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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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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課堂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共通能力及學業成績。 

2. 培養學生具備尊重、負責、創新的領袖特質，製造機會，讓學生展現潛能。 

3. 深化啟發潛能教育理念，營造關愛校園的氛圍。 

 

(三三三三) 班級結構班級結構班級結構班級結構 
 
       本學年度共有三十班，學生人數共九百八十四人。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合計 

班數 5 5 5 5 5 5 30 

 

(四四四四) 教職員編制教職員編制教職員編制教職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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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職員共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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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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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18% 12% 4% 

年資 0 至 4 年 5-9 年 10 年以上 

佔全校教師人數％ 35％ 19% 46% 

    



 

((((六六六六)  )  )  )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本校重視學生的學習，為了更了解家長對老師教學、學生學習及學校在各事務推展上的意

見，本校於學期中透過家長問卷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家長的意見，以作日後的改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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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及十分滿意程度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的滿意及十分滿意程度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的滿意及十分滿意程度課外活動及學生管教工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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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及「常識及通識科」這四個主要科目的滿

意程度更為突出，多於九成的家長對這四科的教學感到十分滿意或滿意。 

家長亦對學校各項事務、老師的教學及對同學的照顧表示欣賞，當中有不少讚賞老師的

語句，其中家長特別欣賞的包括：和諧的師生關係、卓越的領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優美

的環境及設施、良好的學習氣氛、關愛的校園文化及充足的家校溝通，尤其是在「校園關愛

文化」及「師生關係」這兩方面更給予我們許多的欣賞及鼓勵。家長的意見對於本校各項事

務有了一個肯定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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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會以本校的教學理念為核心，沿着這個方向，

完善學與教，為同學創造不同的機會，發揮所長。 

 

6.1 啟發潛能教學啟發潛能教學啟發潛能教學啟發潛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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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在這個教育理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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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意

安排不同的學習機會，提供不同的課程及活動，讓同學經歷及體驗，著力建構一個溫馨和諧

的氣氛，讓學生在正面文化中成長，提升個人自信心。如透過「Don't laugh at me」課程，讓

項目 09 至 10 年度 (%) 

中文科教學 92.42 

英文科教學 92.22 

數學科教學 93.23 

常識及通識科教學 91.49 

電腦科教學 89.96 

普通話科教學 89.83 

視藝科教學 90.36 

音樂科教學 89.44 

體育科教學 90.56 

課外活動 89.52 

學生管教 92.20 

午膳安排 87.47 



 

同學學習互相尊重的重要性；透過「每月之星」的選舉，讓同學就著不同的主題，如勤學、

禮貌、盡責等，選出不同的「星」，展現同學不同的潛能。 

於 2006年，本校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大會頒發「啟發潛能教育國際大獎」；而在 2008

年 9 月，本校獲頒「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而本學年，本校再度獲頒發「The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本校老師更獲邀於本年九月到美國領取獎項。這三個啟發潛能

教育大獎肯定了我們的付出，我們一定會更加努力，深化和諧校園的理念，發揮學生潛能。 

 

6666....2 2 2 2 七育並進七育並進七育並進七育並進，，，，提升教學素質提升教學素質提升教學素質提升教學素質，，，，展現學生潛能展現學生潛能展現學生潛能展現學生潛能    

                    
    本校著意在德、智、體、群、美、情、靈七育培育學生，讓學生得到全人發展，提升個

人的素質。本校透過不同的活動及課程，著意培養學生品德情意發展，如「班主任課」、「生

活教育課」、「思品課」等，老師透過與同學的討論、分享或遊戲，作有系統的德育培訓；本

校亦透過不同的校本活動或課程，如「農耕活動」、「午間活動音樂欣賞會」、「毒品禍害講座」、

「健康資訊講座」等，讓學生無論在知識上或在心靈的修養上都得到提升，並從中學懂互相

欣賞、包容等美德。除了校內活動，本校亦安排不少校外的參觀活動，如博物館、戶外參觀、

日營、宿營、學校文化日活動等；為了讓同學擴闊視野，本校每年都為同學安排不同的海外

或國內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走進世界不同的地方，了解及欣賞各地的風土人情，欣賞不同地

方的文化。學生學習服務他人亦是十分重要的，故此，每班設「一人一職」、五年級及六年級

進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愛心大使」、「資訊科技大使」、四至六年級進行校外服務等，

透過不同類型的服務機會，讓同學學習關懷、付出、回饋、權利與責任的重要性，藉以提升

學生的個人素質。 

    

6.3 6.3 6.3 6.3 互動式互動式互動式互動式的的的的學學學學與教策略與教策略與教策略與教策略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的學習，課程除配合時代的需要及學生的特質外，老師亦運用創新的

教學策略，使學生能掌握基本學習的技能，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及運用知識，讓學生學習更

有成效。我們引進了腦基礎學習(Brain-based learning) ，讓同學在一個安全、輕鬆的氣氛中進

行學習。老師運用此教學策略後，明顯見到課堂氣氛良好，課堂亦較以往活潑，學生十分感

興趣。 

課堂中，老師透過提問，學生從討論中學習；透過小組任務，讓學生親身體驗及經歷；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和遊戲，讓學生在互動中進行各項具趣味性及生活化的學習，從而培育

學生自學、探究的精神，而溝通、協作、批判性思維等共通能力亦見提升。除此，配合合作

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的推展，學生共同肩負學習的責任，強調全組成功的信念，我們見

到學生在課堂的參與更投入。而本校更於每個課室安裝電子白板，增強課堂的互動性及學生

在視覺上的刺激。 

 

 

6666....4444 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    

    
    學生的學習要與時並進，配合時代的需要，學校的課程最重要的是為學生作準備，為同

學提供一個適時而以能力導向的課程，讓同學無論在知識和技能方面同時成長，好讓他們所

學的能配合將來的學習及生活需要。 

本校老師為同學設計了不少校本課程，如「中文科單元教學」、「中文科網上寫作教學」、

「英文科語音教學」、「英文科從閱讀到寫作故事書教學」、「英語會話課程」、「數學科應用題

學習策略」、「小學通識教育課程」、「常識科研究課」、「三、六年級面試技巧」、「視藝科之博

物館教學」、「體育科校本游泳課程」等。本校期盼透過這些自編教材，讓學生的學習更貼近

時代及社會的需要。 



 

6.5 6.5 6.5 6.5 重視語文教學及共通能力的培育重視語文教學及共通能力的培育重視語文教學及共通能力的培育重視語文教學及共通能力的培育    

 

                語文教學語文教學語文教學語文教學    

    
語文能力是一切學習的根基，本校非常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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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語文學習能量。 

 

英語能力 

 
本校聘請了三位英語外籍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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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elling」、「Around the World」、「Little 

Reporter」、「English Club」、「Comic Production」、「Shakespeare4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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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藉此提升學

生的英語聽說能力。 

本校的老師又製作一套「英文語音教學課程」，讓同學自一年級開始掌握英文拼讀的技

巧。除此，老師更為同學選購合適的英文故事書，與日常的英語課結合，設計了一套「從閱

讀到寫作故事書教學課程」，配合語音教學，提升學生英語閱讀及寫作能力。為提高同學接觸

英語的機會，本校一至五年級設立英文常識課。本校定星期三為英文日，當天早會，以致小

息或午間進行之活動，同學均以英語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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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項學習遊戲及活動；本校更為學

生製造不同的學習機會，在過去一年，校長及老師曾帶領學生到美國West Virginia的 Southside 

Elementary School及蘇格蘭的 St George’s School for Girls 作學校生活交流體驗，讓學生在一

個真實的語言環境中進行英語學習。而蘇格蘭的 St George’s School for Girls 的老師及十二

位學生於二零零九年十月曾蒞校與本校師生進行生活體驗及交流活動，透過他們寄住在本校

同學家裏，同學帶領他們遊覽香港及進行不同的活動中，讓學生親身體驗英語在實際生活的

應用，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英文科視學 

 
    本校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接受了教育局英文科重點視學，視學人員在視學期間進行了觀

課、閱讀文件等。在視學的第一天，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亦有到校觀課，並以英語與學生

及老師傾談，了解英文科的教學情況。視學人員對本校英文科教學有高度的評價，指出本校

的老師教學能以學生為本，課堂中重視互動學習，老師能夠透過適切的課堂安排、不同的教

學活動、課業的設計，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視學人員亦十分欣賞老師在課堂上能運

用合作學習、腦基礎學習、高層次的提問，引領學生思考，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及創意思考

能力。在課程的設計方面，視學人員認為本校的英文校本課程安排合適，透過語音學習(Phonic 

teaching)及故事書教學，讓學生掌握語音與及生字的關係，利用故事書擴闊學生的英語運用。

老師亦透過不同的途徑讓學生接觸英語，如星期三之英文日、英文早會、跨學科活動(英語話

劇、英文學會等)、海外交流等活動，這些都對學生的學習有正面的影響及幫助。 

 

中國語文能力 

 
要發展學生的語文能力，本校有系統地推展單元教學。本校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的專家到校，協助本校中文科老師發展以能力為主導的單元教學，重整中文科的課



 

程。在單元教學中老師加入不同題材的篇章及合適的活動，輔以重點語文基礎知識訓練及小

練筆，逐步協助學生從閱讀中建構語文能力。此外，中文科亦特為學生購備一系列的圖書，

讓學生透過大量閱讀高質素的文章，提升個人的語文能力。本校更利用自行建立的「寫得樂」

網上寫作計劃，讓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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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但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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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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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又自行編訂詩詞選誦的教材，提升同學對詩詞的認識及欣賞能力。 

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亦是十分重要的，故此，我們會舉辦及推薦同學參加校內及校外的

不同活動及比賽，提供機會讓同學發揮，如「故事演繹比賽」、「四年級論壇」、「辯論比賽」、

「暖暖詩意背誦活動」、「朗誦比賽」、滬港「寫作小能手」比賽等。 

為了進一步發揮能力優異的同學的語文能力，本校中文科設立不同的資優抽離小組，如

透過「小小寫作家」教授同學寫作技巧。在「校報小編輯」小組中教授同學寫作、採訪、編

輯等技巧，從中訓練同學的說話、寫作及批判思維能力。 

 

普通話能力 

 
普通話在日常生活中愈來愈重要，故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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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又自行設計一年級普通話的漢語拼音課程，讓同學提早

學習普通話的聲韻母及聲調，為二年級開展普通話學習中文打下一個穩固的基礎。現時本校

二年級至六年級均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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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早會進行「每周一學」、好書推介、繞口令比賽、

朗誦等活動，增加同學對普通話之興趣；本校更於午膳時間舉辦普通話電影欣賞及攤位遊戲，

普通話大使及家長義工協助主持各項活動，一方面提升同學對普通話學習之趣味，另一方面，

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並讓同學從帶領活動中提升他們的領導才能。 

 

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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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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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爸媽」、「大哥哥大姐姐伴讀計劃」、「伴讀樂」等閱讀活動。為營造

更佳的閱讀氣氛，每星期二更設「齊閱讀時段」，一至三年級的學生於有蓋操場閱讀圖書，四

至六年級同學則到一樓多用途廣場一起閱讀；除此，每班同學代表都會在早會時段作好書推

介；本校亦於「世界閱讀日」舉辦閱讀活動，同學透過分享閱讀心得，感受閱讀的樂趣，本

年亦加設十元購買圖書活動，廣受同學、家長及老師歡迎。 

    本校的中、英文科亦為同學購備了一系列的圖書，中文科亦透過單元教學，為同學的學

習補充了不少篇章，延伸同學的學習。 

 

網上學習，提升語文能力 
 

本校網頁內設自學中心，學生除了透過日常課堂學習外，還可以透過網上資源，進行學

習。自學中心內提供自學網址，讓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學習。本校亦參加了「中文百達通」、「STEP

可持續生活模式教育計劃」、「小校園」、「I-learner」閱讀計劃、「現代教育研究社」數學科網

站，讓學生延伸學習空間，並學習從多方面充實自己的學習。 

 



 

                    共通能力共通能力共通能力共通能力    

    
共通能力是學習的基礎，能幫助學生學得更好。本校通過不同科目或學習領域的學與教，

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透過刻意安排各項課程及學習活動，讓學生應用在各科的學習及日

常生活中，以能學以致用。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研習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配合教育改革的步伐，本校在一至六年級推行「通

識課」，透過「通識課」進行思維教學、專題研習、環保課程、生活教育、「成長的天空」及

「Don’t  Laugh at Me」等課程，從中提升學生的思維技巧，創新精神、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應有的待人接物態度、責任感等的領袖特質。通識科所教授的能力乃補充其他課程的不足，

