行由美國教育大師威廉柏其（William Purkey）所創立的啟發潛能教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於本學年本校的校長及老師更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大會邀請往

美國接受啟發潛能教育大獎，並參與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 

我們相信每個同學都是獨特的，而且有無窮的潛能，只要在適切的環境中，便可發揮所

長，邁向成功，成為社會中的未來領袖，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透過五個元素，包括

地方（Place）、政策 (Policy)、活動(Program)、過程(Process) 和人物(People)，經過刻意安排和

策劃，給予機會讓同學學習；同時，我們更透過「５Ｐ」的運作在校內貫徹實踐啟發潛能的

四個理念──尊重、信任、樂觀和刻意性。在日常的教學中，我們以學生為中心，刻意營造

一個活潑而生動的學習環境，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特意安排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同學經歷

及體驗，在當中老師更會多作鼓勵，讓同學在一個溫馨和諧的氣氛中學習，在正面文化中成

長，提升個人自信心。 

啟發潛能學校大獎進一步肯定我們付出的努力，我們一定會更加刻意安排，深化建構和

諧校園的理念，發揮學生潛能。 

 

項目 06 至 07 年度 (%) 

中文科教學 92.14 

英文科教學 90.75 

數學科教學 92.54 

常識科教學 91.59 

電腦科教學 90.99 

通識科教學 88.75 

普通話科教學 89.08 

視藝科教學 83.33 

音樂科教學 89.33 

體育科教學 89.44 

課外活動 88.76 

學生管教 91.65 

午膳安排 84.95 



6.2 6.2 6.2 6.2 互動式學習互動式學習互動式學習互動式學習    

    
    本校進行小組學習，讓同學透過合作學習的模式進行各教學活動的學習，透過趣味化、

生活化的學習活動和遊戲，讓學生在一個互動的環境中學習，提高學與教的效能，並培育學

生自學的精神和溝通、協作、批判性思考等共通能力。 

 

6666....3 3 3 3 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    

    
    學生的學習最重要是與時代配合，為他們的成長路和將來的生活作最佳的準備，因此，

本校一直強調為學生提供一個適時的課程。本校老師為同學設計了不少校本課程，如「閱讀

課」、「英文科校本課程發展及研究」、「中文科主題導入專題教學」、「數學科研究課」、「常識

科研究課」、「三、六年級面試技巧」、「視藝科之博物館教學」等。 

 

6666....4444    語文教學語文教學語文教學語文教學    

    
本校著重同學兩文三語能力的發展，因此在師資、教學及學習方面均互相配合，讓同學

在老師的薰陶及刻意安排下，提升語文能力，配合個人及時代的需要。 

本學年本校參與了前教育統籌局語文教學組的中文寫作課程，透過教育專家到校與老師

一起備課，提升同學的寫作能力；除此，本校在去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五十九萬，幫助學

校發展網上提升中文寫作計劃。同學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把自己的文章上載網上，同學可

以隨時透過網上閱讀同儕的作品，並作互評，這不但可以提升同學的寫作能力，更能提升同

學的評賞能力，從中得以反思及學習。此外，家長亦可透過網上閱讀同學作品，了解子女及

同學的寫作情況。 

掌握一定的普通話能力對於同學將來的學習、生活及工作，均是十分重要的，有見及此，

本校一至六年級每星期均有兩節的普通話課，培養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聽講能力。此外，現時

本校二、三、四年級均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並計劃逐年推展至其他班級，學生接觸普通

話的機會增多，大大提高了他們的聽講能力。本校又定星期四為普通話日，透過早會介紹日

常用語、推介活動、點唱、集誦等活動，增加同學對普通話之興趣。 

本校聘用了兩位英語外籍老師，他們擔任英文課的導師，協助提升同學的會話能力及英

語運用能力。此外，他們更協助擔任「Project Work」、「Fun Reading」、「Fun with English」、「English 

Club」、「Junior English Club」等課外資優課程的導師，並協助同學與外地學校進行視像會議，

藉以開拓學生視野，讓英語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溝通工具之一。本校外籍老師更定期到英

文樂園當值，與學生以英語交談及玩學習遊戲，藉此提升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除此，本校

的老師更為同學選購合適的英文故事書，與日常的教學結合，讓學生掌握從閱讀到寫作，提

升學生英語閱讀及寫作能力。本校定星期三為英文日，當天同學以英語進行活動，藉以提升

英語學習之氛圍。本校又為一至六年級同學準備英語日營，同學以英語跟老師及同學溝通，

進行學習遊戲及活動，從而增加同學運用語文的實踐機會。 

 

6.56.56.56.5 營造閱讀氣氛營造閱讀氣氛營造閱讀氣氛營造閱讀氣氛    

    
    閱讀與語文能力及學習能力的提升有著重要的關係，閱讀是本校重點發展項目之一，本

校除設中央圖書館外，更於各樓層加設圖書角，放置校董、家長、老師及同學捐贈的圖書，

建構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讓同學隨時隨地均能借閱圖書。為營造更佳的閱讀氣氛，每班同

學代表都會在早會時段作好書推介，讓同學可以接觸不同的讀物；本校每天均設閱讀課，讓

學生在指定時間靜心閱讀，分享閱讀心得，又為各班設「親親圖書館」課、「中、英文廣泛閱 



讀計劃」、「閱讀報告比賽」、「故事媽媽」、「伴讀計劃」等閱讀活動。 

    為延續同學的學習，本校參加了小校園的「中文八寶箱先導計劃」，〈 邁慧教育 〉的「一

日一篇英語閱讀計劃」，從多方面推動全校的閱讀風氣，提升同學的語文能力。 

 

6666....6666    通識通識通識通識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故此，本校在一至六年級推行「通識課」，透過「通

識課」進行思維教學、環保課程、生活教育課、「成長的天空」及「Don’t  Laugh at Me」等

課程，從中提升同學的學習技巧，培養正確的價值觀、應有的待人接物態度。 

   本學年，本校更得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在四、五年級嘗試把常識科結合通識科，推行三

層式的資優課程，把通識的能力透過特定的課題，讓學生經歷。透過日常的教學，老師更從

前測、觀察及學生學習課業等各方面挑選各範疇中表現優異的同學，參與課後的資優課程，

進一步提升同學的學習能力。 

老師除了在日常教學中教授不同的學習技巧，與人溝通及相處應有的態度外，更讓同學

體驗全方位學習之樂趣，讓同學更進一步發揮及應用。於本學年，本校老師帶領四、五、六

年級同學前往大棠渡假村進行思維培訓營，在兩天的營地生活中，同學參與了不同的小組活

動，運用了六何法、考慮所有因素(CAF)、加減趣(PMI)等思維技巧去解決問題，讓學生能學

以致用。 

 

6666....7777    科學科技教學科學科技教學科學科技教學科學科技教學    

    
本校重視科學及科技的學習，老師透過不同的工作坊、小組活動、參觀、訓練營、到內

地考察等活動，讓學生對科研有更深入的認識，提升同學對科學、科技的學習興趣。除此，

在本學年，本校更於三月帶領學生進行「佛山航天訓練體驗營」，透過實地考察及體驗活動，

提升同學在航天方面的知識。為了讓家長對航天知識有一定的掌握，本校更於本年七月進行

「親子佛山航天訓練體驗營」，冀能帶領家長了解如何協助子女在航天方面的學習。去年，本

校的老師獲頒行政長官教學獎科學範疇之嘉許狀，可見本校在推行科學科技教學亦得到一定

的認同。 

 
6.8 6.8 6.8 6.8 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資訊科技教育    

    
    過去一年，本校不斷努力提高學生及老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分別進行了有系統的課

程、增潤學習及資訊科技教學分享等。為了進一步把資訊科技滲透學校每處角落，本校已鋪

設了完善的電腦網絡，我們亦添置了覆蓋全校的無線網絡。本校擁有兩個標準的電腦室，而

各個課室及特別室均設有多部學生和教師電腦，亦裝置了數碼投影機及實物投影機，方便老

師進行教學活動，現時本校共有超過三百多台電腦、三十七部數碼投影機及三十三部實物投

影機。本校在二零零二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七十五萬，資助學校推行「資訊科技融合學科

教學計劃」，使老師們能夠體現資訊科技教學的優點，學生亦能夠享受以資訊科技輔助學習的

樂趣。 

    此外，本校參加了「視像中國」計劃，與北京回民小學、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小學及湖南

長沙市育英學校等進行視像會議，透過網上交流學習，互相了解對方的學習及生活情況，擴

闊學生的視野。 



6.9 6.9 6.9 6.9 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在教育範疇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校透過校內文化廊的設置，如書法、詩詞，

配合定時的主題展覽，讓同學更懂欣賞祖國之悠久歷史文化，展示祖國的各項發展，如零八

奧運、中國名城等，藉此提升同學對祖國之認識。本年度，本校亦透過「赤子情 中國心」計 

劃，帶領學生到北京進行「北京之旅----京港同心迎奧運」交流及學習活動，讓同學親身體驗

北京迎接奧運的各項活動及大型建設的進行情況，讓他們參觀運動員集訓地點，從中豐富他

們的人生經驗。 

 

6.10 6.10 6.10 6.10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為了讓同學感受社會的需要，本校特為四至六年級同學安排服務社區的學習日，提高同

學的公民意識。同學從探訪長者、弱能人士等當中，學懂策劃及安排活動細節，又懂得欣賞

每人的獨特之處、長者在社會中的貢獻；從清潔社區的活動中，學習到大自然之美。從這些

服務中，我們希望培育同學具有一顆服務他人之心，成為一位懂權利、盡義務的良好公民。 

 

6.11 6.11 6.11 6.11 課程統整課程統整課程統整課程統整    

    
    為了減少各科課程的重複，讓學生融合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知識，本校在各級均進行課程

統整，引入專題研習及結合戶外參觀，讓學生的學習更全面、更有系統、更能從不同的角度

去分析問題。透過不同的統整主題，如「食得有『營』」、「我們是一家人」、「積極人生」、「認

識自己」、「親親大自然」等多個統整課程，讓學生將知識、技能結合運用，培養學生應有的

處事態度。 

 
6.12 6.12 6.12 6.12 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    

    
    為了更進一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本校在統整主題下，特設專題研習。本校於通識課

作有系統的教授，指導學生的研習技巧，如觀察、搜集資料、訪談、資料分析等，讓同學逐

步掌握，協助同學各科的學習及日常的應用。 

 

6666....13 13 13 13 主主主主題學習活動題學習活動題學習活動題學習活動    

    
    本校設計了不少學習活動，讓學生親身經歷，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如：「中文科猜謎活

動日」、「英文日營」、「數學同樂日」、「音樂周」、「萬聖節學習日」、「喜慶洋洋賀新春」、「天

文學習活動」、「普通話周」及各級課程統整學習日等，讓同學有親身的經歷及體驗的機會。 

 

6.146.146.146.14    拔尖補底課程拔尖補底課程拔尖補底課程拔尖補底課程    

    

I) I) I) I) 資優教育資優教育資優教育資優教育    
    本校一向重視同學的學習，故此，在課堂教學中，我們進行全班式的增潤工作，提升同

學的高階思維能力。為了進一步提升資優同學的能力，本校各科均設資優小組，讓同學在老

師特意設計的小組中進行一系列的學習，發展學生寫作能力、創意思維能力、領導才能、藝

術天份、運動才能等。本校又設有「校本資優教育」計劃，安排表現突出的同學參與各課後

小組，進行各項資優課程，如「詩文教室」、「Project Work」、「數學精英培訓班」、「思路快車」、 



「創意智多星」、「小領袖」、「視藝之星」、「管弦樂團」、「田徑校隊」及各類球隊等，讓學生

不同的潛能得以進一步發揮。 

 

II) II) II) II) 輔導教學輔導教學輔導教學輔導教學    
    本學年開設課外輔導教學共 24組，老師根據輔導學生的差異，在教學上作個別跟進，並

剪裁課程，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提升同學的學習能量。 

 

III) III) III) III) 加強輔導教學加強輔導教學加強輔導教學加強輔導教學    
    本學年開設兩組加強輔導教學組，為成績稍遜的二至六年級學生進行課內及課餘小組學

習，加強個別學習輔導，指導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信心。 

 

IV) IV) IV) IV) 初小功課輔導初小功課輔導初小功課輔導初小功課輔導    
    為解決一至三年級學生在學科上的學習困難，本校設初小功課輔導計劃，由家長及高年