為讓同學有更多的實踐機會，本校老師刻意地設計活動，讓學生把所學到的共通能力延展至

其他學科上。 

本校又得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在四、五年級把常識科結合通識科，推行三層式的資優

課程，把常識科課程重整，並把共通能力貫穿在各課題中，讓學生透過特定的課題，運用研

習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等，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從而提升學生的分析、解決問題的

能力。 

 

創造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本校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學習，老師按照學生的不同學習能力分成小組，並設計不同的

學習活動，讓學生討論、辨析、合作，互相補足，增進學生的互相協作及溝通能力。除此，

我們刻意為學生創造親身實踐的機會，讓學生從體驗中建構知識。 

為了讓學生更全面地學習，融合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知識，本校每年均舉行「課程統整及

專題研習周」，本年的「課程統整及專題研習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下旬舉行。在五天的學習

中，各級以一個主題引入，如「夢公園」、「月球奧斯卡」、「香港今昔」、「節能專家」、「藝術

之旅」及「關愛校園」等。研習活動以學生主導，讓同學透過不同的情境設計，以不同的角

色，經歷不同的任務，引發他們的興趣及動機，在一個愉快而歡欣的情境中進行親身體驗，

建構知識。學生透過觀察、搜集資料、訪談、資料分析等步驟，逐步掌握不同的共通能力。「課

程統整及專題研習周」能讓學生的學習更有系統，在一個課題下，學生除了需要知識基礎外，

更能把知識、技能結合運用，培養應有的處事態度，將所學的知識、技能轉化運用，從不同

的角度去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 

    本校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創意，日常課堂中給與大量機會讓學生發揮創意，而這些創意

又往往能體現於學生的作品之中，故此本校於四月舉行了「藝術創作及課統學習周成果展示

日」，分享課程統整、海外遊學及視藝科等的學習成果，當天學生向來賓介紹學習的歷程及成

果，透過這些公開演說的機會，進一步強化同學的匯報能力。 

 

資訊科技能力 

 
本校的電腦課程是由本校老師與出版社合作編撰。而在各科教學中，老師亦會要求同學

在互聯網上蒐集資料、利用資訊科技展示學習的成果等，提升同學的資訊科技能力。本校設

有「校園電視台」，讓學生參與視像早會的演出，又學習運用攝影器材及電腦軟件製作短片、

後期處理等，學生透過參與及體驗，提升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認識及掌握，更培養了學生的責

任感及投入感。 

    此外，本校參加了「視像世界」計劃，與上海名聲小學及沙巴里卡士小學進行視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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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亦參加了《港



 

台配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及《香港佛山配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計劃、夥伴學校網

上遊戲專題研習計劃》與台北及佛山學生透過「學習村莊」進行網上討論，以認識彼此的文

化及生活，共同關心環保問題，探討資源危機的解決方法。 

 

運算能力 

 
 本校一向著重學生的邏輯思維發展，數學課堂除了讓學生掌握運算能力外，還設計活動

及練習讓學生掌握數學概念，安排走出課室的估量及量度活動，加強學生的數感和量感，提

供解難活動、數學遊蹤等學習遊戲，提升學生解難的能力。為了營造濃厚的數學氣氛，提升

學生學習的興趣，本校設有數學樂園，讓學生在課餘進行數學遊戲，又以話劇形式演譯數學

趣味題，在校園電視台播放，強化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本校並設有數學精英組的培訓，讓能

力較高的學生挑戰高階思維的數學題，又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校外比賽，提升自信及解難能

力。  

 

6666....6 6 6 6 主主主主題學習活動題學習活動題學習活動題學習活動    

    
    為了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除了日常的課堂學習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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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把課堂中學習到的知識、技能應用在實際的環境中。如

「課程統整及專題研習周」、「音樂無限匯演」、「才藝晚會」、「中文科故事演繹比賽」、「辯論

比賽」、「英文日營」、「數學同樂日」、「音樂周」、「視藝周」、「萬聖節學習日」、「喜慶洋洋賀

新春」、「科學科技日」、「普通話周」、「小農夫」活動等，讓同學走出課室，體驗其他的學習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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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識科的學習中，老師著重培育學生探究學習的精神，

著重同學對問題的思考，課堂中老師提供不同的機會，如小組辯論、時事討論、分組的研習

等活動，讓同學對問題作深入的探討。本校老師著力發展學生的科學科技學習，除了課堂的

教學外，老師亦透過不同的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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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本校於四月進行「科學科技日」，

學生透過親身製作水火箭、機械車及降落傘等活動，了解其背後之科學原理。本學年，老師

更帶領本校四至六年級學生前往中國廣州參加「廣州航天體驗團」，了解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

情況。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本校的老師更獲頒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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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校的「星、空科研體驗計劃」更曾獲優

質教育基金十周年傑出計劃優異獎，可見本校在推行科學科技教學得到一定的認同。 

 
6.86.86.86.8 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    

    
    本校重視學生在藝術上的培育，本校老師自行設計視藝課程，並加入博物館教學，配合

不同年級的課題，讓學生透過參觀展品，擴闊自己的創作眼界，思考的空間。除此，本校視

藝科設視藝歷程冊，讓學把創作過程作紀錄，搜集意見，自我完善創作。本校更成為英國倫

敦 Tate Modern 藝術館之先導學校，讓師生更了解不同地域的創作表現手法。本校設「視藝之

星」資優課程，培訓在視覺藝術上具備潛能的同學。 

   在音樂方面，為了展現學生在音樂方面的天份，特設不同的樂器資優班，如管弦樂班團、

中樂團、手鐘隊等；本校亦設有高、低年級合唱團，發揮同學在歌唱方面的天份；本年更成



 

立創藝組，透過不同的音效進行創作，創作組更在今年的創藝展中獲得優異獎。本年六月，

音樂科更以「音樂無限」為主題，透過匯演，讓同學展現他們的音樂學習成果。 

視覺藝術及音樂科又於本年聯合舉辦「藝術創意營」，創作以蝴蝶為主題，同學更於本年

四月的視覺藝術及課程統整展覽中展出他們的創作成果。本學年，本校更獲香港藝術教育局

頒發 2009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教育獎銀獎，由此可見，本校在藝術方面之發展得到一定的

認同及肯定。    

 
6.96.96.96.9 體育學習體育學習體育學習體育學習    
 

本校的體育學習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和發展身體活動能力。本校重視學生的身心發展，

提供多種體育活動，例如：球類活動、田徑訓練、舞蹈、游泳等，以協助學生建立積極、活

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老師為鼓勵學生參與運動，特地安排全校同學參與「sportACT 獎勵計

劃」，同學積極參與的表現，獲得大會頒發「活力校園獎」。本校著重培養學生有良好的體適

能，故推行體適能獎勵計劃，定期為學生進行體適能測試，提高學生的體育技能及對健康狀

況的認識。又在體育課或體育訓練項目中提供機會讓學生發展創意，讓學生自行創作廣播操，

培養協作、社交及競爭的能力，讓學生同時以個人及小組或群體的方式面對挑戰，參加多元

化的校外比賽項目，提升自信心。    
    

6.106.106.106.10 德育教育德育教育德育教育德育教育    

 
本校重視學生的品德發展，特地安排有系統的班主任課，本年以誠實、公正、友愛、禮

貌、愛護公物等主題，培養學生擁有良好的公民素質。另外，亦會因應時事發展，為學生設

計學習活動，例如為青海地震進行籌款，老師會與學生進行討論、反思及判斷，亦透過籌款

活動、心意卡等，培養學生的同理心、正確的價值觀及抗逆力。此外，本校每年均會舉辦「敬

師日」及「家長也敬師」的活動，讓學生明白對尊師重道的重要。 

 
6.116.116.1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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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透過每月之升旗禮、國旗下的講話，加

深同學了解祖國與我們的關係，對國民身份的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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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由和富社會企業舉辦之「薪

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09」，老師帶領同學

到廣州進行考察，了解廣州的經濟發展狀況；而在本年四月，老師帶領四至六年級學生前往

中國廣州，進行「廣州航天體驗團」，讓同學親身了解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情況。而在去年十

二月，本校老師亦帶領學生前往上海、南京參加「建國六十之上海南京遊學團」，透過參觀學

校、實地考察等活動，讓同學交流及學習，親身體驗祖國的發展情況。除此，本校參加了由

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中華文化 中國心」計劃，透過文化大使訓練計劃，讓同學對中華文

化有更深的了解。同學將他們所學，透過拍攝在視像早會中向同學展示，提升了全校同學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本校又透過正規的課程，在六年級進行「中國文字」單元教學，讓學生對

中國文字的起源及發展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提升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6.12 6.12 6.12 6.12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本校重視同學的健康，因此，本校會透過不同的活動向學生帶出健康生活的訊息，如水

果日、營養早餐會、磅書包、潔手活動等，讓同學透過實踐，了解健康生活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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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境及個人健康生活技能均獲卓越表現，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獲世界衛生組織及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健康學校金獎。本學年，本校獲邀請成為香港健康學校

獎勵計劃---領航行動成員，把健康訊息向教育同工推廣；本校喜獲教育局邀請作「健康校園

政策」之夥伴學校，全港八所學校(分別是四所小學及四所中學)成為資源中心之一，我們期盼

以本校的經驗，協助其他友校推展健康教育。    
    

6.13 6.13 6.13 6.13 環保教育環保教育環保教育環保教育    

    
   保護環境是全球重視的問題，本校透過早會，向學生宣傳環保信息，並著學生身體力行，

如少用抹手紙，帶備手帕，進行「跟手帕做個 Friend」、「無抹手紙日」等活動；少用即用即

棄飯盒，環保班級選舉等活動。本校亦於通識課加入環保教育，讓同學對保護環境的問題有

更多的了解，明白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本校更利用綠田園讓同學定時到田園，進行農耕體驗

活動，讓同學從實踐中學習，從學習中培養環保的生活習慣，體驗農耕的辛勞，明白食物得

來不易的道理。本學年，本校老師更帶領同學到台北永吉國民小學進行交流，了解當地同學

在環保教育方面的推動情形。 

    

6.146.146.1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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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讓學

生親身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提高同學的公民意識。同學從探訪長者、弱能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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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進行服務後，老師均會帶領同學進行分享，讓同學看

到服務背後之意義。除此以外，我們更會透過親子賣旗活動，讓家長跟同學一起進行義務工

作，一方面提升同學服務他人的精神，另一方面亦可進行親子教育。學校亦與救世軍大埔長

者綜合服務及香港教育學院合辦「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讓學生有機會擔當助教角色，達

至長幼交流，共同實踐服務社群及跨代共融的目標。從這些服務中，我們期盼能培育同學成

為一位懂權利、盡義務的良好公民。 

 

6.156.156.156.15    透過拔尖補底課程透過拔尖補底課程透過拔尖補底課程透過拔尖補底課程，，，，照顧個別學習需要照顧個別學習需要照顧個別學習需要照顧個別學習需要，，，，發展學生的潛能發展學生的潛能發展學生的潛能發展學生的潛能    
 

每個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各有自己的潛能。本校透過不同的課堂內外的學習，提供不

同的課程，讓不同潛能的學生展現他們的能量。 

    

資優教育 

 
    本校資優教育採用三層架構模式：全班式、抽離式及校外支援模式進展。在課堂教學中，

我們進行全班式的增潤工作，讓學生在不同任務的刺激下，進行各項活動，提升同學的高階

思維能力及社交技能。為了進一步提升資優同學的能力，在抽離式課程中，本校參加了「資

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中的演繹技巧小組，透過「校園小記者」，訓練學生拍攝技巧、表達技

巧。本校設有「校本資優教育」計劃，透過「核心資優課程」、「資優課程」及「拔尖課程」，

安排表現突出的同學參與各課後小組，讓有潛能的同學在老師特意設計的小組中進行加強學

習，展現潛能。各資優小組表列如下： 

 

 

 



 

範疇 資優小組 

語文 校報小編輯   普通話才藝班   讀 書 會   小詩人  小 小寫作 家  

Discovery Channel   English Club   Story Telling   Little Reporter   

English Ambassador  Around the world   Cheer Up   English Platform  

Comic Production 

數學 數學精英培訓組(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數學小精靈 

常識 思路快車  校際問答隊  升旗隊   Civic Smarties 

科學科技 奧林匹克機械訓練班 

藝術 手鐘隊   合唱團(高年級)   合唱團(初級組)   中樂團   管弦樂團 

小小藝術家   視藝之星  Shakespeare4All  創藝組 “Teen”使劇團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小領袖  校園小記者 

體育 田徑校隊  乒乓球校隊  籃球校隊  羽毛球校隊  游泳校隊   

外展籃球  外展乒乓球  田徑訓練班  劍擊校隊  體育舞蹈隊   

游泳訓練班  健美操及花式跳繩校隊 

領導才能 校園小領袖  環保倡健領袖生  資訊科技小領袖 

語言及思維能力 辯論隊 

 

為了進一步培育特別資優學生的潛能，本校會因應同學的潛能，推薦同學參加教育局的

資優課程、升中伯樂培訓計劃等，讓同學的天賦進一步發展。 

我們亦會刻意製造機會，鼓勵這一批資優的同學參與校內或校外的活動、比賽，一方面

可以讓他們展現潛能，另一方面，配合我們的關注事項，讓這一批同學更突顯他們在不同範

疇的領袖角色。 

除此，本校亦十分重視資優同學的家長培訓，透過工作坊或講座，讓資優同學的家長對

資優兒童的學習及情意發展有更多的認識，從而配合孩子的需要，成就同學。 

 

輔導教學 
    本學年開設課外輔導教學共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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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同學的學習能力。 

 

校本功課輔導 

 
    為解決一至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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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及區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本校獲教育局撥款支援家境清貧的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發展潛能，擴闊社交機會。本校

聘用導師協助家境清貧的同學解決功課的困難，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本校亦獲教育局發放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聘請一位言語治療師，為同學診斷言語問題，並跟進作小組治療及個

人治療，作出適切輔導。本校更邀請言語治療師為老師及家長進行工作坊、講座、座談會等，

協助他們了解如何在家中及課堂上改善同學語障的問題，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有效的幫助。     
    

支援計劃 
 

本校獲去年畢業生家長捐贈港幣 10萬元，設立「成長飛躍基金」，為有經濟問題的學生

提供支援，讓他們參與不同的訓練課程，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透過基金的資助，本校推行



 

「成長飛躍計劃」，組織適切的訓練課程，如﹕記憶法、思考方法、學習技巧等，以提升學生

的自信心及學習能力；同時透過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向上，努力學習，扶助學生成長。 

本校在本學年已為學生安排了一系列訓練課程，更安排他們到香港迪士尼樂園進行一天的學

習旅程，讓同學在歡愉的氣氛中加強學習效能。 

 

6.16 6.16 6.16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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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個課節)予家長觀課。家

長都十分支持此教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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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1.1.1.17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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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閃避球比賽、

乒乓球比賽、師生同樂周等，讓同學的領導才能顯現出來。本學年，學生議會核心成員於每

個星期四早會前的時段定為「親親學生議會」時間，同學可以就著學校各事務的推展反映意

見，由議會成員作出跟進。 

 

6666.1.1.1.1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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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成就獎」、「文學獎」及「傑出運動員」，分別表揚學生

在藝術、文學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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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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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更定期

將學生的佳作張貼於校園的金榜、藝術廊及樓層中，一方面提升同學的自信心，另一方面，

讓同學可以互相觀摩學習。本校每月均設「每月之星」的選舉，同學根據不同的主題，如公

德心、誠實正直、自律守規、盡責等選出「每月之星」，讓同學不同的潛能均得以認同及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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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求在專業上的增值，本校教師在工餘積極進修。本校參與教育局的「入職啟導試驗計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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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行校本專業發展計劃，每周五下午編排了教師發展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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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本校更借出場地予香港中文大學學校改進計劃作專業發展活動，而本校教師亦

藉此機會與友校交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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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培育棟樑。為此，

本學年校長及教師不時應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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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零九年九月至今，本校已有 40 多人次的校長及老師與教育同工分享交流，

主題如：「賞識教育從愛開始」、「多元化學習與全人教育」、「在本港推行健康學校的要素」、「課

程領導的角色轉變」、「低碳校園經驗分享」、英文科寫作教學、電子化校園等等；本校亦獲報

章、電台、雜誌的邀請，如上海教育報、明報、星島日報、兒童的科學、香港電台等，接受

他們的訪問，將我們的經驗跟同工分享。 

 
在過去一年，有 100多個來自本港、國內、海外的教育團體蒞校參觀或作專業發展活動，

這些分享交流活動，令本校跟同工達致互相砥礪的作用，令老師獲益良多，有助專業成長。 

茲因篇幅所限，只撮錄其中一些到校參觀的團體資料，臚列如下：    
上海教育報到校採訪 梁信慕教授、蘇漢波先生、Professor Ann Bamford訪校 

廣州教育團訪校 成都市體育局局長及體育局產業處處長訪校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職員、明報記者、星島

日報記者到校採訪 

新加坡West View School教師及學生訪校 

日本千葉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及學生訪校 臺北市教育局科長及臺北市校長到校交流 

醒南小學、新加坡國際學校（香港）校長

及老師訪校 

韓國教育部、韓國首爾同德女子大學健康科學系、中

小學校長訪校 

英國文化協會、Isambard Brunel Junior 

School, Portsmouth 師生到校參觀 

武昌實驗寄宿學校教師及學生訪校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新華通訊社香港特別行政區分社教育主任蒞校觀課及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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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商議課程的推展及設計

學習活動，為教學作最佳的準備。本校的中文科更獲香港中文大學學校改進計劃支援人員

的協助，定期到校與老師一起進行備課，設計單元教學，這些有效能的備課大大提升了老

師教學效能。本校設定觀課雙周，老師可到其他老師課堂觀課，以達致互相觀摩、互相學

習之效，在觀課後，老師透過專業對話探討不同的課題與教學策略的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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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四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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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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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五年中，在「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中，本校曾與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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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為本支援網絡計劃主題為本支援網絡計劃主題為本支援網絡計劃主題為本支援網絡計劃」」」」專業發展學校專業發展學校專業發展學校專業發展學校    

    
            本學年本校獲教育局的邀請成為「主題為本支援網絡計劃」專業發展學校，以「從常識

到通識」為主題，將本校推展常識與通識的經驗跟支援學校分享，發展具校本特色的常識科。

本校老師與支援學校老師透過備課、觀課等專業交流活動，達致互相學習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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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老師積極參與不同的專業發展活動、比賽及社區服務，擴闊個人的視野，本校老師

的努力及專業亦獲各方的肯定及認同。獲獎概況如下： 

1. 第一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十大傑出家長伴航者 林惠玲校長 

2. 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音樂教學設計比賽 2009-2010優異獎 劉慧秀老師 

3. 迦密柏雨中學頒發我最敬佩的小學老師獎 李美玉老師 

4. 獲委任為「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競賽香港代表

隊教練 

黃玉娟主任 

5. 第十三屆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教師接力賽亞軍 郭偉健主任 

  黃志文主任 

  廖嘉譽老師 

  黃群英老師 

6. 本年度完成碩士課程—文學碩士(英國語言文學) 王煒東老師 

7. 本年度完成碩士課程—文學碩士(英國語文教學) 何子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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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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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一覽表課外活動一覽表課外活動一覽表課外活動一覽表 

服務隊伍 
交通安全隊 幼童軍 小童軍 小女童軍 公益少年團 升旗隊  小老師 

資訊科技大使  愛心大使  綠天使 

藝術 

小提琴班 單簧管班 敲擊樂班 薩克管班  銅管班  長笛班  管弦樂團  

大提琴班 中樂團 楊琴班 古箏班 柳琴班  琵琶班 二胡班 笛子班 

國畫班 書法班 西畫班 色彩及素描班 活學陶藝  摺紙樂園 巧手摺   

剪紙樂 陶藝深造班 工藝創作  畫出彩虹 樂陶陶 繽紛賀卡設計 

中國舞  小小音樂家    創意樂器 DIY  藝術創作  編織音樂夢   

超級巨「聲」  摺出世界   

資訊科技 校園小記者 視像世界 倉頡原來不難 電腦繪畫   網中尋寶 

體育 

足球 羽毛球 外展籃球班 小型網球班 空手道班 游泳班  乒乓球班 

外展乒乓球班 外展劍擊班 體育舞蹈   花式跳繩   

健美操小天地 球類集體遊戲   籃球 FUN FUN 

學 

術 

 

中文 普通話樂園 兒童演說家 樂趣書中尋 成語小博士  趣味普通話 

數學 奧林匹克數學班 數學拔尖培訓班 數學遊戲研習室 

英文 

劍橋英語班 英語拼音班 英文哈哈哈 輕鬆英語營   English Game Activities 

Drama  English Games  Fun Fun English   Little Dragon Fun and Fitness  

Story Telling 

科學與 

科技 
航天小先鋒  機械人工程師課程   機械 DIY    科學小先鋒 

興趣 
圍棋班 日本文化之旅 集體遊戲  故事摺紙  編織  遊戲 FUN FUN FUN   

奇先生與妙小姐   遊戲樂滿 Fun  遊戲王國 



 

8.2 8.2 8.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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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中講座 升中模擬面試 藝術創意思維營 

戶外教育營 科學幻想畫大賽 傾談拉近你我他 

童聲同戲 數學遊戲日 「2010喜氣洋洋賀新春」活動 

思維培訓營 閱讀報告比賽 全港十八區(大埔區)數學比賽 

音樂無限匯演 體適能獎勵計劃 現代常識問答擂台大挑戰 

校運會 辯論比賽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級證書 

課統學習周— 

「月球奧斯卡」 

課統學習周— 

「香港今昔」 

課統學習周— 

「節能專家」 

課統學習周— 

「藝術之旅」 

課統學習周— 

「關愛校園」 

課統學習周— 

「夢公園」 

親親圖書館 音樂周 香港花卉展覽 2009  

校際朗誦節 有「營」早餐會 中文科學習周 

航天講座 成長的天空計劃 English Day Camp 

才藝匯演 親子農耕樂活動 「2009-10 挑戰 5蔬果」 

普通話點唱活動 店舖盜竊講座 禁毒話劇及講座 

綠色旅行 音樂繽紛 show 我的香港夢音樂會 

世界數學測試 環保藝術創家居活動 Point@Media傳媒初體驗計劃 

學校文化日活動 
「藝術的逸游」綜合藝術

周計劃 
「發明創造互動之旅」課程 

《圖騰博覽館工作

坊》駐校藝術計劃 
樂韻童聲頌聖誕 2009 「200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香港學校自評網絡

學生論壇 

視藝之星參與渣打藝趣

嘉年華 2009巡遊表演 

「一家人齊創氣功健力士紀錄」家庭活動

日 

 

社區服務活動 

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 公益少年團社區清潔 

探訪太和長者鄰里中心 公益金慈善義賣 

親子義工參與賣旗活動 探訪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探訪蓬瀛仙館大埔老人中心 探訪中華傳道會恩光老人中心 

探訪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探訪香港崇真會福康老人中心 

探訪大埔浸信會區張秀芳長者鄰舍中心 探訪嗇色園可康耆英鄰舍中心 

探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探訪鳳溪公立學校鳳溪長者鄰舍中心 

探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長者鄰舍中心 探訪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探訪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領袖訓練活動 

風紀生訓練營 潔手大使 傑出風紀選舉 

小領袖培訓 校園領袖訓練計劃 資訊科技小領袖 

愛心大使 學生議會 陽光笑容大使 

小老師 升旗隊訓練 倡健領袖生 

學校大使 圖書館管理員訓練 校園小記者 

    

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活動 

「健康生活你我他 遠離毒品誇啦啦」活動 「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音樂會」 

一人一花 大埔中小學專題講座 

小母牛計劃 「我是我的小指揮」活動 

《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計劃 建國六十周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 

清貧宴 舊衣物 / 校服回收 

「輕歌妙韻迎豐年」活動 三年級思品課 

海地地震籌款活動 賑濟青海地震籌款活動 

月餅盒回收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小學健康教育課程 

「國民教育系列-與名人真情對話」講座 「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講座 

「看得見的希望---萬花筒掛飾」籌款及創作計劃 2010 

    

8.3 8.3 8.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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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海防博物館 參觀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參觀迦密柏雨中學 

參觀可口可樂廠 參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參觀大埔海濱公園 參觀靈風中學 

參觀粉嶺環保資源中心 參觀恩主教書院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參觀太空館 

參觀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參觀九龍公園 

台灣學習交流團---永吉小學 廣州經濟面面觀交流團 

「廣州航天體驗團」 「建國六十之上海南京遊學團」 

英格蘭交流團---- St George’s School 

For Girls 
美國交流團----Southside Elementary School 

新加坡West View School教師及學生訪

校 

本校學生家庭接待蘇格蘭的 St George’s 

School For Girls學生 

 