級同學擔任導師，輔導低年級學生的功課，再由老師從旁協助，從而提升學習成效。 

 
6666.1.1.1.15 5 5 5 學習成就表揚學習成就表揚學習成就表揚學習成就表揚    

    
    本校設有「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根據學生的學業成績等級或進步幅度作公開表揚，以激

發學生的榮譽感和成就感，另設「寶湖舊墟好孩子獎勵計劃」，培養學生不同範疇的良好行為；

「藝術成就獎」及「傑出運動員」分別表揚學生在藝術及運動成就方面卓越的表現。為了鼓

勵學生的寫作興趣，本校定期收集學生的文稿，編印成《校園創作集》、《青葱校園-創作樂》、

《Evergreen Campus – Collected Works》、《詩家頌地》，並發給全校學生，讓他們有機會閱讀同

學的作品，互相交流學習。 

 

6666.1.1.1.16 6 6 6 學生議會學生議會學生議會學生議會    

    
    為培養同學自治、自律及民主議事的能力，本校成立了學生議會，由各班選出代表，進

行定期會議，各議會代表先行在班中收集意見，並在議會中討論學校生活、設備、活動、政

策等事宜；除此，議會代表更是學校的小領袖，他們會策劃舉辦一些活動，如乒乓球比賽、

閃避球比賽等，讓同學的領導才能顯現出來。在本學年，本校的學生議會核心成員更透過「學

校自評網絡」(HKSSEN) 計劃，與網絡學校的學生議會小組成員討論大家的學習情形，互相

交流學習。 

 
6.17 6.17 6.17 6.17 家長觀課家長觀課家長觀課家長觀課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本校開放了六個年級(共 34個課節)予家長觀課。從

家長的意見中，可以見到家長觀課確能讓他們了解本校的教學模式及教學策略、子女學習的

情況，以達至學校、家庭互相合作，提升同學學習之效。 

 

(七七七七) 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 

 
7.17.17.17.1    專業進修專業進修專業進修專業進修    

    本校教師在工餘積極進行個人進修，以求專業上的增值。本校除鼓勵在職教師進修外， 



更參與前教育統籌局的「入職啟導試驗計劃」，提供教學啟導工具及指引，由資深教師啟導新

入職的教師，指導他們的教學技巧，與他們分享同學學習情況。為配合本校的發展重點，每

周五下午更編排了適切的教師發展活動，包括參觀本港中小學、校內的同事作教學交流、邀

請專家到校進行工作坊及講座，以擴闊老師的眼界。除此，校長及多位老師均被邀請到美國

領取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大獎，並參與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會議，這些寶貴的經驗均能幫助教學

的實踐。在資訊科技的培訓上，本校教師均獲得資訊科技中級或以上程度的水準。而在語文

能力上，本校普通話科老師及英文科老師均達至語文能力水平的要求。 

 

7777.2 .2 .2 .2 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    

    
  本校致力發展成為一間協作學校，與業內同工相互交流，促進教育，培育棟樑。為此，

本學年校長及教師不時應前教育統籌局、專上院校及教育機構之邀請作教學示範、主題分享，

分享實踐經驗。由二零零六年九月至今，本校已有 70多個名次的校長及老師與教育同工分享

交流，主題如：課程推行及成效、關愛校園、專題研習、照顧個別差異、英文科寫作教學、

電子化校園等等；亦有 30多個教育團體蒞校參觀或作專業發展活動。在「專業發展學校」計

劃中，本校的英文科老師邀請本港的小學同工到校觀課及分享交流。這些分享交流活動，令

本校老師獲益良多，有助專業成長。 

 
7.37.37.37.3 集體備課及同儕觀課集體備課及同儕觀課集體備課及同儕觀課集體備課及同儕觀課    

    
為了提升教學效能，本校教師在校內定期進行集體備課，為教學作最佳的準備；本校

老師積極推動同儕觀課，彼此互相觀摩、學習，交流經驗，藉以探討有效的教學方法，促

進教師的教學反思及協作能力。 

    
7.4 7.4 7.4 7.4 專業發展學校專業發展學校專業發展學校專業發展學校    

    
二零零五年四月，本校喜獲前教育統籌局邀請，成為「專業發展學校」，支援其他學校

發展英文科教學。前教育統籌局根據學校的表現，如質素保證視學、校外評核報告等，首年

在全港甄選 12所(5所中學、5所小學及 2所特殊學校)高效能學校為「專業發展學校」。在過

去兩年中，在「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中，本校曾與 6所學校結成網絡，透過具體的主題分享，

定期的備課，帶動了其他學校的專業發展。能夠獲邀成為專業發展學校之一，證明以往本校

的教育方向是正確；能夠獲得社區人士及學界的認同，我們會繼續向前，為培育優質的下一

代而努力。 

  

7.5 7.5 7.5 7.5 健康學校健康學校健康學校健康學校    

    
    本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學校獎勵計劃，在計劃的六個部分中，本校在健康政策、

健康服務、校風/人際關係、社區關係及學校環境這五個部分皆得到良好成績，而在個人健康

生活技能中更獲優秀表現，於二零零五年七月獲世界衛生組織及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健康學校

銀獎。本學年我們更把健康訊息向幼稚園推廣，與兩所區內幼稚園結為健康學校伙伴，以本

校的經驗，幫助該兩所幼稚園推展健康教育。 

 

7.6 7.6 7.6 7.6 老師專業的肯定老師專業的肯定老師專業的肯定老師專業的肯定    
本校老師參與不同的專業發展活動及比賽，擴闊個人的眼界，而本校老師亦在當中有不 



俗的表現，老師的專業精神及態度亦獲肯定及認同。獲獎概況如下： 

1. 2006-2007年度啟發潛能教育傑出教師選舉傑出教師獎----葉億兆主任 

2. 第十屆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教師接力賽冠軍----葉億兆主任 黃群英老師 郭偉健老

師 黃志文老師 

3. 衞生署健康飲食在校園 – 校園至「營」特工計劃金獎----黃玉娟主任 李燕屏老師 

4. 全國推廣普通話形象大使選拔賽推普志願者全國優秀園丁獎----鄺燕鳴老師 

5. 中國文化及藝術創意教學設計大賽季軍---張詩詠老師 

6. 台灣躲避球協會主辦「第八屆國民中小學躲避球錦標賽暨社會公開賽」獲團體第五名----

黃群英老師為香港代表隊成員到台灣參賽  
(八八八八)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除培養多元智能外，更培育學生自律合群精神，同時亦配合教學或德育培訓

目標，發展學生多方面潛能。本校除積極參與各類校外活動及比賽外，校內亦舉辦多項學

科活動，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果效及興趣。學校組織多個活動小組，讓學生發展潛能，增加

知識，豐富生活。茲因篇幅所限，只撮錄其中一些項目如下： 

8.1 8.1 8.1 8.1 協助學生成長訓練及活動協助學生成長訓練及活動協助學生成長訓練及活動協助學生成長訓練及活動：：：：    
風紀生訓練營 步操軍訓 2006自然科學探索獎勵計劃 

思維培訓營 數學遊戲日 社區服務 

戶外教育營 學生議會 洗手間大使 

極地追蹤講座 科學幻想畫大賽 資訊科技大使 

愛心大使 閱讀報告比賽 綠色小超人網上遊戲大賽 

親子理財講座 親親圖書館 公益少年團社區清潔 

貧富宴 圖書館管理員訓練 公益金慈善義賣 

2007 香港青年音樂營 小領袖培訓 舊衣物 / 校服回收 

校園小記者 一人一花 月餅盒回收 

參觀師生藝術展 傑出風紀選舉 兒童成長及發展講座 

校運會 歷奇訓練 小老師 

體適能獎勵計劃 挑戰五千萬度 李樂詩博士極地之旅講座 

秋季旅行 「腦」友記訓練 2007科學青苗獎 

升旗隊訓練 長幼農耕 2007聯校機械競技大賽 

倡健領袖生 《江南水鄉》中樂音樂會 現代常識問答擂台大挑戰 

發明創造大賽 常識及公民教育問答比賽 參加亞洲電視兒童台----與名人對話

錄影 

 
資優課程及課外活動一覽表 

服務隊伍 

交通安全隊 幼童軍 小童軍 小女童軍 小領袖 公益少年團 環保大使 

學生議會 長幼農耕 資訊科技大使 小老師 愛心大使 禮貌大使 

升旗隊 

音樂方面 

唱遊組 中樂團 小提琴 弦樂小組 管弦樂團 大提琴 單簧管 柳琴班  

敲擊樂班 薩克管班 楊琴班 口琴組 古箏班 琵琶班 二胡班  

音樂大激賞 笛子班 牧童笛 長笛班 銅管班 節奏樂 木笛樂逍遙  

高級組合唱團 編織音樂夢  

 



資訊科技方

面 

多元智能銅章課程 多元智能銀章課程 資訊科技獎勵計劃 多媒體創作   

手寫輸入法 Flash 動畫設計 視像中國交流活動 資訊科技獎勵計劃  

校園小記者 視像中國交流活動 腦友記 

體育方面 

體操隊 排球隊 籃球隊 乒乓球隊 田徑隊 游泳隊 足球隊 羽毛球隊   

體操班 乒乓球班 外展籃球班 小型網球班 集體遊戲 空手道班  

外展乒乓球班 田徑訓練班 外展劍擊班 網球小神童 健美操 花式跳繩   

學 

術 

方 

面 

中文 
普通話電台 演辯學會 時事狙擊手 普通話唱遊 普通話樂園  

詩文創作室 語文大觀園 小小演說家 小小寫作家 

數學 
珠心算班 數學精英培訓組 奧林匹克數學班 百變創新數學實驗室 

趣味數學 數學魔力橋 數學遊戲研習室 

英文 

劍橋英語班 外語小演員 Project work English Club Drama Club  

Super English Kids Musical Scrabble Story Telling Phonics Smart  

Fun Fun English Readers’Theatre 

科學與 

科技 
思路快車 創意園地 航天科學大使 腦力闖關 機械人設計師 

藝術方面 

國畫班 中國舞班 話劇組 書法班 西畫班 泥膠樂滿紛 素描班 

巧手摺 剪紙班 樂陶陶 環保工藝創作 紙雕製作 精品設計 硬筆書法 

視藝之星 工藝製作 水墨初階 絲網彩印 創意小卡通 壁畫創作工作坊 

魔法繪本書 馬賽克班 紙雕 實用繩結 

興趣方面 
校園小記者 紙牌競技場 圍棋班 伙頭智多星 FUN FUN日本語 

童眼看世界 小小急救員 日本文化之旅 益智遊樂場 齊玩樂   

創意及領導 

才能方面  
創意智多星 領袖特工隊 

    

8.2 8.2 8.2 8.2 學生參觀及交流活動學生參觀及交流活動學生參觀及交流活動學生參觀及交流活動    

    
沙田裁判法院 維他天地食物廠房 

香港文化博物館 中華白海豚海上考察 

香港動植物公園 大埔消防局 

香港藝術館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香港濕地公園 沐恩書院 

香港太空館 羅定邦中學 

醫學博物館 迦密柏雨中學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展覽館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香港回歸祖國 10 周年」郵票展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佛山航天體驗團 靈風中學 

北京之旅----京港同心迎奧運 大埔警署 

 

(一一一一) 校本輔導校本輔導校本輔導校本輔導 

 
       本校訓輔組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專責學生品德教育，以樹立良好的校風，處理日常學生 



紀律問題。本校強調關愛文化，施行「新苗計劃」，以積極、正面的誘導，改善學生行為。

本校「愛心天地」小組更以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為首要任務，本學年推行系統的公民教育

課程及活動，如「傾談拉近你我他」、「生日快樂」、「童聲同戲」等等。本學年繼續推展「成

長的天空」活動，讓同學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及解決問題應有之態度及方法。為了讓小一的

同學更快適應小學生活，本校特為小一新生設計了小一適應課程；六年級的同學要面對中學

的生活及轉變，本校亦為準畢業生設立升中適應課程，務求令同學有一個更佳的心理狀態，

適應轉變的學習生活。 

 

(十十十十)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10.1 校內校內校內校內、、、、校外比賽校外比賽校外比賽校外比賽 

 

本校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各項校內及校外比賽，以擴闊視野，發掘潛能，建立自信。本學

年度各同學參加之校外比賽約一千一百多項。 

 

獲獎概況，摘錄其中一些項目如下： 

 

(1) 連續兩年獲啟發潛能教育優秀學生選舉--優秀學生獎 (全港只得三名小學生獲獎) 

(2) 地鐵商場好學生同學會好學生選舉(小學組)操行美德範疇最優秀大獎 (地鐵物業管理

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辦) 

(3) 第一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初級組)冠軍 (獲邀代表香

港參加深圳舉行的第四屆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

主辦) 

(4) 香港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機械人設計獎 (香港青年協會) 

(5) 第十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設計比賽傑出獎(香港科學館、康文署、香港教育學院、香

港教育城及香港數理學教育學會合辦) 

(6) 甲蟲王者徵文比賽冠軍 (免費到新加坡交流) (甲蟲王者香港官網) 

(7) 中國古代哺乳動物情迷香江徵文比賽(小學組)冠軍 (獲一萬元教學禮券) (奧海城主

辦) 

(8) 社會動態齊關心-全港小學校際辯論比賽最佳辯論員 (九廣鐵路、兒童快報及香港教

育統籌局主辦) 

(9) 全港 18區慶回歸普通話大賽學生組鬥講普通話–大埔區決賽冠軍及新界區總決賽冠

軍 (普通話推廣基金會) 

(10) 第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 高小組冠軍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 

(11) 第六屆香港校際網上實時辯論比賽暨埠際普誦話及英文辯論比賽 - 初賽最佳辯論員

獎 (香港教育統籌局優質教育基金—視像中國計劃) 

(12) 第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金獎及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主辦) 

(13) 香港中小學生創意作品比賽 2007 – 高小組冠軍 (香港創新教育學會 大公報 香港教

育城 合辦 ) 

(14) 第二屆國際兒童音樂比賽榮譽金奬及 Best Technique Award (新界校長會) 

(15) 第一屆國際兒童音樂比賽最佳表達獎 (新界校長會) 

(16) 2007年第十四屆香港-亞洲鋼琴公開比賽-四手聯彈初級組第一名 (香港鋼琴音樂協

會) 

(17) 2007中山大學盃全國業餘劍擊比賽第一站 - 兒童女子花劍團體賽冠軍 

 



(18) 2006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域選拔賽 一等獎及二等獎 (創新科技署、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及香港青少年機械人育協會合辦) 

(19) 「給特首的一點點建議- 理想中的香港」作文比賽優勝獎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

務-圖書館主辦) 

(20) 第三屆升中伯樂計劃獲一個金獎、二個銀獎及一個銅獎（天才教育協會） 

(21) 第四屆書叢榜 - 標語設計比賽冠軍、創意閱讀報告比賽亞軍及兩名優異獎（香港教

育專業人士協會主辦） 

(22) 小學中國語文菁英計劃銅獎 (小學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23) 2006-2007 香港科學青苗獎季軍 (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組)- 

(24)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25)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五項冠軍、六項亞軍及十四項季軍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

會) 

(26)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兩項冠軍、九項亞軍及五項季軍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

會) 

(27) 全國推廣普通話形象大使選拔賽語言類二等獎 (海燕普通話宣教學會、深圳市品紅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 

 

(28) 推廣普通話志願者選拔活動香港賽區大賽語言類銀獎及語言類銅獎 (獲推薦往北京

參加交流比賽) (牛津大學出版社主辦) 

 

(29)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華爾滋及探戈亞軍 (香港體育聯盟有限公司) 

 

(30)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2007獲三個冠軍、四個亞軍及三個季軍 (香港體育

舞蹈聯盟有限公司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 

(31) 第十屆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獲四項冠軍、八項亞軍、四項季軍及四項殿軍 (香

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32) 2006-2007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獲三項亞軍、九項季軍及五項殿軍 (香港學

界體育聯會主辦) 

(33)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主辦) 

(34) 第十六屆兒童金口獎進入 12強 (北區青年商會)(比賽結果待本年七月中公佈) 

(35)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06-2007參展作品(從全港千多份作品中挑選優異作品展覽) 

(香港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 

 

本校優異表現節錄(其他獲獎情況見附頁校外成績一覽表) 

 

（1） ((((健康學校健康學校健康學校健康學校)))) 傑出安健學校    

獲第一屆安健學校傑出獎（職業安全健康學校聯盟主辦） 

（2） ((((童軍童軍童軍童軍))))優異旅團優異旅團優異旅團優異旅團    

小童軍 A團、小童軍 B團、幼童軍 A團、幼童軍 B團、獲選為 06-07 香港童軍優異

旅團，另小童軍 A團獲選為大埔南區優異旅團支部冠軍，幼童軍 B團獲選為大埔南

區及新界東地域優異旅團支部冠軍（香港童軍總會） 

（3） ((((美術書法美術書法美術書法美術書法))))團體一等獎團體一等獎團體一等獎團體一等獎    

榮獲《第六屆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團體一等獎(中國青少年研

究中心主辦)    

 



（4） ((((攝影攝影攝影攝影))))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金獎金獎金獎金獎    

榮獲第九屆冰雪情全國師生書畫攝影作品邀請展團體金獎(中國少年兒童造型藝術

學會主辦) 

(5）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傑出義工團隊服務嘉許狀    

獲大埔及北區第三屆義工團隊嘉許狀甄選--傑出義工團隊服務嘉許狀及傑出義工團

隊服務獎(大埔及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主辦) 

(6）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校園閱讀氣氛大獎    

獲「分享閱讀日」校園閱讀氣氛大獎(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 

(7） ((((科學科技科學科技科學科技科學科技)))) 積極參與科技活動學校大獎 

獲頒發親子科技工作坊--機械接力馬拉松 積極參與科技活動學校大獎（香港教育統

籌局優質教育基金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主辦） 

（8）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獲第 42屆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季軍 (香港兒科基金及香港小童群

益會主辦) 

(9）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3)3)3)3 月份學校激答王月份學校激答王月份學校激答王月份學校激答王 

獲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校際比賽校際賽 3 月份學校激答王(現代教育研究社主辦) 

(10)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 ) ) 環保新勢力學校    

獲環境保育大放送 2006環保新勢力學校(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    

(11)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 ) ) 環保學校嘉許狀    

本校選用無氣百分百再造紙產品計劃環保學校嘉許狀(消費者力量主辦) 

(12)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 ) ) 最高籌款獎冠軍 

本校同學參加「拯救天堂雨林筷子義賣」活動，獲最高籌款獎冠軍(綠色和平主辦) 

(13)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積極參與獎    

本校參加藍天行動十八區活動---節能行動參與計劃，獲積極參與獎 (環境保護署及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 

(14)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義工服務))))同心展關懷同心展關懷同心展關懷同心展關懷 

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 2006-2007「同心展關懷」標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        

 

10.2 升中學位分配升中學位分配升中學位分配升中學位分配 

 
2004-2006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結果一覽表：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百分比 44% 30% 26% 

 

 派往第一志願 派往首三志願 派往英文中學 

百分比 70% 92% 50%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學校設備學校設備學校設備學校設備 

 
        為了讓同學在一個更完備的學習環境中學習，本校於各課室均設電腦、投映機和實物

投映機；每個課室設立內線電話，方便內部聯繫。此外，本校更設有多個特別室，讓同學

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如中央圖書館、多媒體語言實驗室、電腦室、常識室、視藝室、音

樂室、多用途活動室、英文樂園、數學樂園、環保資源中心、校園電視台等。為讓同學能

在一悅目而美麗的環境中學習，本校特在各樓層繪有壁畫、閱讀角，七樓設置溫室，地下 



設文化廊及魚池等。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綠田園綠田園綠田園綠田園 

 
本校獲大埔地政處以租約形式讓本校發展「綠田園」計劃。在過去數年，我們與原校

同學舉辦了親子耕種工作坊，讓同學可以與家人共享耕種的樂趣。除此，我們亦招待社區

的長者到校，與同學一起分享種植之樂。 

「綠田園」的開展，同學不但可以享受自己種植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利用「綠

田園」推展環保教育，讓同學親身體驗，進行全方位學習。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校董校董校董校董、、、、教師溝通教師溝通教師溝通教師溝通 

 
      每年召開的「教師、校董諮議會」，校監、校董、校長及老師們均有出席，就大眾關注

事項作出討論。此外，本校在去年已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老師、家長等作為校董，討論

學校事務、制訂政策。校監及校董不但關注學校發展，經常參與本校舉辦的活動及典禮，

並且更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在他們的支持和鼓勵下，學校訂定方針，提供優質教育，向

發展成一所出類拔萃的學校而不斷努力。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 ) ) 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學校與家長溝通學校與家長溝通學校與家長溝通學校與家長溝通    

    
        本校在學年初特別為本學年之小一家長舉辦「迎新課程」，讓新生和家長認識本校的環

境、辦學宗旨及課程的概況。為了讓來年一年級家長更了解本校的學習事宜，本校更提早

在本年六月份為來年家長舉辦「迎新會」。此外，本校更舉行「家長學堂」、「家長日」、不

同主題的「家長座談會」、「家長觀課」、「家長閒敍」等，讓家長可以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及學習教導子女的有效策略。家長更可到校與教師詳談同學在校情況，與學校共同商討改

善學生的學業或行為問題。另外，本校更透過問卷調查、講座、工作坊、展覽、等離子顯

示屏、刊物等，讓家長瞭解學校的發展，增強家長的管教技巧及資訊科技認知水平，協助

家長更有效地教導其子女。茲將本年家長參與的活動撮錄於下： 

迎新課程 親子售旗 

家長日 「故事爸媽」培訓班 

親子日營 3P親子「正」策課程 

家長學堂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家長座談會 「有效親子溝通」家長講座 

家長網絡會議 「親子閱讀」家長講座 

家長教師會聯歡晚會 「提升孩子的自信自尊」家長講座 

家長閒敍 「如何防止子女沉迷上網」家長講座 

家長網絡代表訓練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優質家長工作坊」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如何協助孩子處理情緒」家長講座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本校的家長教師會已成立了五年，在校內設有家長資源中心，組織完善。家長教師會得

到家長鼎力支持，會員人數達百分之百，且無論在聯歡晚宴、親子活動、專題研討會等，

家長均反應熱烈，踴躍參加。為進一步加強家長與學校聯繫，家長教師會選舉代表加入本 



校法團校董會，常務委員會推選代表出席行政會議，就校政提出意見。家長教師會又協助本

校學生組織多樣化的興趣小組，如武術班、體操班、美術班、空手道班、珠心算班、暑期

興趣班等，因篇幅所限，不能盡列。此外，由家長成立的「愛心家長隊」，積極協助學校推

展日常事務，如協助安排午膳、圖書整理、家長講故事、輔導初小學生功課、整理教具、

協助帶隊，更擔任童軍領袖，推行各項學習活動等。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校友會校友會校友會校友會 

 
        本校校友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每年均舉辦聯誼活動，讓校友在畢業後保持聯絡。

本校特設校友畫廊，邀請區內中學校友繪畫圖畫，於校友畫廊陳展，冀能增強校友對學校

的關心及支持學校的發展。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遷校五周年校慶活動遷校五周年校慶活動遷校五周年校慶活動遷校五周年校慶活動 

 
    本年正值本校遷校五周年，因此，本校為同學預備了一系列的大型慶祝活動。在二零零

七年二月十日，本校舉行遷校五周年慶典暨再生能源教育基地啟動禮，本校邀請了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太平紳士主持開幕典禮，並作指導，當天除了是再生能源教育基地啟動

外，本校更進行開放日，藉此機會展示同學的學習成果。而在四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本

校在沙田大會堂展覽廳舉行師生藝術展，並邀請了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視覺藝術部統籌譚

祥安博士、著名藝術家陳餘生先生及周淑芬女士作主禮嘉賓，並邀請大埔區內九所幼稚園校

長作剪綵嘉賓，師生藝術展中展出本校每一位同學及老師的作品，本校更邀請區內的幼稚園

同學參與創作，並作展覽，這兩天的展覽得到不少好評，各嘉賓及家長均讚賞同學的作品具

高水準。本校亦於五月二十一日假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遷校五周年綜藝晚會，讓同學不同

的潛能得以展現於各嘉賓及家長面前，晚會當天，表演節目多元化，有樂器演奏、功夫、舞

蹈表演、英文音樂劇等。我們邀請了中聯辦教育科技部洪浩處長、香港學校自評網絡總監 Mr 

Archie McGlynn蒞臨主禮，更邀請了新加坡著名音樂創作人 Mr Simon Ng與本校師生合唱遷校

五周年主題曲------「Starts from me」，當天場面十分熱鬧。 

      回望這五年，學校在各方面的發展均漸趨成熟，在往後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努力，為