(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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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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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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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獲教育局提供一名駐校心理學家，她定時到校為同學進行輔導、學習評估，並為家

長開設工作坊，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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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獲獎同學數目不少，獲獎概況，摘錄其中一些項目如下： 

1. 第十一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航空模型競賽(在貴州舉行)，獲六項

一等獎、三項二等獎及一項三等獎 (香港小童群益會) 

2. 第十二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航空模型競賽香港區選拔賽，獲八項

一等獎、五項二等獎、四項三等獎及三項優異獎(五名同學獲選為香港代表) (香港小童

群益會) 

3. 第五屆香港小特首兩名(連續第四年獲選) (香港小童群益會) 

4. 第六屆傳媒初體驗計劃模擬新聞採訪比賽——小學報章組冠軍、最具創意獎、網上最

受歡迎報章獎(香港電台網上教育電視 eTVonline 與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 

5. 熱愛大自然、展現人之美」2010 聯校攝影比賽—小學組季軍(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 

6. 香港佛山配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計劃卓越村莊金獎、卓越村莊獎、最優秀成品金

獎(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 

7. 港臺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 2009-2010年度卓越村莊獎、最優秀成品獎（香港組）

銀獎(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 

8. 香港中小學生創意作品比賽 2009銀獎(香港創新教育學會、香港教育城、大公報) 

9.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 2009—卓越專題研習比賽傑出演譯冠軍及卓越表現獎(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10.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六位同學獲獎)(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11. 2009-2010年度大埔區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12. WRO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2009香港區域選拔賽——小學組創意賽季軍(創新科技

署、青年學院、西覓亞及 LEGO) 

13. 2010年香港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機械人表現獎季軍(香港青年協會) 

14. 2009第三屆全港環保創新科技大比拼—電動車外觀設計獎冠軍、電動車最高效能設計

優異獎(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 

15. 2009-2010香港科學青苗獎科學基礎知識測驗小學組二等獎兩名、三等獎一名(香港教

育局) 

16. 第十三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傑出獎(香港教育局) 

17. 升中伯樂計劃一項銀獎及七項銅獎(天才教育協會) 

18. 2009新界東小學英國語言藝術詩詞創作比賽冠軍(孫方中書院) 

19. 第四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滬港區決賽獲亞軍一名、優異獎四名，香港

區初賽獲八項一等獎、十四項二等獎、十二項三等獎(新界校長會) 
 



 

20. 第五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五項特級優異獎、十二項優異獎及十三項良好獎(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大埔三育中學) 

21.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四項冠軍、五項亞軍、八項季軍、四十四項優良獎及九

項良好獎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22. 澳洲數學（小學）比賽一項榮譽獎、三項優秀獎、一項越級挑戰優秀獎(澳洲數學信托

基金) 

23.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兩項金獎(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英國教府教

育及技能部等) 

24. 世界數學測試五位同學獲雙優成績，其中一位獲越級挑戰雙優成績(香港科技大學世界

數學測試亞洲中心、英國教府教育及技能部等) 

25.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一項金獎、兩項銀獎及兩項銅獎(香港數學奧林匹

克學校） 

26.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2010香港賽區八項一等獎、十項二等獎及十四項三

等獎(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7. 2010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兩項金獎、兩項銀獎及一項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8. 2010年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小三組總亞軍、各組合共四項一等獎、三項

二等獎及五項三等獎(香港珠算協會、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 

29.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2009-10—解難探究獲全港總殿軍、大埔區總冠軍、大埔區總

成績獲全場總亞軍(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

系) 

30.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2009-2010決賽—個人決賽(小五組)冠軍及校際決賽冠軍(現代

教育出版社) 

31.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十七名(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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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第十二屆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獲兩項冠軍、四項亞軍、四項季軍及八項殿軍 (香

港學界體育聯會) 

34. 2009-2010年度校際游泳錦標賽獲三項團體冠軍、兩項團體亞軍、各組合共獲八項冠

軍、七項亞軍、十項季軍及七項殿軍，其中男子丙組自由式接力成績更打破大會紀錄(香

港學界體育聯會) 

35. 大埔區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團體冠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36. 第二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2009榮譽獎(香港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37. 亞洲校際手鈴及手鐘大賽隊際比賽—小學手鐘初級組金獎(亞洲國際手鈴協會（香港）) 

38.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兩項冠軍、三項亞軍、五項季軍、一項榮譽獎、三十八

項優良獎及四十項良好獎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39. 印度新德里第 14屆世界和平書畫展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兩項特別金獎、兩項金獎、兩

項銀獎及一項優秀獎(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文化處、國際青少年兒童國際聯展組委會) 

40. 獲委任為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校園藝術大使(香港藝術發展局) 

41. 獲邀請參加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09-2010 參展作品(從全港千多份作品中挑選優異

作品展覽)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 

42.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全港十八區繪畫比賽（大埔）小學組冠軍、亞軍

各一名(民政事務總署) 
 



 

43. 2009-10年度小童軍遊戲比賽(區總監盃)總亞軍及總殿軍，單項比賽合共獲一項冠軍、

三項亞軍、四項季軍(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埔南區) 

44. 2009-10年度第八屆幼童軍課程比賽（李耀斌主席盃）總冠軍及總季軍，單項比賽合共

獲四項冠軍、一項亞軍、兩項季軍(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埔南區) 

45. 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0 獲選為優秀女童軍(香港女童軍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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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校園關愛校園關愛校園關愛校園))))    友兒學校獎友兒學校獎友兒學校獎友兒學校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友兒學校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2. ((((關關關關愛校園愛校園愛校園愛校園))))    關愛校園關愛校園關愛校園關愛校園（（（（優異優異優異優異））））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200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關愛校園（優異）榮譽（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3.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 ) ) 藝術發展學校銀獎藝術發展學校銀獎藝術發展學校銀獎藝術發展學校銀獎    

2009香港藝術發展藝術教育獎—學校組銀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 

4.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界別卓越獎界別卓越獎界別卓越獎界別卓越獎(銀獎銀獎銀獎銀獎))))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獲界別卓越獎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5.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 ) ) 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香港藝術中心、教育局合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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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香港童軍優異

旅團，另幼童軍 A團、小童軍 B團獲大埔南區支部首名（香港童軍總會） 

7. ((((童軍童軍童軍童軍))))    卓越旅獎卓越旅獎卓越旅獎卓越旅獎 

大埔南十七旅榮獲優異旅團獎勵計劃卓越旅獎（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8.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團體學校大獎團體學校大獎團體學校大獎團體學校大獎    

2010年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數學比賽團體學校大獎 

(香港珠算協會、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 

9. ((((寫作寫作寫作寫作) ) ) ) 下筆成章獎下筆成章獎下筆成章獎下筆成章獎    

小學生中英文作文比賽下筆成章獎 

(大埔三育中學) 

10. ((((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 ) ) ) 傑出學校團隊大獎    

第三屆學界國民教育網上問答比賽傑出學校團隊大獎  

(香港學校網絡、電子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11.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 ) ) 累積百人金章大獎累積百人金章大獎累積百人金章大獎累積百人金章大獎    

2009-2010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累積百人金章大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12.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 ) ) 活力校園獎活力校園獎活力校園獎活力校園獎    

榮獲 Sport ACT 獎勵計劃活力校園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13. ((((公益公益公益公益))))    籌款銅獎籌款銅獎籌款銅獎籌款銅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慈善遠足、創意環保籌款活動銅獎 

(香港公益金) 

14. ((((公益公益公益公益))))    花卉義賣銀獎花卉義賣銀獎花卉義賣銀獎花卉義賣銀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活動銀獎 (香港公益金) 

15. ((((視藝視藝視藝視藝) ) ) ) 「「「「新世界众力量舊服新裝新世界众力量舊服新裝新世界众力量舊服新裝新世界众力量舊服新裝----浮雕掛飾創作計劃浮雕掛飾創作計劃浮雕掛飾創作計劃浮雕掛飾創作計劃」」」」    

學生作品獲邀參加學生作品獲邀參加學生作品獲邀參加學生作品獲邀參加「新世界眾力量衣服新裝浮雕排飾創作計劃」視藝展覽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16. ((((視藝視藝視藝視藝) ) ) ) 「「「「看得見的希望看得見的希望看得見的希望看得見的希望----視藝及籌款計劃展覽視藝及籌款計劃展覽視藝及籌款計劃展覽視藝及籌款計劃展覽」」」」    

學生作品獲邀參加「看得見的希望-視藝及籌款計劃展覽」」」」(渣打銀行)    

17. ((((視藝視藝視藝視藝) ) ) ) 「「「「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 2009200920092009」」」」    

學生及作品獲邀參加「渣打藝趣嘉年華 2009」巡遊表演(香港青年藝術協會) 



 

18. ((((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 ) ) ) 顧問學校顧問學校顧問學校顧問學校    

獲邀請擔任顧問學校 (國民教育中心) 

19.  ((((視藝視藝視藝視藝) ) ) ) 統籌學校統籌學校統籌學校統籌學校    

獲邀請為家長視覺藝術推廣計劃的統籌學校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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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中學位分配升中學位分配升中學位分配升中學位分配 

2008-2009 年度升中派位統計 

全級 165 人 

第一志願 人數 第一至三志願 人數 入讀英中(%) 人數 

72% 118 98% 161 62%  103 

 

學校名稱 獲派位數 
聖 保 羅 男 女 中 學 ****  1  

喇 沙 書 院 ****  1  

九 龍 華 仁 書 院 ****  1  

伊 利 沙 伯 中 學 ****  1  

寶 血 會 上 智 英 文 書 院 ****  1  

順 利 天 主 教 中 學 ****  1  

浸 信 會 呂 明 才 中 學 ****  1  

賽 馬 會 體 藝 中 學 ****  1  

香 港 神 託 會 培 基 書 院 ****  1  

培 僑 書 院 ****  1  

迦 密 柏 雨 中 學 ****     1 7  

聖 公 會 莫 壽 增 會 督 中 學 ****     1 5  

沐 恩 中 學 ****     2 1  

王 肇 枝 中 學 ****     1 9  

恩 主 教 書 院 ****     1 2  

保 良 局 顏 寶 鈴 書 院 ****  1  

羅 定 邦 中 學 ****     5  

林 大 輝 中 學 ****     1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義 會 心 誠 中 學 ****  1  

救 恩 書 院  1 3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圓 玄 學 院 第 二 中 學     1 9  

孔 教 學 院 何 郭 佩 珍 中 學     5  

迦 密 聖 道 中 學     5  

神 召 會 康 樂 中 學     2  

中 華 聖 潔 會 靈 風 中 學  2  

靈 糧 堂 劉 梅 軒 中 學  6  

港 九 街 坊 婦 女 會 孫 方 中 書 院  8  

新 界 鄉 議 局 大 埔 區 中 學  2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馬 錦 燦 紀 念 英 文 中 學  1  

*以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以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以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以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學校設備學校設備學校設備學校設備 
 

        為了讓同學及老師在一個更完備的學習環境進行學與教，本校設有多個特別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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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悅目的環境中學習，本校特在各樓層繪有壁畫、設立閱讀角，七樓設置溫室，地下設

文化廊及魚池等。全天候游泳館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正式啟用，本校在體育課中加入游

泳課程，讓同學掌握游泳技巧。除此，老師更可利用課餘進行游泳校隊的培訓，提升同學

的運動能量。 

 

資訊科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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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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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亦獲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本校加設電子互動白板，老師透過電子互動白板進行各項互動式的學

與教，提升教學的效能。除此，本校亦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改進本校電子行政系統，如電子

通告、加設資訊亭、網上報名等項目，提升了本校行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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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

稚園同學到校，與本校學生一起分享種植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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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二零零五年已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老師、家長、校友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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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育優秀的未來領袖而不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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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更提早於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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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校更應網上家長學院之邀請，成為網上家長學院先導小學。 

 

茲將本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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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家長學堂 「非洲鼓樂體驗之旅」親子日營 

家長座談會 「有愛有效的管教」家長工作坊 

家長網絡會議 「健康上網」家長講座 

家長閒敍 「成為子女學習的得力助手」家長講座 

「家庭健康快樂大使」培訓課程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升中轉變」家長工作坊 

子女溝通多面睇講座 「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家長課程 

家長電腦工作坊 家長視覺藝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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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悅學計劃」家長支援小組 