同學創造更多的學習機會，建立不同的展示平台，成就同學，讓他們的才能得以展現及發揮。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前瞻與發展前瞻與發展前瞻與發展前瞻與發展 

 
      二零零四年前教育統籌局校外評核報告的高度評價，給予我們認同和肯定，而國際啟

發潛能教育大獎進一步鼓勵我們所走的方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絕不會因此而自滿，我們

定必著意進行自我評估，作自我完善，將本校的長處繼續發揮，未盡善的地方加以完善；並

為教育事工、學生的學習作刻意安排，讓同學在一個關愛溫馨和諧的氣氛中學習。在未來的

日子裏，我們一定會更努力發展學與教，提供多元化的教學課程，實施優質的教學策略，並

與教育局、專上學院及各友校合作，交流經驗，相互協作，提升學與教的質素及效能，發展

學生的潛能，培養其優良的品格及能力，為未來的社會創造領袖人材。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寶湖道))))    

2006200620062006----2007200720072007 學年度校學年度校學年度校學年度校外成績一覽表外成績一覽表外成績一覽表外成績一覽表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全港性多元智能比賽全港性多元智能比賽全港性多元智能比賽全港性多元智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6-2007 年度啟發潛能教育 優秀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獎 (全港只得三名學生獲獎) 5A 鄧樂文 地鐵商場好學生同學會好學生選舉 (小學組)--操行美德 最優秀大獎 0506 簡健威 第三屆升中伯樂計劃 科學科金奬 6A 羅重賢 音樂科銀獎 6A 梁穎思 音樂科銅獎 6C 李穎兒 體育科銀奬 6C 李穎兒 第十六屆兒童金口獎 進入 12 強 5A 鄧樂文 香港盃小棋王-圍棋 十歲組亞軍獎 4C 陳志軒 香港棋院盃 - 公開組 第八名 4C 陳志軒 
    

學術比賽活動學術比賽活動學術比賽活動學術比賽活動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國際及全國性語文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語文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語文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測驗中心 -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 優異獎狀 4E 歐陽懿德 4E 鄧朗晞 5A 鄧樂文 5E 黃伊寧 6A 羅穎雅 良好獎狀    4A 鄭穎彤 4A 馮樂希 4A 何志晴 4A 何彥婷 4A 孫名雪 4A 譚詠之 4A 唐卓瑜 4A 余蔚聰 4B 羅芷銚 4B 羅浩彰 4E 陳彥衡 4E 周樂晴 4E 朱倩欣 4E 許家豐 4E 郭冬琳 



4E 林浩然 4E 呂婉彤 4E 吳顥軒 4E 戴淳憫 5A 陳靖嬈 5A 朱天欣 5A 李樂怡 5A 羅苑玫 5A 溫蔚婷 5B 蘇 婧 5D 邱梓龍 5E 陳彥廷 5E 陳映彤 5E 鄭皓天 5E 張君勵 5E 林凱儀 5E 李衍邦 5E 李詠欣 6A 古頌培 6A 龔明揚 6A 林玉山 6A 羅重賢 6A 盧芷晴 6A 譚皓銘 6C 范錦烽 6C 吳振紳 6C 謝子健 全國推廣普通話形象大使選拔賽 語言類二等獎 4E 姚  玥 第三屆穗港澳少年兒童閱讀計劃–閱讀城巿故事比賽(初級組) 銀獎 4A 鄧梓鍵 銅獎 2C 劉煒渝 優異獎 2C 李紫欣 4A 譚詠之 第三屆穗港澳少年兒童閱讀計劃–閱讀城巿故事比賽(高級組) 銀獎 5A 鄧樂文 優異獎 5A 譚啟軒 6C 關倩婷 



全港性語文比賽全港性語文比賽全港性語文比賽全港性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甲蟲王者主辦「友誼」為題 作文比賽 冠軍                                         (免費到新加坡交流) 4E 許家豐 小學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銅獎 4A 陳曦蔚 中國古代哺乳動物情迷香江徵文比賽(小學組) 冠軍 4A 陳曦蔚 「給特首的一點點建議 - 理想中的香港」作文比賽 優勝獎 5A 鄭詠洵 第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 高小組 冠軍 5A 鄧樂文 第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 低小組 優異獎 4E 姚  玥 推廣普通話志願者選拔活動-- 香港賽區大賽 語言類銀獎 4E 姚  玥 (獲推薦往北京參加交流及比賽) 語言類銅獎 3B 劉幗瑤 英國文化協會劍橋小學英語測試(Flyers) 滿分 15個盾 5E 朱天欣 2007 全港中小學英文徵文比賽 入圍獎 4E黎緣心 05-06聶浩洭 數風雲人物•論家國大事 《百年中國》文字短說 優異獎 05-06 黃諾舜 全港聯校新聞大事記憶挑戰賽2006 優異獎 5A 鄧樂文 國慶盃賀詞比賽 季軍 1D 黃思哲 優異獎 3A 李家潁 6A 鄭朝峰 和諧關愛家庭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3A穆瑞傑 季軍 5A 梁紹愉 滅罪倡廉和諧家庭-- 標語創作比賽 (高小組) 冠軍 5A 林曉晴 第四屆書叢榜  - 標語設計比賽 冠軍 5A 鄭詠洵 充電池回收計劃 - 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5A 譚啟軒 第四屆書叢榜 - 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亞軍 4A 鄧梓鍵 優異獎 4A 譚詠之 5A 譚啟軒 5A 朱天欣 社會動態齊關心 - 全港小學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6A 羅雅如 第六屆香港校際網上實時辯論比賽暨埠際普誦話及英文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獎 6A 羅穎雅 
 



全港性語文比賽全港性語文比賽全港性語文比賽全港性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全港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2C 譚皓勻 入圍獎  2A楊卓軒 2A楊子欣 2C 李紫欣 2E 姚俊樂 3A 張翰盈 3A 李家潁 全港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 -高級組 入圍獎  5A 鄭詠洵 5E蔡家豪 星級閱讀獎勵計畫 閱讀之星 1D 朱文欣 2E翟朗喬 3D徐灝橋 4C 陳志軒 4E 朱文皓 5A 鄭詠洵 6C 吳卓晞 香港小童群益會 「分享閱讀日」 校園閱讀氣氛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成成成績績績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小學生中英文作文比賽(英文組) 特級優異獎 5A 朱天欣 優異獎 5E 林淳熙 5A 鄧樂文 6A 羅穎雅 6A 林玉山 良好 5A 張賜峰 5A勞凱婷 6C 謝子健 6C 關倩婷 大埔三育中學主辦  小學生中英文作文比賽(中文組) 季軍 6A 羅雅如 優異獎 5A 盧倩芝 5A 張賜峰 5A江穎霖 5A勞凱婷 5A 譚啟軒 5A 鄧樂文 5E 陳彥廷 5E 張君勵 5E 林凱儀 5E 李詠欣 5E 李桂楠 6C黎文靖 良好 5A 羅苑玫 6A丘愷旼 6A楊清儀 6A 古頌培 6A 梁穎思 6A孟承佑 6A趙麗瑩 6A 張欣賢 6A趙詠珊 6B 陳銘俊 6C 林芍妏 2006-2007 年度香港佛教界大埔區 慶祝佛誕大會填字遊戲比賽 優異獎 4A 劉梓汶 5B 文豫心 6A 陳卓濠 6C黎文靖 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運動2006-2007--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季軍 優異獎 3B 周智晴 6C梅海詩 全港 18 區慶回歸普通話大賽 學生組鬥講普通話 --大埔區決賽 冠軍 4E 姚  玥 全港 18 區慶回歸普通話大賽 學生組鬥講普通話 --新界區總決賽 冠軍 4E 姚  玥 新界東小學普通話競賽 2006-2007 季軍 4E 姚  玥 動感文學藝術書法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4A 譚詠之 4A 黃頌賢 4A 陳曉楓 動感文學藝術作文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4E 朱倩欣 4D 陳卓瑩 4E 鄧朗晞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國際及全國性數學比賽國際及全國性數學比賽國際及全國性數學比賽國際及全國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世界數學測試 -- 數學科 優良 2E 姚俊樂 4E 范錦然 4E 黃浚杰 5A 張賜峰 5A 朱天欣 5E 李昀林 5E 陳彥廷 5E馬忠煥 6C于浩浚 6D 王梓盈 6D蔣頌謙 良好 4A 陳小文 4E 林浩然 4E 郭志昊 5A 戴金峰 5A 文膺嵐 5A 李樂怡 5A 李頌然 5A 譚啟軒 5B 黃曉晴 6A趙麗瑩 6C蕭樂敏  世界數學測試 -- 解難分析科 優良 4E 黃浚杰 5A 張賜峰 5E 陳彥廷 5E馬忠煥 良好 2A 姚俊樂 5A 戴金峰 5A 文膺嵐 5A 李樂怡 5A 譚婙蓉 5A 陳浚偉 6C于浩浚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測驗中心 --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 高級優異証書 4A 鄭穎彤 4E 范錦然 4E嚴康生 5E黎文雅 5E 李昀林 優異証書 4A 陳曉楓 4A 何志晴 4A 黃頌賢 4B 李洛生 4E 周樂晴 4E 朱文晧 4E 許家豐 4E 郭志昊 4E 郭彥妤 4E 梁智超 4E 呂婉彤 4E 吳顥軒 4E 鄧朗晞 4E 黃文聰 4E嚴子健 4E葉嘉晉 4E 姚  玥 5A 張賜峰 5A 朱天欣 5A 林曉晴 5A莫子穎 5E 陳彥廷 5E 陳映彤 5E 鄭皓天 5E 張君勵 5E 李衍邦 6A 何祖力 6A 梁紹愉 6A 羅重賢 6A 鄧旨進 6C 李穎兒 6C梅海詩 6D蔣頌謙 良好証書 4A 陳梓豪 4A方瑩影 4A 馮樂希 4A 何曼頤 4A 何穎琛 4A 何彥婷 4A 羅卓楹 4A 鄧梓鍵 4A游鳳君 4A 余蔚聰 4B 林肇霆 4B曾俊威 4E 戴淳憫 4E 陳芷盈 4E 朱倩欣 4E薛可瑩 4E 歐陽懿德 4E 謝月晴 4E 黃浚杰 5A 陳靖嬈 5A 鄭詠洵 5A 呂嘉晴 5A 譚婙蓉 5A 鄧樂文 5A 黃文筠  5B 周正傑 5B 黃曉晴 5D傅博謙 5D 譚穎茵 5E蔡家豪 5E黎嘉惠 5E 林凱儀 5E 劉芷蕎 5E馬卓均 5E 黃逸軒 6A 鄭朝峰 6A 郭庭懿 6A 羅子鏗 6A 李浩宗 6A 梁穎思 6A 盧芷晴 6A 羅穎雅 6A 譚皓銘 6C于浩浚 6D 林雋希 
全港性數學比賽全港性數學比賽全港性數學比賽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6 年香港國際心算暨數學競技大賽 (珠心算三年級組) 第三名 4B廖倩兒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一等獎 6A 鄭朝峰 6A 郭庭懿 6A 朱麗雯 一等獎 6A 梁紹愉 6A 何祖力 6A 譚皓銘 一等獎 5A 張賜峰 5A 蘇子東 5E 李昀林 二等獎 5A莫子穎 5A 盧倩芝 5E 張君勵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季軍 6A 鄭朝峰 6A 何祖力 6A 梁紹愉 6A 郭庭懿 