網絡世界家長講座 「新快樂校園小天使」情緒社交小組家長分享會 

「玩出閱讀力」家長講座 「自信小子訓練」專注力小組家長分享會 

「我是我的小指揮」專注力小組家長分享會 

校本資優教育」計劃----「如何提升高階思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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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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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乒乓球班、西畫班、空手道班、奧林匹克數學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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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又選出代表加入本校法團校董會，為學校的發展籌謀獻策。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前瞻與發展前瞻與發展前瞻與發展前瞻與發展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已踏進四十五周年，期間不斷求進，而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秉

承這種力求完美、不斷完善和創新的精神。本年本校再度獲取「The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與深圳耀華實驗學校成為粵港姊妹學校，獲頒發友兒學校獎及藝術發展學校銀獎等

進一步給予我們認同和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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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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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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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日子裏，我們一定會更努力發展學與教，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實踐優質的教學策略，

從評鑑中了解學生的需要，不斷求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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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建構良好的知識，培養優良的

品格及發展不同的能力，為未來的社會培育領袖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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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9999－－－－2020202010101010 學年度校外成績一覽表學年度校外成績一覽表學年度校外成績一覽表學年度校外成績一覽表    

學術及文藝比賽活動學術及文藝比賽活動學術及文藝比賽活動學術及文藝比賽活動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全國性多元智能比賽全國性多元智能比賽全國性多元智能比賽全國性多元智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十一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競賽小學女子組—水火箭 50米定點打靶 

全國第三名
(一等獎) 

6A 謝迦饒         全國第四名
(一等獎) 

08-0
9 

戴淳憫         全國第五名
(一等獎) 

6B 梁朗妮         第十一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競賽—小學男子組—水火箭 50米定點打靶 

全國第三名
(一等獎) 

6E 黃翹楚         全國第四名
(一等獎) 

6B 譚浩駿         第十一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競賽—小學組「黃鸝」手擲飛機直線距離賽 

二等獎 6B 梁朗妮 6A 謝迦饒       三等獎 6B 譚浩駿         第十一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競賽—小學組—小力士傘降模型火箭留空時間 

全國第五名
(一等獎) 

6E 黃翹楚         二等獎                  08-0
9 

戴淳憫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全港全港全港全港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五屆香港小特首 香港小特首 6A 何家蔚 6A 趙晉尉       第四屆飛龍大使 計劃 香港兒童飛龍大使 6E 王曉恩 6E 張逸羲       香港中小學生創意 作品比賽 2009 

銀獎 6E 王曉恩 08-0
9 

陳曦蔚 08-0
9 

謝月晴 08-0
9 

嚴展皓   2010 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2010 年優秀 小學生獎 6E 方舜儀         智激校園問答比賽 蟬聯三場台主 5A 林沚蔚 5A 莊復然 5E 歐陽家熹 5A 陳偉洛 5E 盧贏臻 

5E 鄧文銦 5E 何雋軒 5E 鄧詠溵 5E 陳宥彰 5E 黃梓豪 

5E 楊嘉雯 5E 麥崇亨 5E 麥翱雋 5E 梁頴晴 5E 劉卓男 

5E 趙芝婷 5E 甘文婷 5E 嚴卓文 5E 林卓峰 6A 潘芊睿 

6A 湯嘉宜 6A 蘇芷彤 6A 陳芍玲 6A 李曉暉 6A 謝迦饒 

6E 蔡雪晴 6E 陳鎧澄 6E 鍾嘉豪 6E 方舜儀 6E 張沛琪 WRO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2009 香港區 域 選拔 賽— 小學組創意賽 季軍 5E 余君琳 6A 李曉暉 6A 謝迦饒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全港全港全港全港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國際 奧 林匹 克機 械人競賽 2009 香港區選拔 賽 —小 學組 創意賽 季軍 5C 林俊濠 5E 余君琳 6A 王漢璋 6E 林卓謙   第六 屆 傳媒 初體 驗計劃 模 擬新 聞採 訪比賽—小學報章組 冠軍 5A 鄧康堯 6A 趙晉尉 6E 王曉恩 6E 李彥翹   第六 屆 傳媒 初體 驗計劃 模 擬新 聞採 訪比賽—小學報章組 最佳創意獎 5A 鄧康堯 6A 趙晉尉 6E 王曉恩 6E 李彥翹   第六 屆 傳媒 初體 驗計劃 模 擬新 聞採 訪比賽—小學報章組 網上最受歡迎報章獎 5A 鄧康堯 6A 趙晉尉 6E 王曉恩 6E 李彥翹   第六 屆 傳媒 初體 驗計劃 模 擬新 聞採 訪比賽—小學錄像組 優異獎 6A 蘇凱琳 6E 陳鎧澄 6E 蔡雪晴 6E 區煒瑩   熱愛大自然、展現人之美」2010 聯校攝影比賽—小學組 季軍 ( 齊 享 大 自 然的恬靜) 6A 蘇凱琳 6E 蔡雪晴 6E 區煒瑩 6E 李彥翹   熱愛大自然、展現人之美」2010 聯校攝影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愛與你同行) 6A 蘇凱琳 6E 蔡雪晴 6E 區煒瑩 6E 李彥翹   熱愛大自然、展現人之美」2010 聯校攝影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 栽 種 生 命 的種子) 6A 蘇凱琳 6E 蔡雪晴 6E 區煒瑩 6E 李彥翹   第十二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 空 航天 模型 競賽—香港選拔賽 手擲 紙 飛機 直線 距離賽（小學女子組） 
第二名 6A 潘芊睿         二等獎 6A 潘芊睿 6A 黃雋 6A 李曉暉     優異獎 6A 王漢璋         第十二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 空 航天 模型 競賽—香港選拔賽  「紅雀」橡根飛機競時賽（小學組） 
第二名 6A 謝迦饒         一等獎 6A 謝迦饒         二等獎 6A 譚卓宜         三等獎 5E 黃亦莊 6A 利宗翰       第十二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 空 航天 模型 競賽—香港選拔賽 水火箭 50 米定點打靶（小學組） 
第一名 (獲選為香 港隊代表) 6A 譚卓宜         第二名 6B 梁朗妮         第三名 (獲選為香 港隊代表) 6B 譚浩駿         第五名 (獲選為香 港隊代表) 5C 林子游         第六名 6A 利宗翰         一等獎 5C 林子游 6A 譚卓宜 6A 利宗翰 6B 梁朗妮 6B 譚浩駿 二等獎 5E 黃亦莊         優異獎 6A 謝迦饒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全港全港全港全港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性多元智能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十二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 空 航天 模型 競賽—香港選拔賽  “黃鸝”手擲飛機直線距離賽（小學男子組） 
第一名 (獲選為香 港隊代表) 6A 李曉暉         一等獎 6A 李曉暉         三等獎 6A 黃雋         優異獎 6A 王漢璋         第十二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 空 航天 模型 競賽—香港選拔賽  “黃鸝”手擲飛機直線距離賽（小學女子組）  
第一名 (獲選為香 港隊代表) 6A 潘芊睿         一等獎 6A 潘芊睿         

“東風一號”帶降模型火箭留空計時賽（小學組） 第四名 6B 梁朗妮         二等獎 6B 梁朗妮         三等獎 5C 林子游         2009-2010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廣東話組) 傑出女演員獎 2D 關樺靖         傑出舞台 效果獎 2B 李子諾 2D 關樺靖 2E 李希朗 3A 林子翱 3B 周可盈 

3B 唐瑞鳴 3B 魏逸鋒 3C 黃凱宏 4A 鄺梓淇 4A 徐宛蕎 

4B 黎烙彤 5C 林子游 5E 黃亦莊 6A 譚卓宜   傑出合作獎 2B 李子諾 2D 關樺靖 2E 李希朗 3A 林子翱 3B 周可盈 

3B 唐瑞鳴 3B 魏逸鋒 3C 黃凱宏 4A 鄺梓淇 4A 徐宛蕎 

4B 黎烙彤 5C 林子游 5E 黃亦莊 6A 譚卓宜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新界及大埔區多元智能新界及大埔區多元智能新界及大埔區多元智能新界及大埔區多元智能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2009專題研習比賽 —傑出演繹 冠軍 4A 李晟熙 4A 朱文欣 4E 陳灝筵 4E  黎易樺 4E 葉澄澔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2009專題研習比賽 卓越表現獎 4A 李晟熙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 2010 優異女演員 6A 譚卓宜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性語文性語文性語文性語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MOVERS 

15個盾(滿分) 2C  方貴堯 2E 胡梓瑩       
14個盾 2A 梁芷菁 3B 盧希俊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STARTERS 

15個盾(滿分) 3B 盧希俊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性語文性語文性語文性語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FLYERS 

15個盾(滿分) 5A 楊卓軒         

Key English Test 
Council of Europe 
Level A2 

Merit 6E 張逸羲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2010英文科 

優異 4A 黃海健 4E 黎易樺 5A 歐陽家熹 5A 鄭雨桐 5A  梁熙朗 

5A 楊卓軒 5E 林卓峰 6A 趙晉尉 6E 張逸羲 6E  蔡雪晴 

6E 王曉恩         良好 4A 陳澤生 4A 羅雪瑩 4A 李晟熙 4A 李川芊 4A  石卓恆 

4A 王嘉喬 4A 袁芷晴 4C 朱永樂 4E 陳衍晴 4E  陳曉峰 

4E 鄭莉恩 4E 李梓淇 4E 李肇朗 4E 曾焯鋒 4E  黃穎姿 

5A 陳詠琪 5A 周睿昕 5A 何建理 5A 林建誠 5A  李詠琪 

5A 莫子盈 5A 譚皓勻 5A 鄧康堯 5A 王希文 5E  翟朗喬 

5E 陳祖暉 5E 陳倩盈 5E 陳宥彰 5E 曾善宜 5E  張匡廷 

5E 何雋軒 5E 韓曉嵐 5E 黃亦莊 5E 簡愈明 5E  林雅蔚 

5E 劉卓男 5E 劉綽婷 5E 劉瑋婷 5E 羅樂怡 5E  李曉靖 

5E 梁穎晴 5E 麥翱雋 5E 麥崇亨 5E 溫嘉希 5E  黃梓豪 

5E 楊嘉雯 5E 楊子欣 6A 何家蔚 6A 江晉欣 6A  黎婧希 

6A 利宗翰 6A 李曉暉 6A 湯嘉宜 6A 王漢璋 6A  姚俊樂 

6B 陳曉彤 6B 張嘉洵 6B 房瀅 6B 文臻翹 6B  吳翬文 

6E 區煒瑩 6E 陳樂陶 6E 張沛琪 6E 周子喬 6E  龔明德 

6E 李浩輝 6E 梁珈銘 6E 李彥翹 6E 鄧祺逸 6E  黃芷瑩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全國性語文全國性語文全國性語文全國性語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四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滬港區決賽 

亞軍 3C 尹曉桐         優異獎 2E 陳樂恩 3A 黃允聰 4A 黃海健 6A 趙晉尉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小學組 

A 等 5E 翟朗喬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 

A 等 2C 方貴堯 2D 張迪森 2D 李楚煊 2D 吳嘉謙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全港性語文全港性語文全港性語文全港性語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五屆中華兒女給國家主席的信徵文比賽 

優異獎 6E 張逸羲         第四屆香港故事大王選拔賽暨第二屆香港拼音大王選拔賽—直讀拼音—高小組 

優異獎 6E 王曉恩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全港性語文全港性語文全港性語文全港性語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六屆伯樂計劃— 英文科 

銅獎 6A 姚俊樂         第六屆伯樂計劃— 中文科 

銅獎 6E 蔡雪晴 6E 王曉恩       第四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香港區初賽 

一等獎 2B 邱悠 2E 陳樂恩 3A 黃允聰 3C 尹曉桐 3E 蕭欣翹 

4A 梁顥穎 4A 黃海健 6A 趙晉尉     二等獎 2A 吳子謠 2B 陳曈棽 2C 陳子宜 2E 鄧凱瑤 3A 林子翱 

3B 盧希俊 3E 李祈欣 4A 王嘉喬 4E 陳曉峰 4E 曾焯鋒 

4E 張禧彤 5E 翟朗喬 6A 何家蔚 6B 房瀅   三等獎 2A 梁芷菁 2C 孟肇天 2C 甄景琛 3B 趙小婷 3C 黃凱宏 

3D 陳嘉懿 3D 余芷慧 4A 陳睿立 4E 鄭莉恩 4E 鄧暐琳 

5A 楊卓軒 6E 王曉恩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Award (Englsih) 
2009/10—小學組 