全港性數學比賽全港性數學比賽全港性數學比賽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7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6A 梁紹愉 6A 鄭朝峰 6A 譚皓銘 6A 朱麗雯 6A丘愷旼 6A 何祖力 第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銅獎 6A 梁紹愉 5A 張賜峰 第七屆伯裘盃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個人組 冠軍 6A 梁紹愉 2007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 計算競賽 一等獎 6A 鄧旨進 二等獎 6A 梁紹愉 6A 何祖力 6A 譚皓銘 三等獎 6A 鄭朝峰 6A 盧芷晴 6A 朱楚怡 2007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數學競賽 一等獎 6A丘愷旼 二等獎 6A 鄧旨進 三等獎 6A 梁紹愉 6A 何祖力 6A 朱麗雯 2007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 一等獎 6A 鄧旨進 二等獎 6A 梁紹愉 6A 何祖力 6A丘愷旼 6A 譚皓銘 三等獎 6A 朱麗雯 6A 古頌培 6A 鄭朝峰 6A 盧芷晴 香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 優異獎 4A 陳小文 4A 鄧梓鍵 4E 周樂晴 2007 年多元智能盃 --數學比賽 二等獎 4E嚴康生 三等獎 5E 張君勵 優異獎 4A 陳小文 4A 陳曉楓 4E 黃浚杰 4E 周樂晴 4E 郭志昊 4E 梁智超 5A阮力慧 5A 呂嘉晴 5A 張賜峰 5A 鄧樂文 5A 戴金峰 5E蔡家豪 6A 何祖力 6A 譚皓銘 6A 鄧旨進 6A 梁超儀 6A 梁紹愉 6A 盧芷晴 6A 古頌培 6A丘愷旼 2007 年多元智能盃－珠心算比賽 銅獎 2A 陳偉洛 優異獎 1E 羅雪瑩 2B 陳芷穎 4B 陳芷瑩 第二屆數學探險之旅 全港最高成績 2A 林俊濠 4D 梁子謙 
    

新界及大埔區數學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數學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數學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四屆大埔區小學數學比賽  --數學遊蹤 亞軍 5A 張賜峰 5A 蘇子東 5E 李昀林 
    



常識及科常識及科常識及科常識及科學學學學    

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常識及科常識及科常識及科常識及科學比賽學比賽學比賽學比賽    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機械人再探月球 冠軍 6A 李健永 6A 譚皓銘 6A 郭庭懿 6A 何祖力 2006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 競賽香港區域選拔賽 一等獎 6A 譚皓銘 6A 何祖力 6A 李健永 6A 郭庭懿 二等獎 6A 鄧旨進 6A 梁紹愉 5E 李昀林 5A秦  漢 環保機械人大賽(總決賽)  環保越野物流伙伴-高級組 嘉許獎 6A 譚皓銘 6A 李健永 6A 鄧旨進 6A 梁紹愉 全港小學創意機械人大賽 季軍 6A 譚皓銘 6A 何祖力 6A 郭庭懿 5A秦  漢 第三屆校際互聯網機械人大賽 --分區初賽 冠軍 6A 何祖力 6A 李健永 6A 鄧旨進 6A 譚皓銘 香港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機械人設計獎 5A柳子暘 5A 梁紹愉 5A 黃文筠 5E 李昀林 5E 李詠欣 6A 朱楚怡 6A 李健永 6A 譚皓銘 6A 鄧旨進 6C 謝子健 第三屆校際互聯網機械人大賽-總決賽 優異獎 6A 何祖力 6A 李健永 6A 鄧旨進 6A 譚皓銘 2007 聯校機械人競技賽  --機械人設計 亞軍  4A 周翊翀 4B曾俊威 4E嚴康生 6A 譚皓銘 6A 郭庭懿 第十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設計比賽 傑出獎 5A柳子暘 5A 黃文筠 5A 譚啟軒 6A 譚皓銘 6A 張欣賢 6C 吳瑞燊 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組 2006-2007 香港科學青苗獎 季軍 5A 譚啟軒 5A柳子暘 5A 黃文筠 6A 譚皓銘 6C 謝子健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異獎 6A 鄧旨進 6A 郭庭懿 6A 李健永 5A秦漢 5E 李昀林 I.T.精英培訓計劃 滾珠過山車製作 亞軍 4A 黃雋傑 親子科技工作坊 機械接力馬拉松 積極參與科技 活動學校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iclassroom 互動遊戲學習平台主辦中文數碼講 學生獎座     1B 陳曉峰 1B 鄭可怡 1B潘翰琳 1E 何穗筠 2B 林卓峰 2D 何雋軒 4A 何曼頤 5A 陳浚偉 5A 鄭詠洵 5A 鄧樂文    常識 Ready Go小學常識網上學習 全港最高 成績大獎 4D 梁子謙 全港最高成績 三十名 2A楊卓軒 4A 余蔚聰 4A 陳曉楓 4D 梁子謙 4E 周樂晴 4E 許家豐 5A 譚啟軒 



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三月份激答王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三月份激答王 1B方子朗 四月份激答王 5D 張雋烯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最優秀金章 6C梅海詩 金章 4E 吳顥軒 4E 黃文聰 5A 陳浚偉 5E 林淳熙 5E 李桂楠 5E 陳曉妍 6B 蘇韻婷 6B 蘇詠彤 6C梅海詩 6C蕭樂敏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銀章 5A 林曉晴 5A 張賜鋒 5A 盧樂霖 5A 譚啟軒 5A江穎霖 5E 李芷甄 6A 朱麗雯 銅章  4A 陳曉楓 4A 何彥婷 4A 黃雋傑 4B 黃芷晴 4B 姚雅詩 4B 徐穎琛 4E 周樂晴 4E 朱文皓 4E 郭志昊 4E 郭彥妤 4E 鄧朗晞 4E 葉嘉晉 5A 莫子穎 5E 鄭皓天 6A 古頌培 6A 龔明揚 6C趙珈玟 6C 謝子健 6C 范錦烽 證書 4B 林綺華 4D 羅寶鈿 4D楊希洵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新界及大埔區資訊科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資訊科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資訊科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資訊科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區小學校際「Love粒種子暖暖情」E-card 傳情比賽(初小級) 亞軍 季軍    2C 劉煒渝 2D 鄧詠溵    iclassroom 互動遊戲學習平台主辦之「2006-2007 年度 iclassroom資優學生比賽」 大埔區總冠軍 5A 鄭詠洵 全校總冠軍 5A 鄭詠洵 全校總亞軍 3A 黃翹楚 全校總季軍 2D 何雋軒 優異獎 1A 歐卓瑩 1B 梁顥穎 1B 陳曉峰 1B雷  謙 2A徐  斐 2B 林卓峰 2D 羅日軒 4A 何曼頤 4E 陳彥衡 4E嚴子健 5A 陳浚偉 5A 鄧樂文 
文藝比賽活動文藝比賽活動文藝比賽活動文藝比賽活動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俄羅斯第十二屆世界和平晝畫展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評審 銀獎 2A 劉瑋婷 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少年兒童書畫大賽(國畫作品) 三等奬 3B 周子喬 



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六屆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國畫比賽  學校一等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一等獎 4B 林冠喬 5A 李樂怡 5A 朱天欣 二等獎  3A 李家潁 3D 林泳靈 4A 譚詠之 4B 吳梓焮 4D楊駿熙 5A 李頌然 5A 譚啟軒 5A 譚婙蓉 三等獎  3D 李愷珞 4B 梁傲天 4C冼  悠 4E 朱倩欣 5A 文膺嵐 5A莫子穎 5A秦  漢 5B 譚曉琳 優秀 2C 李紫欣 5C 張己立 5E 李昀林 第六屆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書法比賽  一等獎 6A楊清儀 6A 陳芳婷 05-06侯樂明 二等獎 4A 黃頌賢 4A 陳曉楓 4A 余蔚聰 4A 孫名雪 4A 何曼頤 5A 盧樂霖 6A 梁穎思 6A 羅穎雅 05-06蕭佩怡 三等獎 3E 陳耀昌 5B 譚樂瑤 6A 李健永 6D 郭浩明  05-06麥婷欣 優秀 3B 林卓謙 3D 謝迦饒 5A勞凱婷 6A 朱楚怡 6C 范錦烽 第三屆北京 2008全國青少年 兒童書畫展  --國畫 二等獎 2A 劉瑋婷 2A楊卓軒 2B 歐陽家熹 2C 譚浩勻  2E黎銘熒 4A 譚詠之 4E 歐陽懿德 三等獎 2C 陳宥彰 2D 林建誠 2E莫子盈 4A 陳小文 第三屆北京 2008全國青少年 兒童書畫大賽 --書法 二等獎 3D 林泳靈 4B 吳梓焮 4B 林冠喬 4B 梁傲天 4C冼  悠 4D楊駿熙 4E 朱倩欣 5A 李頌然 5A 李樂怡 5A 譚啟軒 5A 譚婙蓉 5A 文膺嵐 5A 朱天欣 5A莫子穎 5A 盧樂霖 5E 李昀林 05-06 黃諾舜 三等獎 2C 李紫欣 3A 李家潁 3D 李愷珞 4A 黃頌賢 4A 譚詠之 5A秦 漢 5C 張己立 6A 羅穎雅 第九屆冰雪情全國師生書畫 攝影作品邀請展  團體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金獎 3D 林泳靈 3E 李彥翹 4A 陳曉楓 4E 黃曉君 6A楊清儀 銀獎 4A 黃頌賢 4A 譚詠之 4D楊駿熙 5A莫子穎 5A 朱天欣 6A趙麗瑩 6A 梁穎思 6A 羅穎雅 銅獎 2A楊子欣 2C 李紫欣 3A 李家潁 3D 李愷珞 4A 黃頌賢 4B 林冠喬 5A 李頌然 5A 張賜峰 5E尹玉瑩 6A 羅穎雅 6C 范錦烽 優秀獎 2D 陳詠琪 2D 譚曉瑩 3A 文豫邦 3B湯嘉宜 4A 余蔚聰 5B 譚曉琳 5E 李昀林 PHE 國際青少年書畫大會比賽 二等獎 5B 李俊永 三等獎 4E 黃曉君 5E 張翰琳 優異獎 5A 譚婙蓉 5E 陳映彤 05-06 黃詠君 
 

 



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國際及全國性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三屆北京 2008全國青少年兒童 書畫大賽 --國畫 二等獎 3B 林卓謙 4A 孫名雪 4A 陳曉楓 4A 黃頌賢 4A 譚詠之 5A 文膺嵐 5A 李樂怡 5A 盧樂霖 5A 譚婙蓉 6A 李健永 6A侯樂明 6A 梁穎思 6A 陳芳婷 6A楊清儀 6A 羅穎雅 6D 郭浩明 05-06蕭珮怡 05-06麥婷欣 三等獎 2D麥翱雋 3A 李家潁 3D 謝迦饒 3E 陳耀昌 4E 朱倩欣 5A 朱天欣 5A 李頌然 5E 李昀林 雛鷹杯慶回歸十週年 --國畫比賽 金獎 3D 林泳靈 4B 林冠喬 4E 朱倩欣 銀獎 1D 朱文欣 2C 李紫欣 3A 李家潁 3D 李愷珞 4A 黃頌賢 4B 羅芷銚 4D楊駿熙 5A 李樂怡 5A 李頌然 5A 譚婙蓉 銅獎 1E 黃樂兒 2D 陳詠琪 3B湯嘉宜 4A 譚詠之 5A 朱天欣 5A莫子穎 佳作 5E尹玉瑩 雛鷹杯慶回歸十週年 --書法比賽 金獎 6A 梁穎思 銀獎 4A 譚詠之 4A 黃頌賢 5A 譚啟軒 5A 朱天欣 5A 李頌然 6C 范錦烽 6D 郭浩明 銅獎 2A楊子欣 3A 李家潁 3D 林泳靈 4A 余蔚聰 4A 吳蓁蓁 4E 范錦然 5B 譚樂瑤 5A 譚婙蓉 5A 李樂怡 6A楊清儀 佳作 3B 林卓謙 3D 謝迦饒 3E 陳耀昌 4B 羅芷銚 第五屆少兒書畫耀香江美術大賽 --書法 優秀 2A 楊子欣 4A 陳曉楓 4A 譚詠之 6A楊清儀 第五屆少兒書畫耀香江美術大賽 --西畫 銅獎 2B 簡樂珩 優秀 3D 謝迦饒 第五屆少兒書畫耀香江美術大賽 --國畫 優秀 1D 朱文欣 3D 李愷珞 3D 林泳靈 
全港性藝術比賽全港性藝術比賽全港性藝術比賽全港性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減少歧視誤解、促進社區和諧」 創意漫畫創作比賽 初小組季軍 2B 李雅汶 高小組季軍 4A 鄧梓鍵 全港天主教小學電腦「數」描大賽 亞軍 6A 羅穎雅 季軍 4A 黃頌賢 優異獎 6A 馬善珩 2006 全港 we love art 彩繪燈泡比賽 入圍獎 2A 楊子欣 2E翟朗喬 5E 陳映彤 5E馬卓均 2006-2007 年水上安全海報 設計比賽 亞軍 4A 鄧梓鍵 優異獎 4A 譚詠之 4A 余蔚聰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十八區最愛景點」繪畫比賽 季軍 6C尹  靜 優異獎 4A 譚詠之 5E 劉  欣 