Poet of the 
School 

1C 黎政熙         全球華人慶祝《基本法》頒布 20周年—中文硬筆法比賽初級組 

一等獎 2E 胡梓瑩         

Reading i-Learner 
Usage Report 

冠軍 1A 蘇晉新 2B 黃恩祈 3A 梁津熙 4B 李詠鈿 5A 黃頌祈 

6A 袁浩然         亞軍 1C 伍梓釗 2C 方貴堯 3E 劉筱瑜 4A 袁芷晴 5A 楊卓軒 

6E 葉詠婷         季軍 1E 鄧皓琪 2A 梁芷菁 3B 楊汶軒 4E 曾焯鋒 5A 劉鎵穎 

6A 姚俊樂         

Reading i-Learner 
Programme in the first 
term of 2009-2010 

金獎 1C 黃晴熙 2C 方貴堯       

2009-2010年度中文 百達通 

榮譽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優異獎 1A 蘇晉新 1B 鍾旨穎 1B 黎文希 1E 丘廷臻 2A 梁芷菁 

2B 黃恩祈 2C 甄景琛 3A 梁穎彤 3B 楊汶軒 3D 陳柏昊 

4A 袁芷晴 4A 朱文欣 4E 羅愉彤 5A 譚皓勻 5E 楊嘉雯 

5E 楊子欣 6A 袁浩然 6E 李愷珞 6E 王曉恩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五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 

下筆成章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特級優異 5E 何雋軒 5E 陳宥彰 6A 陳映彤 6A 趙晉尉 6E 葉詠婷 優異 5A 林建誠 5E 劉瑋婷 6A 江晉欣 6A 吳穎兒 6A 陳芍玲 

6B 沈卓霖 6B 梁朗妮 6E 陳鎧澄 6E 葉詠婷 6A 蘇凱琳 良好 5E 陳倩盈 5E 陳宥彰 5E 楊嘉雯 5E 陳詠琪 5E 何雋軒 

6A 林泳靈 6A 趙晉尉 6A 孟紀欣 6A 蘇凱琳 6A 陳芍玲 

6A 姚俊樂 6B 蔡伊婷 6B 房瀅     

2009新界東小學英國 語言藝術詩詞創作比賽 

冠軍 6E 王曉恩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慶祝 60 週年國慶紀念國慶盃賀辭寫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2A 李芷莘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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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何家蔚 6A 袁浩然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性數學性數學性數學性數學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世界數學測試 2009 越級挑戰 (12-14 歲中學組)—數學及解難分析 

越級挑戰優等獎 

6A 姚俊樂         最年輕雙優生獎 

6A 姚俊樂         世界數學測試「每日一數」計劃—兔組別 

優異 5E 陳祖暉         

2010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金獎 5A 楊卓軒 6A 姚俊樂       世界數學測試 2010 

 (8-11歲小學組) —數學 

優異 4A 林耀熹 4E 黎易樺 5A 梁熙朗 5A 陳詠琪 5A 楊卓軒 

5A 譚皓勻 5E 何雋軒 5E 陳宥彰 5E 陳倩盈 6B  房瀅 

6E 洪庭詣         良好 4A 呂思潁 4A 洪浩喬 4A 黃海健 4E 馬本弘 4E 陳曉峰 

5A 何建理 5A 李紫欣 5A 黃頌祈 5A 鄧國宗 5E 麥崇亨 

5E 黃亦莊 5E 翟朗喬 5E 劉卓男 6A 曾子建 6A 蘇凱琳 

6E 鄭凱文         世界數學測試 2010 

 (8-11歲小學組) —解難分析 

優異 4A 王嘉喬 5A 黃頌祈 5A 楊卓軒 5E 何雋軒 5E 陳宥彰 

5E 陳倩盈 5E 劉卓男       良好 4A 林耀熹 4A 陳睿立 4E 馬本弘 4E 黎易樺 5A 何建理 

5A 梁熙朗 5C 林俊濠 5E 麥崇亨 6B  房瀅 6E 洪庭詣 世界數學測試 2010 越級挑戰(12-14歲中學組) —數學 

優異 5E 陳祖暉 6A 姚俊樂       世界數學測試 2010 越級挑戰(12-14歲中學組) —解難分析 

優異 6A 姚俊樂         良好 5E 陳祖暉         世界數學測試 2010  

(8-11歲小學組) —數學及解難分析 

雙優生 5A 楊卓軒 5E 何雋軒 5E 陳宥彰 5E 陳倩盈   世界數學測試 2010 越級挑戰(12-14歲中學組) —數學及解難分析 

雙優生 6A 姚俊樂         澳洲數學（小學）比賽 —Upper Primary 

Distinction 6A 姚俊樂 6E 張梓康 6E 洪庭詣     

Proficiency 6A 李曉暉         澳洲數學（小學）比賽 —Middle Primary 

Prize 
Winner 

5E 陳祖暉         澳洲數學（小學）比賽 —Junior (GRADE 7) 

Distinction 6A 姚俊樂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性數學性數學性數學性數學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E-nopi國際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Distinction 2C 孟肇天         

Distinction及 第 四 十三名 

2E 胡梓瑩         

Merit 2E 胡梓瑩         第四十四屆國際珠心算能力測驗—珠算柒級 

合格 3B 盧希俊         第四十四屆國際珠心算能力測驗—心算陸級 

合格 3B 盧希俊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2010 數學科 

特級優異 4A 張曦賢 4A 呂思潁 4E 黎易樺 5A 楊卓軒 5E 陳祖暉 

6A 姚俊樂 6E 洪庭詣       優異 4A 陳澤生 4A 陳睿立 4A 林耀熹 4A 梁顥穎 4A 李川芊 

4A 鄧皓琳 4A 黃海健 4E 陳曉峰 4E 鄭塏威 4E 李肇朗 

4E 曾焯鋒 4E 黃穎姿 4E 葉澄澔 5A 陳詠琪 5A 關柏明 

5A 梁熙朗 5A 王希文 5E 陳倩盈 5E 林卓峰 5E 劉卓男 

5E 阮靜嵐 6A 趙晉尉 6A 李曉暉 6A 曾明俊 6E 張逸羲 

6E 王曉恩         良好 4A 陳啟彥 4A 陳昕琪 4A 鄭可怡 4A 朱文欣 4A 羅雪瑩 

4A 石卓恆 4A 王嘉喬 4B 黎烙彤 4E 黃煒堯 4E 陳衍晴 

4E 張子康 4E 劉凱欣 4E 卜聿揚 4E 潘翰琳 4E 黃浚華 

4E 黃昊為 5A 何嘉兒 5A 何建理 5A 林建誠 5A 李詠琪 

5A 石懷熙 5A 譚皓勻 5A 鄧康堯 5B 吳小玲 5C 林俊濠 

5D 陳嘉誠 5D 李洛軒 5E 陳宥彰 5E 曾善宜 5E 趙芝婷 

5E 馮弘建 5E 何雋軒 5E 黃亦莊 5E 劉卓勤 5E 羅俊森 

5E 羅樂怡 5E 李曉靖 5E 麥崇亨 5E 魏敬鋒 6A 鄭莉琳 

6A 江晉欣 6A 龔貝甄 6A 黎婧希 6A 利宗翰 6A 李力褀 

6A 顏愷鳴 6A 曾子建 6B 房瀅 6B 顧俊賢 6E 區煒瑩 

6E 鄭凱文 6E 蔡雪晴 6E 龔明德 6E 劉幗瑤 6E 李愷珞 

6E 李家潁 6E 梁珈銘       第七屆小學希望盃全國數學邀請賽—四年級 

三等獎 5A 楊卓軒         

2010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4A 林耀熹 5E 陳祖暉       銀獎 3B 盧希俊 5E 何雋軒       銅獎 4E 黎易樺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全港性數學全港性數學全港性數學全港性數學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六屆伯樂計劃 —數學科 

銅獎 6A 姚俊樂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小五組 

全港亞軍 5E 陳祖暉         金獎 5E 陳祖暉         銀獎 5A 楊卓軒         銅獎 5E 何雋軒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小六組 

銀獎 6A 姚俊樂         銅獎 6E 張梓康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全港性數學全港性數學全港性數學全港性數學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2010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3A 林子翱 3B 盧希俊 5A 楊卓軒 5E 何雋軒 5E 陳祖暉 
5E 陳倩盈 5E 羅俊森 6A 姚俊樂     二等獎 3B 崔海文 3D 梁承昕 4E 葉澄澔 4E 李肇朗 5A 譚皓勻 
6A 趙晉尉 6E 王曉恩 6E 洪庭詣 6E 蔡雪晴 6E 張梓康 三等獎 3E 黃泳豪 4A 林耀熹 4A 黃海健 4A 胡嘉儀 4A 張家毓 
4A 鍾雪聲 4E 潘翰琳 4E 鍾璧淇 4E 黎易樺 4E 陳曉峰 
5E 林卓峰 6A 李曉暉 6A 顏愷鳴 6E 張沛琪   

2010 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團體 

學校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0 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數學組—小三 

總亞軍 3A 林子翱         一等獎 3B 盧希俊         三等獎 3B 莊濠銘 3D 梁丞禮       
2010 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數學組—小四 

二等獎 4E 黎易樺         三等獎 4A 梁顥穎         
2010 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數學組—小五 

一等獎 5A 楊卓軒 5E 陳祖暉       二等獎 5E 何雋軒 5E 林卓峰       三等獎 5A 王希文 5E 陳倩盈       
2010 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數學組—小六 

一等獎 6A 姚俊樂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0—初賽 

二等獎 6A 姚俊樂 6E 洪庭詣 6E 張梓康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0—決賽 

優良 6A 姚俊樂 6A 趙晉尉 6A 李曉暉 6E 王曉恩 6E 洪庭詣 
6E 張梓康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2009-10—解難探究 

總殿軍 6A 姚俊樂 6A 顏愷鳴       
2009 年第五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初級組 

優異獎 2D 劉海博         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2008—初小組 

入圍獎 2E 胡梓瑩         
2010 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數學三年級組 

總冠軍 3B 盧希俊         
2010 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珠心算三級組 

三等獎 3B 盧希俊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全港十八區（大埔區） 小學數學比賽 2009-10 —解難探究 

冠軍 6A 姚俊樂 6A 顏愷鳴       全港十八區（大埔區） 小學數學比賽 2009-10 —總成績 

總亞軍 6A 姚俊樂 6A 顏愷鳴 6A 李曉暉     銀獎 6A 顏愷鳴 6A 李曉暉 6A 姚俊樂     銅獎 6E 蔡雪晴 6E 洪庭詣 6E 張梓康     優異獎狀 6A 趙晉尉 6E 張沛琪 6E 王曉恩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全全全全國國國國性性性性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FLL 機器人世界錦標賽中國南方區公開賽小學組 

二等獎 6A 謝迦饒 6E 張逸羲 08-0
9 

嚴康生 08-09 黃雋傑 08-09 陳曉楓 

08-0
9 

鄧梓鍵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香港區選拔賽 —小學組創意賽 

季軍 5C 林俊濠 5E 余君琳 6A 王漢璋 6E 林卓謙   第六屆伯樂計劃 —科學科 

銅獎 6A 姚俊樂         
2009第三屆全港環保創新 科技大比拼 —電動車外觀設計獎 

冠軍 4D 古晉達         
2009第三屆全港環保創新 科技大比拼 —電動車最高效能設計獎 

優異獎 4D 古晉達         2010 年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機械人表現獎 季軍 5C  林俊濠 5E  何雋軒 5E  余君琳 6A 李曉暉 6A 王漢璋 6B  林璺珈 6E  張逸羲 6E  龔明德 6E 林卓謙 6E 陳耀昌 2010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亞軍 3B  羅琬茵 3E  麥浩然 5A  古迪羲 5C 詹昊然 5E 羅俊森 2008-2009 聯校機械人 競技大賽—障礙賽 冠軍 5A  古廸羲 5C  林俊濠 6A  王漢璋 08-0
9 

陳曉楓 08-09 吳顥軒 2008-2009 聯校機械人 競技大賽 全場總冠軍 5A 古廸羲 5C  林俊濠 6A  王漢璋 08-0
9 

陳曉楓 08-09 吳顥軒 WRO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2009 香港區域選拔賽—常規賽—小學組 三等獎 6A  王漢璋 6E  張逸羲 6E  林卓謙     香 港 科 學 青 苗 獎2009-2010 二等獎 6A  李曉暉 6E  張逸羲       三等獎 5E  黃亦莊         第十三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 傑出獎 5A  譚皓勻 5E  何雋軒 6A  龔貝甄 6E 方舜儀 6E 張逸羲 5E  何雋軒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全港性資訊科技全港性資訊科技全港性資訊科技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 i-Exercise 暑期網上練習課程暨第三屆學界國民教育網上問答比賽 

傑 出 學 校團隊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2009 i-Exercise 暑期網上練習課程 

優異獎 2A  冼旭源 2B 黃俊傑 2C 吳蔚琳 2D 李銓軒 2E 黃悅程 2E  高珀鋒 2E 胡梓瑩 3A 梁津熙 3B 盧希俊 3B 楊汶軒 3C  蔣穎瑤 3E 馬子健 4A 王嘉喬 4A 林耀熹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全全全全港性資訊科技港性資訊科技港性資訊科技港性資訊科技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2010 年度資訊資技挑戰獎勵計劃 

累 積 百 人金章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金章 5A  李紫欣 5A 王希文 5C 陳靖嵐 5C 林子游 5C 李雅汶 5C  葉卓螢 5E 陳倩盈 5E 嚴卓文 6A 鄭莉琳 6A 徐灝橋 6A  林泳靈 6A 利宗翰 6A 蘇凱琳 6A 姚俊樂 6A 袁浩然 6C  張穎琛 6C 吳家彤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2009-2010決賽 —校際決賽 

冠軍 4E  黎易樺 5A 林建誠 5A 楊卓軒 5E 林卓峰 6A 何家蔚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2009-2010決賽 —個人決賽(小五組) 

冠軍 5A  楊卓軒         

2009-10 年 度 

iclassroom 中英數提升課程 

全校冠軍 2A  何詠欣         全校亞軍 3B  盧希俊         全校季軍 5E  林雅蔚         優異獎 1A  林卓盈 1A 林凱婷 1A 李灝錇 1A 伍鑫威 1A 彭子健 1A  蘇晉新 1A 蘇凱嵐 1A 黃海楹 1B  陳泓誠 1B 張可怡 1B  方鍵如 1B 林嘉禧       第五屆香港故事大王選拔賽暨第三屆香港拼音大王選拔賽 —拼音輸入比賽 優異獎 5E 何雋軒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十一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 影作品交流展—書法 金獎 5E  麥翱雋 6A  林泳靈 08-09 陳曉楓 08-09 譚詠之   銀獎 4D  歐楚婷 08-09 朱倩欣 08-09 孫名雪 08-09 余蔚聰 08-09 譚詠之 08-09 黃頌賢         銅獎 6E  李家潁         第十一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 影作品交流展—國畫 金獎 3D  張楚楹 4A  朱文欣 5A  譚皓勻 5A  李紫欣 6A  林泳靈 6E  李家潁 08-09 朱倩欣 08-09 黃頌賢     銀獎 3A  梁穎彤 5C  林子游 5E  楊子欣 6D  吳浩霖 6E  李愷珞 08-09 楊駿熙         印度新德里第 14 屆世界和平書畫展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 特別金獎 5E  陳祖暉 6A  姚俊樂       金獎 3D  勞澤軒 5E  翟朗喬       銀獎 4B  黎烙彤         優秀 6A  姚俊樂         母親頌第十五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美術 金獎 4B  黎烙彤 5E  翟朗喬       銀獎 5E  陳祖暉         母親頌第十五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毛筆書法 金獎 4B  黎烙彤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國際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九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一等獎 6C  林浚潁         美術 二等獎 4C  丁梓燊         美術 優秀獎 1E  黃澔銘         第九屆 PHE 國際中小學生幼兒美術書法大賽 三等獎 3D  勞澤軒         優秀獎 5E  翟朗喬         母親頌第十七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美術 金獎 6A  姚俊樂         母親頌第十七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毛筆書法 金獎 6A  姚俊樂         2009 第十六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書法 金獎  4B  黎烙彤 5E  翟朗喬 6A  姚俊樂     2009 第十六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美術 金獎 4B  黎烙彤 4E  潘翰琳 5E  陳祖暉     第六屆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少兒書畫攝影大賽 二等獎 5A  楊卓軒         三等獎 4E  潘翰琳         第七屆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少兒書畫攝影大賽—書法 一等獎 3B  趙小婷 4A  朱文欣       二等獎 1E  陳梓軒 5E  楊嘉雯 6A  林泳靈 08-09 譚詠之   三等獎 6E  陳耀昌         第七屆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少兒書畫攝影大賽—國畫 一等獎 1D  張鎧琳 5E  陳倩盈 5E  麥翱雋 6E  李愷珞   二等獎 3D  楊德歡 5A  譚皓勻 6A  林泳靈 6D  吳浩霖 5E 何雋軒 三等獎 3D  張楚楹 5A  李紫欣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性視覺藝術比賽性視覺藝術比賽性視覺藝術比賽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首屆溢美童心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少兒組國畫 金獎 5E  陳倩盈 6A  林泳靈 6E  李家潁     銀獎 3D  張楚楹 4D  黃樂兒 5A  譚皓勻 5A  李紫欣 5E  麥翱雋 6E  李愷珞         銅獎 1D  張鎧琳 6D  吳浩霖       首屆溢美童心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少兒組書法 金獎 6A  林泳靈         銀獎 4A  朱文欣         首屆溢美童心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西畫 金獎 2D  陳卓琳         第九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一等獎 6C  林浚潁         第十屆雛鷹杯書畫大賽初小組國畫 銀獎 3E  蕭欣翹 5A  譚皓勻 5C  林子游     銅獎 3D  楊德歡 3D  張楚楹 4A  朱文欣 5E  陳倩盈 5E  麥翱雋 第十屆雛鷹杯書畫大賽高小組國畫 金獎 6E  李家潁 6E  李愷珞 08-09 譚詠之 08-09 黃頌賢   銀獎 5A  李紫欣 5E  楊子欣 6A  林泳靈 08-09 朱倩欣   優秀 6D  吳浩霖         第十屆雛鷹杯書畫大賽初小組書法 銅獎 4A  朱文欣 4D  黃樂兒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性視覺藝術比賽性視覺藝術比賽性視覺藝術比賽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十屆雛鷹杯書畫大賽高小組書法 金獎 6A  林泳靈 08-09 黃頌賢       銀獎 08-09 余蔚聰 08-09 譚詠之 08-09 吳蓁蓁 08-09 朱倩欣   銅獎 6E  陳耀昌 08-09 孫名雪       第十屆雛鷹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銀獎 2D  陳卓琳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視覺藝術比賽視覺藝術比賽視覺藝術比賽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 香港藝術發展藝術教育獎—學校組 銀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第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計劃 校 園 藝 術大使 3C  尹曉桐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5E  鄧文銦 08-09 簡樂琳       機電安全香港通繪畫創作比賽 2009—初級組 亞軍 3D  張煒琳         季軍 3A  王詠彤         優異獎 3D  劉咏昕 3D  張楚楹       創意環保四格漫畫比賽 傑出獎 6A  趙晉尉         優異獎 6A  林泳靈 6A  湯嘉宜 6A  孟紀欣 6A  蘇芷彤 6A  龔貝甄 6A  何家蔚 6D  毛穎琪 6D  盧梓鋒 6D  黎采羚 6E  王曉恩 6E  李家潁         第五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初級組 季軍 08-09 黃頌賢         優異獎 08-09 鄧梓鍵         家多點和諧填色比賽—初小組 亞軍 1D  鍾旻諾         季軍 3C  尹曉桐         優異獎 3D  張楚楹 3D  張煒琳       UNICEF CRC@20 Child Rights Day – “The Right to GIFT” 優異獎 3B  雷堅儀 3D  程政澔 3D  張煒琳 3D  張楚楹 4A  朱文欣 4B  利宗灝 4D  馮沛曦 5A  譚皓勻 5A  嚴穎鋒 5A  陳詠琪 5A  梁熙朗 5C  葉卓螢 5D  姚依嵐 5D  郭詠彤 5E  陳宥彰 5E  楊子欣 6A  江晉欣 6A  孟紀欣 6A  趙晉尉 6A  尹彥翹 6A  何家蔚 6A  吳穎兒 6A  利宗翰 6B  黃信塋 6B  房瀅 6D  吳浩霖 6E  李愷珞 6E  鍾嘉豪     2010 年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 嘉許獎 3C  尹曉桐 6A  趙晉尉       「氣候轉變—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小學生繪畫比賽（初級組） 優異獎 2A  吳梓維 2B  鄭考峰 2D  蔣穎兒     全港小學及幼稚園牛奶盒創作及填色比賽 優異獎 2D  曾浩銘 5D  陳盈霖 5E  趙芝婷 6E  王曉恩   「愛護長者  由我做起」全港小學生繪畫比賽—初級組 優異獎 3D  張煒琳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視覺藝術比賽視覺藝術比賽視覺藝術比賽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生日咭設計比賽 冠軍 08-09 鄧梓鍵         亞軍 3A  王詠彤         季軍 5C  葉卓螢         優異獎 2C  袁嘉琳 3D  張煒琳 3D  張楚楹 3E  石懷豐 4E  李穎悅 6A  趙晉尉 6E  陳樂陶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全港十八區繪畫比賽（大埔）小學組 冠軍 6E  周子喬         亞軍 6A  趙晉尉         文化東亞在大埔—齊參與—文化藝術滙展系列之繪畫比賽—小學組 冠軍 4A  梁顥穎         優異獎 4E  李穎悅 6A  何家蔚       滅罪倡廉樂滿家大埔區親子活動填色比賽—初小 優異獎 3C  李芷晴 3E  徐智晞       滅罪倡廉樂滿家大埔區親子活動填色比賽—漫畫創作比賽—高小 優異獎 6E  王曉恩         「誠信新一代」大埔區倡廉活動—初小填色及配對遊戲比賽 冠軍 3D  張煒琳         「誠信新一代」大埔區倡廉活動—高小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季軍 4E  李穎悅         優異獎 6A  何家蔚         畫出我的東亞運動會兒童繪畫比賽—兒童組 亞軍 5E  翟朗喬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性性性性音樂音樂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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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四屆國際兒童 音樂比賽 金獎 3A  羅倩婷 3A  黃沚晴 3C  蔣穎瑤 3D 勞澤軒 3E 蕭欣翹 4A 郭少峯 4A 朱文欣 4A 石懷謙 4A 林耀熹 4A 梁顥穎 4C 李卓寧 4E 李穎悅 4E 陳俊瑋 4E 黎易樺 5A 劉俊銘 5A 鄧康堯 5A 莫子盈 5A 洪靖嵐 5A 林璺珈 5A 簡樂珩 5A 楊卓軒 5A 陳嘉睿 5A 石懷熙 5B 阮國禧 5B 張碩文 5C 葉卓螢 5C 文雅麗 5D 溫善衡 5D 蘇梓樂 5D 徐斐 5E 楊子欣 5E 林卓峰 5E 何卓男 5E 麥翱雋 5E 劉卓勤 5E 劉綽婷 5E 楊嘉雯 5E 劉瑋婷 5E 黃亦莊 6A 余柏欣 6A 何家蔚 6A 文豫邦 6A 孫靖淳 6A 蘇凱琳 6A 利宗翰 6A 吳逸曦 6A 尹彥翹 6B 張孝廉 6C 林浚潁 6E 洪庭詣 6E 劉國瑤 6E 何詩敏 6E 王曉恩 6E  林卓謙 6E  梁迦銘 6E  曾偉霖 6E  張昕妍 6E  李彥翹 6E  陳耀昌 6E 區煒瑩 6E  張逸羲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性性性性音樂音樂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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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四屆國際兒童 音樂比賽 最佳演譯獎 3A  羅倩婷 3A  黃沚晴 3C  蔣穎瑤 3D 勞澤軒 3E 蕭欣翹 4A 郭少峯 4A 朱文欣 4A 石懷謙 4A 林耀熹 4A 梁顥穎 4C 李卓寧 4E 李穎悅 4E 陳俊瑋 4E 黎易樺 5A 劉俊銘 5A 鄧康堯 5A 莫子盈 5A 洪靖嵐 5A 林璺珈 5A 簡樂珩 5A 楊卓軒 5A 陳嘉睿 5A 石懷熙 5B 阮國禧 5B 張碩文 5C 葉卓螢 5C 文雅麗 5D 溫善衡 5D 蘇梓樂 5D 徐斐 5E 楊子欣 5E 林卓峰 5E 何卓男 5E 麥翱雋 5E 劉卓勤 5E 劉綽婷 5E 楊嘉雯 5E 劉瑋婷 5E 黃亦莊 6A 余柏欣 6A 