全港性藝術比賽全港性藝術比賽全港性藝術比賽全港性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中小學生創意作品比賽 2007  --高小組 金獎 6A楊清儀 6C潘曉盈 6C尹  靜 6C葉潁怡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06-2007 參展作品 5A 鄭詠洵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07平面設計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3B 林浚潁 「中國文化及藝術」創意教學設計大賽  入選作品 5E袁碩謙 5E 謝銘晉 5E 關俊賢 5E邵晴雪 5E 張止蓉 5E尹玉瑩 5E 謝文偉 5E 張君勵 5E邵晴霜 5E鍾曉雯 5E彭基業 5E黎文雅 5E 林凱儀 5E 李昀林 5E 張翰琳 5E 張翰瑋 5E黎嘉惠 5E蔡家豪 5E 劉  欣 5E 陳曉妍 5E 黃逸軒 5E馬忠煥 5E馬卓均 5E 林鈞慧 5E 劉芷蕎 5E 林淳熙 5E 蘇尹琳 5E 周家榆 5E 陳彥廷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6 年香港少年兒童鋼琴賽」 二級組 一等獎 2A楊卓軒 2007 年第十四屆香港-亞洲鋼琴 公開比賽-四手聯彈初級組 第一名 2A楊卓軒 2007 年第十四屆香港-亞洲鋼琴 公開比賽-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第二級組 第三名 2A楊卓軒 第一屆國際兒童音樂比賽 銅獎 最佳表達獎 3A 何詩敏 3A 孫靖淳 3B 林卓謙 3B馬沛康 3C 梁逸龍 3D 梁迦銘 3E利宗翰 3E 張逸羲 3E 陳耀昌 4A任俊溢 4A 鄧梓鍵 4A 簡樂琳 4A嚴展皓 4B 黃爾韜 4D楊駿熙 4E 范錦然 5A 吳均堯 5A秦  漢 5A莫子穎 5A 陳嘉慧5A 譚婙蓉 5B 孫靖凱 5B 黃曉晴 5B 譚曉琳 5C 李  均 5E 吳顥軒 5E 李桂楠 5E袁碩謙 5E 張君勵 5E 劉  欣 5E 鄭皓天 5E 關俊賢 6A丘愷旼 6A 古頌培 6A 李浩宗 6A 梁超儀 6A 梁穎思 6C 李穎兒 6C 范錦烽 6C 黃樂兒 6D 黃鈞彤 
 



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二屆國際兒童音樂比賽  榮譽金奬 Best Technique Award 2A 劉瑋婷 2B 劉俊銘 2C 劉綽婷 2E雷  樂 3A 何詩敏 3A 孫靖淳 3B 林卓謙 3B馬沛康 3B 張孝廉 3C 梁逸龍 3D 梁迦銘 3E利宗翰 3E 張逸羲 3E 陳耀昌 3E 張昕妍 3E顏愷鳴 4A任俊溢 4A 鄧梓鍵 4A 簡樂琳 4A嚴展皓 4A 周翊翀 4B 黃爾韜 4B 姚雅詩 4C 吳子健 4C 陳曉楓 4C楊昆諺 4D楊駿熙 4E 范錦然 4E 朱倩欣 4E葉嘉晉 4E 戴淳憫 5A 吳均堯 5A秦  漢 5A莫子穎 5A 陳嘉慧 5A 譚婙蓉 5A 朱天欣 5A 呂嘉晴 5A柳子暘 5A 劉正星 5A 鄭詠洵 5A 盧樂霖 5B 孫靖凱 5B 黃曉晴 5B 譚曉琳 5B 朱祖賢 5B 李俊永 5C 李  均 5C 謝子健 5E 吳顥軒 5E 李桂楠 5E袁碩謙 5E 張君勵 5E 劉  欣 5E 鄭皓天 5E 關俊賢 5E 李衍邦 5E 陳彥廷 5E蔡家豪 6A丘愷旼 6A 古頌培 6A 李浩宗 6A 梁超儀 6A 梁穎思 6A 李健永 6A 林玉山 6A馬善珩 6A陸蕙中 6A 盧芷晴 6C 李穎兒 6C 范錦烽 6C 黃樂兒 6D曾穎心 6D 黃鈞彤 加拿大銅管五重奏音樂全接觸演出 獲邀請到場演出 4A嚴展皓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銅獎  2E 周睿昕 2E 王希文 3B 鄧煒晴 4A曾樂瑤 4B 李承禧 4C 梁琬蔚 4E 朱倩欣 4E 黃文聰 4E 朱文皓 5A 鄧旨晴 5A 鄧樂文 5A 黃文筠 5B顧澤琛 5B 譚樂瑤 5B 陳芷穎 5D 邱梓龍 5E 李詠欣 5E 張翰琳 5E 張翰瑋 5E 黃駿鍵 6A 龔廷恩 6A 李凝曦 6A楊清儀 6A 李浩宗 6A 梁紹愉 6A 梁超儀 6C鍾芷盈 6C葉潁怡 6D 李景盈 6D雷詩朗 6D鍾愷盈 6D 梁志鋒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新界東 11 歲或以下童聲獨唱 (外文歌曲組) 良好証書  2D 何嘉兒 4E 郭冬琳 5A 鄧樂文 6C 吳卓晞 6C 梁馨分 新界東高級組中文聖詩合唱  良好証書  4A 李若菲 4A 孫名雪 4A游鳳君 4B 林綺華 4B 李樂淇 4B 蘇沛資 4B 唐芷蔚 4B 姚雅詩 4B 黃民信 4C 梁婉蔚 4C 何凱傑 4C楊昆諺 4E 鄭葭騫 4E 朱倩欣 4E 郭冬琳 4E 林穎彤 4E 王海祺 5A江穎霖 5A 林曉晴 5A 鄧旨晴 5B 陳芷穎 5B 郭雅靖 5B 黃幗瑩 5D 譚穎茵 5D 何欣頤 5E 陳彥廷 5E 張翰琳 5E 劉  欣 5E 李芷甄 6A 陳芳婷 6A 陳碧娸 6A 張欣賢 6A趙麗瑩 6A趙詠珊 6A 朱楚怡 6A 朱麗雯 6A 龔廷恩 6A 梁傲兒 6B 黃姬雪 6B 王詠勵 6C趙珈玟 6C 林芍妏 6C 李穎兒 6C潘曉盈 6C 蘇燕微 6C 謝曉珮 6C尹  靜 6A 羅雅如 6A楊清儀 6C 范錦烽 
 



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新界東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証書 1A 李穎悅 1E 黃煒堯 2B 鄭諾茵 2B 陳芷穎 2E嚴卓文 3B 盧梓鋒 3D 謝迦饒 4A趙顥然 4B 羅芷銚 5A 戴金峰 良好証書 1E 吳敬晞 2A楊子欣 2B 歐陽家熹 2B 林沚蔚 2C 劉綽婷 2C 鄧文銦 2E 古廸羲 3E 陳漪彤 4E 朱倩欣 新界東二級鋼琴獨奏  榮譽証書 3D 陳映彤 5A 林鉅禧 優良証書 2A 鄭雨桐 2A 王以心 2E 姚俊樂 3A孟紀欣 4E 郭彥妤 5A 陳靖嬈 良好証書 2B 鄧康堯 2E洪靖嵐 3D趙晉尉 3E 陳耀昌 4A 何曼頤 4D楊駿熙 5D胡曉琳 新界東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 2A楊卓軒 季軍 3D 吳穎兒 6C翁葉圳 優良証書 3A 李曉暉 3B 張沛琪 4A嚴展皓 4E 歐陽懿德 4E 梁誦恩 5E 謝銘晉 6C趙珈玟 良好証書 5A 朱天欣 5A 鄧旨晴 5D 譚穎茵 新界東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4A 孫名雪 6C 范錦烽 優良証書 5A 鄭詠洵 6A 陳碧娸 良好証書 3B 張孝廉 4E 鄧朗晞 新界東五級鋼琴獨奏  亞軍 5A 譚啟軒 優良証書 5A 鄧家駿 6A陸蕙中 6A 朱麗雯 良好証書 4A 馮樂希 5A江穎霖 5A 張賜峰 6A楊清儀 新界東六級鋼琴獨奏 亞軍 3E顏愷鳴 新界東初級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 優良証書 2A楊卓軒 新界東中級鋼琴二重奏 良好証書 6C 李穎兒 6C尹靜 6C 鄭雨斯 全港一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証書 2A 劉瑋婷 全港二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証書 5A柳子暘 全港三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証書 4A 陳曉楓 5A 呂嘉晴 5A 鄭詠洵 6A 盧芷晴 6A 朱祖賢 6C 謝子健 全港四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証書 3B 張孝廉 全港初級大提琴獨奏 良好証書 5A 朱天欣 新界東小學木笛樂隊 良好証書 6A 梁穎思 6A馬善珩 6A 羅雅如 6C 黃樂兒 6C 范錦烽 新界東木笛二重奏(十二歲以下) 優良証書 6C 李穎兒 6C 林芍妏 6C 關浩嵐 6C 范錦烽 新界東高音笛獨奏(十二歲以下) 優良証書 6A 梁穎思 6A 李浩宗 6A馬善珩 
 

 



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全港性音樂比賽    

新界及大埔區音樂新界及大埔區音樂新界及大埔區音樂新界及大埔區音樂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銅獎  4A 林家曦 4A 李若菲 4A 孫名雪 4A游鳳君 4A曾樂瑤 4B 林綺華 4B 李樂淇 4B 蘇沛資 4B 唐芷蔚 4B 姚雅詩 4B 黃民信 4C 梁琬蔚 4C 何凱傑 4C楊昆諺 4E 鄭葭騫 4E 朱倩欣 4E 郭冬琳 4E 林穎彤 4E 王海祺 5A江穎霖 5A 林曉晴 5A 羅苑玫 5A 鄧旨晴 5B 陳芷穎 5B 郭雅靖 5B 黃幗瑩 5D 譚穎茵 5D 何欣頤 5E 陳彥廷 5E 張翰琳 5E 劉  欣 5E 李芷甄 6A 陳芳婷 6A 陳碧娸 6A 張欣賢 6A 趙麗瑩 6A趙詠珊 6A 朱楚怡 6A 朱麗雯 6A 龔廷恩 6A 梁傲兒 6B 黃姬雪 6B 王詠勵 6C趙珈玟 6C 林芍妏 6C 李穎兒 6C潘曉盈 6C 蘇燕微 6C 謝曉珮 6C尹  靜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全港管樂合奏(小學組) 優良証書  3E 張逸羲 4E 吳顥軒 5B 黃曉晴 5E 關俊賢 6A 梁穎思 6A丘愷旼 6A 李浩宗 6C 黃樂兒 5E 張君勵 全港初級薩克管獨奏(小學組) 季軍 6C 范錦烽 全港初級法國號獨奏(小學組) 良好証書 4A嚴展皓 全港初級長號獨奏(小學組) 冠軍 4E 范錦然 優良証書 4A 鄧梓鍵 全港中級組古箏獨奏  優良証書 4A 何志晴 4A 陳曦蔚 良好証書 4E 姚  玥 全港初級組古箏獨奏 良好証書 4E 朱倩欣 全港初級組琵琶獨奏 亞軍 5A 羅苑玫 良好証書 5A 鄧樂文 5E 林淳熙 6A 龔廷恩 全港初級組柳琴獨奏 亞軍 5A 黃文筠 全港初級組揚琴獨奏 良好証書 6D雷詩朗 全港中級組二胡獨奏 亞軍 4A 孫名雪 全港初級組二胡獨奏 優良証書 5E 張翰琳 6C鍾芷盈 全港中級組笛獨奏 季軍 3A 周智悅 6A楊清儀 優良証書 5E 黃駿鍵 良好証書 6D 梁志鋒 全港初級組笛獨奏 亞軍 5E 林鈞慧 6C葉潁怡 優良証書 6A 李浩宗 



朗誦朗誦朗誦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冠軍 5B 蘇婧 亞軍 2E 姚俊樂 5A 鄧樂文 5E 陳彥廷 5E 林淳熙 季軍 2C 黃亦莊 2C 李紫欣 3B葉詠婷 3B 林浚潁 3B鍾嘉豪 5A 李樂怡 6A馬善珩 6C 謝子健 英詩獨誦 優良 2A 王以心 2A 黃芯茹 2A楊子欣 2A 鄭雨桐 2B 歐陽家熹 2C 周博軒 2D麥崇亨 2E翟朗喬 3A 李家潁 3A區煒瑩 3A 陳苳蕾 3A 黃翹楚 3B 周智晴 3B 梁朗妮 3B 盧梓鋒 3D尹彥翹 3D 卓恩萾 3E 劉浩森 4A 何彥婷 4A 孫名雪 4A 陳曉楓 4A 鄧梓鍵 4A嚴展皓 4A方瑩影 4E 朱倩欣  4E 歐陽懿德 5A 陳嘉慧 5A 鄧家駿 5A 譚啟軒 5B 郭雅靖 5B 譚曉琳 5E彭基業 5E 鄭皓天 6A 林玉山 6A 龔明揚 6C 鄭雨斯 良好 2E 李曉怡 英詩集誦  季軍 4A 陳曉楓 4A 陳德誠 4A 周翊翀 4A 鄭穎彤 4A方瑩影 4A 林家曦 4A 李若菲 4A 梁家翹 4A 孫名雪 4A 唐卓瑜 4A曾樂瑤 4A游鳳君 4A 余蔚聰 4A 譚詠之 4A 李家豪 4A 何志晴 4B 黃海樺 4B 黃民信 4B 吳梓焮 4B 羅浩彰 4C 黃駿賢 4D楊駿熙 4E 林穎彤 4E 許家豐 4E 朱倩欣 4E 姚  玥 4E 吳顥軒 4E 梁誦恩 5A江穎霖 5A 朱天欣 5B 張善翠 5B 郭雅靖 5B 林星余 5B 譚曉琳 5B 黃幗瑩 5B 何浩俊 5E 張翰琳 5E蔡家豪 6A丘愷旼 6A 張欣賢 6A趙詠珊 6A 羅穎雅 6A 古頌培 6A楊清儀 6C葉潁怡 優良 1C胡嘉儀 1D葉澄澔 1E 何穗筠 1E 陳灝筵 2A 劉瑋婷 2A楊卓軒 2B 陳嘉睿 2B葉卓螢 2B 歐陽家熹 2B 鄧康堯 2B葉筠寧 2C 黃亦莊 2C 譚皓勻 2C 黃梓豪 2C 李紫欣 2C魏敬鋒 2D 林建誠 2E 溫卓翹 2E雷  樂 2E 古廸羲 2E 蘇鈺誠 2E莫子盈 2E翟朗喬 2E 盧紀樺 3A蔡雪晴 3A 何穗荇 3A 張翰盈 3A 黃翹楚 3A穆瑞傑 3A 李曉暉 3A 張銘輝 3B 張沛琪 3B 周智晴 3B 陳梓瀅 3B葉詠婷 3D 張家慧 3D 陳灝暘 3D趙晉蔚 3D 蘇凱琳 3D胡嘉琳 3D 謝迦饒 3E馬浩斌 3E 張逸羲 3E 張昕妍 3E黎采羚 3E黎婧希 
 



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  冠軍 6C 吳卓晞 季軍 2C 劉煒渝 優良 2B 林沚蔚 2D 何雋軒 2D 張匡廷 3E 張逸羲 5A 譚啟軒 5E馬忠煥 6B 陳銘俊 6B 黃姬雪 6C 鄭雨斯 6C黎文靖 6C 關浩嵐 良好 2B 李詠琪 2E 鄧國宗 5E 陳映彤 5E尹玉瑩 5E邵晴霜 5E馬卓均 5E 張君勵 5E 黃伊寧 5E 謝銘晉 6B 羅倩玲 6C 謝諾行 6D 林雋希 6D胡耀朗 詩詞獨誦(普) 冠軍 3B 劉幗瑤 亞軍 2A 劉瑋婷 季軍 3B 蘇芷彤 4E 王海祺 4E 林浩然 優良 2D 李曉靖 3B 王曉恩 3D 張家慧 3D 鄭莉琳 4C 梁琬蔚 4E 林穎彤 4E 郭冬琳 4E 歐陽懿德 5A 鄧樂文 良好 2A 王以心 散文集誦(粵) 季軍 5B 陳紀文 5B 陳樹榮 5B 陳芷穎 5B 張善翠 5B鍾承軒 5B 林星余 5B 文雅麗 5B梅巧晴 5B 譚曉琳 5B曾子健 6B賴藝文 6B 盧文彥 6B 羅倩玲 6B 蘇韻婷 6A 陳卓濠 6A 陳芳婷 6A 陳碧娸 6A 鄭朝峰 6A 張明睿 6A 張欣賢 6A趙麗瑩 6A趙詠珊 6A 朱楚怡 6A 朱麗雯 6A 何祖力 6A江柏然 6A 古頌培 6A 龔明揚 6A 龔廷恩 6A 郭庭懿 6A 林芷慧 6A 林玉山 6A 羅雅如 6A 羅子鏗 6A 李浩宗 6A 李健永 6A 李凝曦 6A 梁超儀 6A 梁傲兒 6A 梁紹愉 6A 梁穎思 6A 羅重賢 6A 盧芷晴 6A 羅穎雅 6A陸蕙中 6A馬善珩 6A孟承佑 6A 譚皓銘 6A 鄧旨進 6A 唐新煥 6A丘愷旼 6A楊清儀 散文獨誦(粵) 冠軍 2A蕭商庭 5B 陳芷穎 優良 4A 陳曦蔚 4E 王海祺 5D胡曉琳 6D鍾愷盈 散文獨誦(普) 亞軍 4A 譚詠之 優良 3E方舜儀 4A游鳳君 4E 姚玥 良好 4A 黃雋傑 
 

 

 

 

 

 



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散文集誦(普)  優良  4A 陳曉楓 4A 陳小文 4A 陳芷晴 4A 周翊翀 4A 鄭穎彤 4A趙顥然 4A 何曼頤 4A 何穎琛 4A 林家曦 4A 劉梓汶 4A 李若菲 4A 李家豪 4A 李嘉毅 4A 吳汶蔚 4A 吳蓁蓁 4A 鄧梓鍵 4A 唐卓瑜 4A曾樂瑤 4A 余蔚聰 4A游鳳君 4B 李樂淇 4B廖倩兒 4B馬沛康 4B 吳梓焮 4B 蘇沛資 4B蕭珮琪 4B湯建皓 4B徐穎琛 4B 黃海樺 4B 黃民信 4B 姚雅詩 4C 卓子賢 4C鍾曉琳 4C 何凱傑 4C 梁栢鏗 4C 梁琬蔚 4C徐嘉軒 4C楊昆諺 4D 陳可盈 4D 陳又嘉 4D 鄭樂賢 4D 林芷晴 4D談啓烽 4D楊駿熙 4E 陳彥衡 4E 鄭葭騫 4E 張皓貽 4E 周樂晴 4E 許家豐 4E 吳顥軒 4E薛可瑩 4E 黃文聰 4E 黃浚杰 4E葉嘉晉 
體育比賽活動體育比賽活動體育比賽活動體育比賽活動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7 中山大學盃全國業餘劍擊比賽第一站 --兒童女子花劍團體賽 冠軍 6D 曾穎心 2007 中山大學盃全國業餘劍擊比賽第一站 --兒童女子花劍個人賽 季軍 6D 曾穎心 
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屈臣氏集團主辦之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 6A 林芷慧 2006 年兒童室內小型足球 錦標賽小童組 季軍 4A 黃雋傑 中西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殿軍 4A 黃雋傑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乒乓球章別獎勵計劃 – 銅章章別考試 銅章 4A 譚詠之 4E 許家豐 4E 黃文聰 5A 黃文筠 5C 張己立 5E蔡家豪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06 --女子兒童組短器械 季軍 5A 盧樂霖 2007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女子小學組初級長拳 第五名 5A 盧樂霖 2007回歸與你同舞十周年 社交舞班班組比賽 --喳喳舞組 亞軍 1A 黃詩雅 



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標準舞 華爾滋 亞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標準舞 探戈 亞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拉丁舞 查查查 第六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拉丁舞 倫巴舞 第六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拉丁舞 牛仔舞 第六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拉丁舞 森巴舞 優異獎 1D侯采盈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拉丁舞 森巴舞 優異獎 1C侯思哲 第一屆香港體育舞蹈聯賽 隊際銅獎 1C 陳俊瑋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2B 陳嘉睿 優異獎 1C 陳俊瑋 2B 陳嘉睿 第四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4A 何志晴 4A曾樂瑤 4A 陳曦蔚 4A 何彥婷 4A 譚詠之 4E 梁誦恩 4E 姚  玥 5A 陳嘉慧 5A勞凱婷 6A 張明睿 6A 李凝曦 6A 梁傲兒 6A 朱楚怡 6A 梁穎思 6C彭嘉敏 6C毛沛宜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華爾滋 亞軍 1C 陳俊瑋 2B 陳嘉睿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探戈 冠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森巴舞 亞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季軍 1C 陳俊瑋 2B 陳嘉睿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查查查 冠軍 1C 陳俊瑋 2B 陳嘉睿 季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倫巴舞 冠軍 1C 陳俊瑋 2B 陳嘉睿 亞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牛仔舞 亞軍 1C 陳俊瑋 2B 陳嘉睿 季軍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小學親子組 牛仔舞表演賽 優異獎 1C 陳俊瑋 2B 陳嘉睿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第三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2007--小學聯校隊際賽 銀獎 1C侯思哲 1C侯采盈 
 



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7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一星章證書 2E嚴卓文 3A 周智悅 3E 陳耀昌 4E 郭志昊 二星章證書  3B 張孝廉 4A 羅卓楹 4E 范錦然 5B 張浩泓 5E 陳映彤 5E馬卓均 5E 張君勵 5E 李昀林 5E 林鈞慧 6C 范錦烽 6D徐朗炘 富士菲林-2006-2007 年全球 壁球校際比賽-經驗組男子乙組 亞軍 3D 朱國基 富士菲林-2006-2007 年全球 壁球校際比賽-經驗組隊際 亞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第九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跳遠 殿軍 4D徐子璇 第九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 殿軍 6C 關倩婷 2006-2007 年度全港小學 劍擊比賽女子高級組 團體賽季軍 6B 何倬倩 6D曾穎心 個人賽季軍 6D曾穎心 2006-2007 年度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大埔區代表 --男子個人 季軍 5B 梁浩庭 香港普及體操節 2007  --最佳表演獎 殿軍 3A 龔貝甄 3B 劉幗瑤 3D 張家慧 3E 張昕妍 4A 羅卓楹 4B 黃民信 4D 林芷晴 4D徐子旋 4E 朱善欣 5A 朱天欣 5A 林鉅禧 5A勞凱婷 5D 李奕熹 5D 張雋烯 5D 張鎮東 5E 李桂楠 5E 林淳熙 5E 黃伊寧 5E 關俊賢 6A 張明睿 6A 陳碧娸 6A陸蕙中 6B 朱祖賢 6C毛沛宜 6D 吳家慧 6D徐朗炘 6D 開倩婷 6D葉咏娫 6D雷詩朗 6D鍾愷盈 2007 校際簡易運動大賽 乒乓球男乙 季軍 3E 顏愷鳴 乒乓球馬拉松排名賽 06-07 年度春季站 季軍 4A 黃雋傑 第五十屆體育節 – YMCA 簡易運動暨家庭運動日之兒童室內小型軟式足球賽 冠軍 4A 黃雋傑 2006-2007 年度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女子 50米蝶泳 銅牌 6A 林芷慧 2006-2007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殿軍 6A 林芷慧 6A 陳芳婷 2007 年全港學界體操比賽 – 男子新手賽跳箱 優異獎 5D 李諾賢 



新界及大埔新界及大埔新界及大埔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區體育比賽區體育比賽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乒乓球大賽 冠軍 3E顏愷鳴 2006 年度元朗區乒乓球 公開賽男子單打 H組 冠軍 3E顏愷鳴 2006 年黃大仙乒乓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亞軍 3E顏愷鳴 大埔太和邨 2006 年度 乒乓球比賽 亞軍 4A 黃雋傑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第二中學友校接力賽 冠軍 6A 陳芳婷 6C 李穎兒 6C 關倩婷 6D徐朗炘 救恩書院友校接力賽 季軍 6A 陳芳婷 6C 李穎兒 6C 關倩婷 6D徐朗炘 沙田分齡網球公開賽  --男子青少年 12 歲以下單打 殿軍 6A孟承佑 大埔區陸運會(06-07)  男子組 D 組擲壘球 亞軍 6A 鄧旨進 男子組 D 組 100米 季軍 5B 李俊永 女子組 H組 60米 季軍 6C 關倩婷 女子 4X100米接力 季軍 5E尹玉瑩 6A 陳芳婷 6A 林芷慧 6C 關倩婷 6C 李穎兒 6D徐朗炘 孫方中書院 4x100女子 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5E尹玉瑩 6C 關倩婷 6C 李穎兒 6D徐朗炘 第十屆大埔區小學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乙組  60米殿軍 5D 張鎮東 100米亞軍 5B 李俊永 4X100米殿軍 5A 林鉅禧 5A柳子暘 5B 李俊永 5D 張雋稀 5D 張鎮東 5E袁碩謙 團體季軍 5A 林鉅禧 5A柳子暘 5B 李俊永 5D 張雋稀 5D 張鎮東 5E袁碩謙 男子丙組 60米亞軍 4D 林雋諺 100米季軍 4E 范錦然 4×100米亞軍 4A 黃雋傑 4B馬沛康 4C姜永賢 4D 林雋諺 4E 范錦然 團體亞軍 4A 黃雋傑 4B馬沛康 4C姜永賢 4D 林雋諺 女子甲組  60米冠軍 6C 關倩婷 60米亞軍 6C 李穎兒 鉛球冠軍 6B 何家裕 鉛球季軍 6B 陳嘉嵐 跳遠殿軍 6D徐朗炘  壘球季軍 6A 林芷慧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十屆大埔區小學 校際田徑錦標賽 女子甲組 4×100米亞軍 5E尹玉瑩 6A 林芷慧 6A 陳芳婷 6C 李穎兒 6C 關倩婷 6D徐朗炘 團體亞軍 5E尹玉瑩 6A 林芷慧 6A 陳芳婷 6B 何家裕 6B 陳嘉嵐 6C 李穎兒 6C 關倩婷 6D徐朗炘 女子乙組 跳遠冠軍 4D 張婉恩  跳遠亞軍 5D 蘇子婷  4×100米第五名 4D 張婉恩 5B 譚曉琳 5C 邱惠媜 5D 譚穎茵 5D 蘇子婷 5E 張君勵 女子丙組 跳遠冠軍 4D徐子璇  4×100米第五名 3B麥彤安 4D徐子璇 4E 周樂晴 4E 姚  玥 團體殿軍 3B麥彤安 4D徐子璇 4E 周樂晴 4E 姚  玥 2006-2007 年度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 季軍 3B 張孝廉 5A 呂嘉晴 5B 梁浩庭 5B 張浩泓 6C 范錦烽 2006-2007 年度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個人 季軍 5B 梁浩庭 2006-2007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50米自由泳季軍 6A 陳芳婷 50米背泳季軍 6A 陳芳婷 100米自由泳亞軍 6A 林芷慧 50米蝶季軍 6A 林芷慧 4x50米接力亞軍 6A 林芷慧 6A馬善珩 6A 陳芳婷 6A陸蕙中 6B賴凱欣 6D 李景盈 團體季軍 6A 林芷慧 6A馬善珩 6A 陳芳婷 6A陸蕙中 6B賴凱欣 6C 鄭嘉蕙 6D 李景盈 女子丙組  50米胸泳殿軍 4E 戴淳憫 4x50米接力季軍 3A 龔貝甄 3D 謝迦饒 3E黎婧希 4A 何彥婷 4E 周樂晴 4E 戴淳憫 團體季軍 3A 龔貝甄 3D 謝迦饒 3E黎婧希 4A 何彥婷 4E 周樂晴 4E 戴淳憫 男子甲組--  50米背泳殿軍 6A 郭庭懿 男子乙組  100米胸泳殿軍 5B 何浩俊  -50米自由泳殿軍 5B 梁浩庭 50米背泳季軍 5B 梁浩庭 100米自由泳殿軍 5A 呂嘉晴 50米蝶泳季軍 5B顧澤琛 4x50米接力亞軍 5A 呂嘉晴 5A柳子暘 5A 張賜峰 5B 何浩俊 5B 梁浩庭 5B顧澤琛 團體季軍 5A 呂嘉晴 5A 林鉅禧 5A柳子暘 5A 張賜峰 5B 何浩俊 5B 梁浩庭 5B顧澤琛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童軍總會優異旅團計劃  優異旅團 大埔南第 17旅小童軍 A團 優異旅團 大埔南第 17旅小童軍 B團 優異旅團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A團 優異旅團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B團 大埔南區幼童軍支部優異旅團冠軍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B團 大埔南區小童軍支部優異旅團冠軍 大埔南第 17旅小童軍 A團 新界東地域幼童軍 支部冠軍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B團 2006 香港童軍大會操  --大埔南第十七旅 2006 金紫荊獎章 6A 羅重賢 6A丘愷旼 6A 林芷慧 6B賴凱欣 6B楊家偉 6C 李穎兒 6C 黃樂兒 6C梅海詩 6C 謝諾行 6D 李景盈 6D 黃鈞彤 6D曾穎心 6D 郭文晧 05-06 黃浩彥 05-06黎蘊銘 05-06 黃曉婷 05-06方綺琪 05-06廖倚旋 05-06 陳昱廷 05-06錢子略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步行籌款 2006 大埔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冠軍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B團 大埔南區最傑出旅團籌款獎亞軍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A團 第五屆幼童軍課程比賽 體育技能亞軍 綜合常識冠軍 金氏遊戲季軍 全場總季軍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A團 5A江穎霖 5A 譚啟軒 5E 鄭皓天 5E 劉芷蕎 6A 林芷慧 6C 謝子健 6D 李景盈 哲詞規律亞軍 綜合常識季軍 基本繩結冠軍 金氏遊戲冠軍 全場總亞軍 
大埔南第 17旅幼童軍 B團 4E 郭彥妤 5A 盧倩芝 5A莫子穎 6B 何倬倩 6C 李海晴 6D 郭文晧 6D曾穎心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全港性制服團隊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童軍總會 --原野烹飪比賽 冠軍 5A 譚啟軒 6A 羅重賢 6B楊家偉 6C 謝子健 6D 李景盈 清潔獎 4A 李若菲 4E 周樂晴 5A 鄭詠洵 5A 陳靖嬈 5A江穎霖 5A 譚啟軒 5A 盧倩芝 5A 張可翹 5A 蘇芷筠 5C楊容玉 5E袁碩謙 6A 黃樂兒 6A 羅重賢 6B賴凱欣 6C 謝子健 6D 李景盈 6D楊家偉 6D 郭文皓 2006-2007 小童軍遊戲比賽 區總監盃  全場亞軍 1A 盧毅文 1A 姚俊星 1B鍾雪聲 1B徐宛蕎 1C 李曉彤 1D丁梓燊 1D葉澄澔 1E 陳灝筵 2A楊卓軒 2B 陳嘉睿 2B 林卓峰 2C 陳宥彰 2E 盧贏臻 2E嚴卓文 2E 陳倩盈 單項冠軍 2006-07 年度交通安全隊 總監嘉許獎狀(小學組) 嘉許狀 5E 黃駿鍵 
    

健康及環保健康及環保健康及環保健康及環保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 42 屆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季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職業安全健康學校 傑出安健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衞生署健康飲食在校園 -校園至營特工計劃 學校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選用無氣百分百再造紙 產品計劃 環保學校嘉許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拯救天堂雨林筷子義賣活動 最高籌款獎冠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藍天行動十八區活動  --節能行動參與計劃 積極參與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環境保育大放送 2006 環保新勢力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環境保育大放送 2006-短劇 環保新勢力 2D 林子游 4E 戴淳憫 6D雷詩朗 6D 吳家慧 6D 譚子豪 充電池回收計劃 --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4A 譚啟軒 香港各界婦女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 --香港和諧家庭選拔 優秀和諧家庭 4A 譚啟軒及家長 心靈帶動、環保意識 填色比賽 高級組季軍 初級組優異獎 4A 鄧梓鍵 3A 孟紀欣 
 



健康及環保健康及環保健康及環保健康及環保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自然足印 --無冷氣日 撥出藍天-紙扇設計比賽 冠軍 4A 鄧梓鍵 優異獎 4A 譚詠之 2006-07 年度學界環境保護獎勵計劃暨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初級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 金獎 6A 梁超儀 銀獎 6A 陳卓濠 銅獎 5E黎文雅 2006-07 年度學界環境保護獎勵計劃暨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初級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 優異獎 2D 林子游 4A 周翊翀 4E 戴淳憫 4E 周樂晴 4E嚴子健 6C蕭樂敏 6C黎文靖 6D 王梓盈 基礎環保章  2D 林子游 4A 周翊翀 4E 戴淳憫 4E 周樂晴 4E嚴子健 5E黎文雅 6D 王梓盈 6C蕭樂敏 6C黎文靖 6A 梁超儀 6A 陳卓濠 6C 梁紫婷 6D鍾愷盈 樂在其中–可持續發展教育 遊戲坊繪畫及寫作比賽 評判最欣賞 的作品 1A 謝宛穎 5A江穎霖 樂在其中–可持續發展教育遊戲坊繪畫及寫作比賽  冠軍 1A 謝宛穎 2A 鄭雨桐 3E 陳鎧澄 4E 周樂晴 5A江穎霖 6A孟承佑 亞軍 1A 李穎悅 2C 譚皓勻 3C潘芊睿 4A 周翊翀 5B 何浩俊 6C 吳卓晞 季軍 1B鍾雪聲 2C 黃亦莊 3B 王曉恩 4A 陳曦蔚 5D 譚穎茵 6A 陳卓濠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善用能源 愛護自然」全港學界 書籤設計比賽 2006 全港優異獎 5E馬卓均 
新界及大埔區健康及環保比賽新界及大埔區健康及環保比賽新界及大埔區健康及環保比賽新界及大埔區健康及環保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善用能源 愛護自然」全港學界 書籤設計比賽 2006 新界東分區 優異獎 5E馬卓均 新界東分區 優異獎 5E 李詠欣 小學組優異獎 1B鍾皓朗 1C 林汶鋒 1D 古晉達 1D 朱文欣 1E黎易樺 2A楊子欣 2A楊卓軒 2A 劉瑋婷 2B 鄧康堯 2B 譚皓勻 2C 劉綽婷 2E 陳盈霖 2E翟朗喬 3A毛穎琪 3B 周子喬 3D 陳映彤 4A 陳曉楓 4A 譚詠之 4A 鄧梓鍵 5A 李樂怡 5A莫子穎 5A連希朗 5A 譚啓軒 5E馬卓均 5E蔡家豪 5E 李詠欣 6C尹  靜 6C潘曉盈 6C 鄭雨斯 6C 關浩嵐 



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        

全港性公全港性公全港性公全港性公民教育比賽民教育比賽民教育比賽民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6-2007 同心展關懷評審 同心展關懷標誌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環保為公益 慈善花卉義賣活動 優異獎 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良好獎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  橙章 5E 林鈞慧 5E 劉欣 6C 吳卓晞 6C 梁紫婷 6D 李宇軒 6D 張嘉恒 紫章 6A 張欣賢 6C 鄭嘉蕙 6C梅海詩 6C 關倩婷 6C 梁紫婷 公益少年團 --中小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良好獎 5A 陳嘉慧 5E彭基業 5E 林淳熙 5E 林鈞慧 公益少年團 --服務關懷顯愛心、活出健康的人生 --棋盤設計比賽 優異獎 5A 陳嘉慧 5A 鄭詠洵 5E 林鈞慧 5E彭基業 5E 周家榆 優異獎 5E 劉  欣 5E馬卓均 5E 陳映彤 5E 林淳熙 5E 張翰琳 5E鍾曉雯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 紫章 6A 張欣賢 6C 鄭嘉蕙 6C梅海詩 6C 關倩婷 6C 梁紫婷 和諧家庭守護天使活動 --學生大使 嘉許狀 5B 黃幗瑩 5E馬忠煥 學生大使 – 和諧家庭守護天使學生作品觀摩大比拼 優異獎 2C 譚皓勻 
    

新界及大埔區公民教育比賽新界及大埔區公民教育比賽新界及大埔區公民教育比賽新界及大埔區公民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5A 鄧樂文 5A 譚啟軒 6A 梁穎思 6A 羅重賢 6C 梁紫婷 6C 吳卓晞 大埔及北區第三屆義工團隊服務獎及義工團隊服務嘉許狀甄選 傑出義工團隊服務獎 義工團隊服務嘉許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