何家蔚 6A 文豫邦 6A 孫靖淳 6A 蘇凱琳 6A 利宗翰 6A 吳逸曦 6A 尹彥翹 6B 張孝廉 6C 林浚潁 6E 洪庭詣 6E 劉國瑤 6E 何詩敏 6E 王曉恩 6E  林卓謙 6E  梁迦銘 6E  曾偉霖 6E  張昕妍 6E  李彥翹 6E  陳耀昌 6E 區煒瑩 6E  張逸羲         第六屆伯樂計劃 —音樂科 銀獎 6E  蔡雪晴         銅獎 6A  姚俊樂 6E  張逸羲       亞洲校際手鈴及手鐘大賽隊際比賽 —小學手鐘初級組 金獎 3D  何諾晴 3D  余芷慧 4A  何穗筠 4D  黃樂兒 5A  何嘉兒 5A  陳嘉欣 5A  林璺珈 5E  林雅蔚 5E  魏敬鋒 5E  趙芝婷 6E  王曉恩         第二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2008 —八級鋼琴 榮譽獎 5A  楊卓軒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2A  何詠欣 4B  黎烙彤       優良 1D  袁可兒 2C  羅孝賢 2D  麥旻皓 3B  羅琬茵 3C  羅卓彥 3D  林智聰         良好 1D  蘇珈琪 1D  鄺祉瑋 1E  洪逸朗 2A  曾善衡 2C  胡可欣 2D  陳建弘 2E  洪嘉朗 3D  張楚楹 4D  李梓澄 4E  曾伊彤 4E  李梓淇 5D  李曜丞 5E  鄧詠溵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音樂音樂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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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2B  邱悠 2D  劉海博 3C  吳啟峯 3E  徐智晞 3E  黃泳豪 3E  麥浩然 4B  麥旻堃 4B  黃思哲     良好 2C  張穎潼 2D  陳卓琳 2D  梁晏榕 2D  梁宇軒 2E  何學泓 2E  黃悅程 2E  楊綺雯 3A  鄭塏誼 3B  楊汶軒 3D  張煒琳 4D  鄭雪怡         三級鋼琴獨奏 亞軍 5E  麥崇亨         優良 2A  譚兆傑 3A  羅倩婷 3C  文鈿爃 3E  林綺婷 4A  王紫盈 4B  方子朗 4E  盧毅文 5A  周睿昕 5A  譚皓勻 5E  陳倩盈 5E  何雋軒         良好 3D  余芷慧 4A  鄭可怡 4A  鍾皓朗 5D  呂嘉琪 5E  曾善宜 6D  呂浩寧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全港性音樂音樂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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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5E  鄧文銦         優良 2B  葉鎂珩 3D  梁承昕 4E  李穎悅 5A  歐陽家熹 5E  盧嬴臻 6A  姚俊樂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4E  曾焯鋒         良好 3C  何彥俊 5A  洪靖嵐 6C  林浚潁     六級鋼琴獨奏 冠軍 5A  楊卓軒         八級鋼琴獨奏 亞軍 6A  顏愷鳴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 優良 5A  楊卓軒 5C  王以心 6A  顏愷鳴     單簧管獨奏 冠軍 6E  張逸羲         優良 4E  李穎悅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季軍 6E  梁珈銘         圓號獨奏 良好 5D  溫善衡         古箏獨奏 良好 4E  吳芍瑩         揚琴獨奏 亞軍 5A  古廸羲         良好 3C  黃凱宏 5E  張匡廷       笛子獨奏 季軍 5C  蘇鈺誠         優良 5E  嚴卓文 6B  房瀅       良好 2C  謝婥瑗 2D  黃皓朗 3C  黃凱宏 6B  陳瀚儒   直笛合奏 優良 6E  區煒瑩 6E 林卓謙 6E 梁珈銘 6E 王曉恩 6E 黃芷瑩 中文聖詩組(初級組) 良好 1B  王紫慧 2A  張睿文 2A 李芷莘 2A 梁芷菁 2A 盧一鋒 2A 蕭品蘭 2B  陳曈棽 2B 林天恒 2B 石子妍 2B 鄭考峰 2C  陳姵希 2C 陳子宜 2C 霍梓軒 2C 方貴堯 2C 羅孝賢 2C 孟肇天 2C 吳蔚琳 2C 曾棨禧 2C 謝婥瑗 2C 黃靖嵐 2C 王駿 2C 王樂瑤 2C 胡可欣 2C 甄景琛 2C 楊德忠 2C 袁嘉琳 2E  李希朗 2E 彭卓縈 2E 黃悅程 2E 尹嘉琦 3A  陳思伶 3A 何綺淇 3B  簡伊彤 3B 羅寶兒 3B 潘曉思 3B 王倩盈 3B 王倩盈 3C  葉愷雯 3C 簡俊輝 3C 毛穎謙 3D  梁芷稜 3D 蘇俊亨 3E  陳喻筠 3E  李祈欣 3E  李嘉怡 3E  羅樂晴 3E 麥浩然 3E 潘梓晴 3E  蕭欣翹 3E  黃敏瀅 3E  黃泳豪         200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2C  謝綽媛 2D  梁晏榕 2D  李詠霖 3A  王詠彤 4A  成嘉敏 4C  黃焯盈 4E  吳芍瑩 5A  周睿昕 5A  王希文 5A  古迪羲 5E  陳倩盈 5E  張匡廷 6A  謝迦饒 6A  林泳靈 6B  房瀅 6B  余俊彥 6E  葉詠婷 6E  鄧煒晴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音樂音樂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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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10 青少年鋼琴大賽—中童組 金獎 5A  楊卓軒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音樂音樂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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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小學高級組 銅獎 4A  陳澤生 4A 朱文欣 4A 梁顥穎 4A 王嘉喬 4A 黃筱茵 4A 王紫盈 4C  黃焯盈 4C  黃筱嵐 4D  甄靜賢 4E  歐卓瑩 4E 陳靜瑤 4E 鄭塏威 4E 張婉瑩 4E 梁詠然 4E 盧毅文 4E 吳芍瑩 4E 潘翰琳 4E 黃昊為 4E 葉澄澔 5A  周睿昕 5A 何嘉兒 5A 李詠琪 5A 梁梓惠 5A 李紫欣 5B  李曉怡 5C  陳雅雯 5D  盧紀樺 5D 吳映如 5E  陳宥彰 5E 劉卓勤 5E 李曉靖 5E 盧贏臻 5E 麥崇亨 5E 鄧文銦 6A  胡嘉琳 6B  卓恩萾 6B 沈卓霖 6C  陳沅廷 6C 張穎琛 6D  陳樂遙 6D 盧梓鋒 6E  區可弦 6E 陳樂陶 6E 陳芷悠 6E 張昕妍 6E 蔡潁妍 6E 鄧煒晴 6E 黃芷瑩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小學初級組 銅獎 1B 王紫慧 2A 張睿文 2A 李芷莘 2A 梁芷菁 2A 盧一鋒 2A 蕭品蘭 2B 陳曈棽 2B 林天恒 2B 石子妍 2B 鄭考峰 2C 陳姵希 2C 陳子宜 2C 霍梓軒 2C 方貴堯 2C 羅孝賢 2C 孟肇天 2C 吳蔚琳 2C 曾棨禧 2C 謝婥瑗 2C 黃靖嵐 2C 王駿 2C 王樂瑤 2C 胡可欣 2C 甄景琛 2C 楊德忠 2C 袁嘉琳 2E 李希朗 2E 彭卓縈 2E 黃悅程 2E 尹嘉琦 3A 陳思伶 3A 何綺淇 3B 簡伊彤 3B 羅寶兒 3B 潘曉思 3B 王倩盈 3B 王倩盈 3C 葉愷雯 3C 簡俊輝 3C 毛穎謙 3D 梁芷稜 3D 蘇俊亨 3E 陳喻筠 3E 李祈欣 3E 李嘉怡 3E 羅樂晴 3E 麥浩然 3E 潘梓晴 3E 蕭欣翹 3E 黃敏瀅 3E 黃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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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四屆香港故事大王選拔賽暨第二屆香港拼音大 王 選 拔 賽 — 新詩朗誦—高小組 優異獎 6E  黃芷瑩 6E  區煒瑩       第四屆香港故事大王選拔賽暨第二屆香港拼音大 王 選 拔 賽 —古詩朗誦—高小組 優異獎 6E  區煒瑩         第五屆香港故事大王選拔賽暨第三屆香港拼音大王選拔賽—講故事中小組 季軍 3E 劉筱瑜         普藝盃 2009 全港朗誦才藝大賽—詩歌 季軍 4E  鄭莉恩         優異 4E  張禧彤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 年級女 子 組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 2D  劉希雅         二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粵語 良好 2D  蘇子程         二 年級男 子 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良好 2E  洪嘉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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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三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 3C  蕭珮盈 3D  張煒琳 3D  陳嘉懿 3D  林洛遙   良好 3D  劉咏昕         三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粵語 冠軍 3E  林綺婷         季軍 3B  吳嘉霖 3E  劉筱瑜       三 年級男 子 組詩詞獨誦—粵語 良好 3E  黃泳豪         四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冠軍 4E  張禧彤         亞軍 4E  鄭莉恩         優良 4B  黎烙彤         四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 4E  陳衍晴 4E  鄭莉恩 4E  張禧彤 4E  盧毅文 4E  吳芍瑩 4E  曾伊彤         四 年級女 子 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 4A  關芷欣 4A  李曉彤 4A  呂思潁     四 年級女 子 組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 4B  黎烙彤         五 年級女 子 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亞軍 5E  甘文婷         季軍 5A  周睿昕         優良 5A  李紫欣 5A  鄧康堯 5A  陳嘉睿 5A  林沚蔚 5E  余君琳 五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 5A  莫子盈 5A  梁梓惠 5C  王以心     良好 5A  洪靖嵐         五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 5B  葉筠寧 5E  劉瑋婷       良好 5B  黎銘熒 5B  孫秀雯       五 年級男 子 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 5A  何建理         五 年級男 子 組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 5A  楊卓軒         六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 6A  蘇芷彤 6A  鄭莉琳 6E  李家潁 6E  麥彤安   六 年級女 子 組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 6A  潘芊睿 6A  謝迦饒 6A  林泳靈 6A  陳映彤 6C  吳翬文 6D  呂浩寧 6E  鄧煒晴       良好 6D  鍾碧淇         六 年級女 子 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 6E  區煒瑩 6E  陳鎧澄 6E  蔡雪晴     良好 6A  林泳靈         六 年級女 子 組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 6A  何家蔚         六 年級男 子 組散文獨誦—粵語 優良 6C  穆瑞傑         三、四年級女子詩詞集誦—普通話 亞軍 3A 文蔚嵐 3A 蕭心怡 3C 李川萱 3C 尹曉桐 3C 蘇卓瑤 3D 楊德歡 3D 余芷慧 3D 程政澔 4A 陳澤生 4A 陳啟彥 4A 陳瑋婷 4A 陳昕琪 4A 鄭可怡 4A 鍾皓朗 4A 劉嘉萱 4A 羅雪瑩 4A 李曉彤 4A 李川芊 4A 石卓恆 4A 鄧皓琳 4A 謝宛穎 4A 王紫盈 4A 袁芷晴 4B 何蕊靜 4B 黎烙彤 4C 李芷晴 4C 陳家琳 4C 鄒海晴 4C 鄭晏萁 4C 霍詠茵 4C 林汶鋒 4C 丁梓燊 4C 曾嘉琦 4C 楊子軒 4D 鄭雪怡 4E 陳衍晴 4E 陳灝筵 4E 張婉瑩 4E 劉凱欣 4E 梁嘉希 4E 梁詠然 4E 陸家遨 4E 馬愷琳 4E 吳芍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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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五六年級男女子組散文集誦—粵語 季軍 5A  陳芷穎 5A  陳慧卓 5A  古迪羲 5A  譚皓勻 5A  王希文 5B  袁紫晴 5C  陳靖嵐 5C  劉家裕 5D  陳嘉誠 5D  陳盈霖 5D  周博軒 5D  蔡幸庭 5D  盧紀樺 5D  黃康男 5D  姚依嵐 5E  李曉靖 5E  黃亦莊 6A  黎婧希 6A  潘芊睿 6A  謝迦饒 6B  梁朗妮 6C  陳苳蕾 6C  陳沅廷 6C  張穎琛 6C  林浚潁 6C  吳家彤 6C  鄧峻賢 6C  謝韻儀 6C  王子正 6C  楊靖 一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1B  鄭逸宏         二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2E  陳樂恩         優良 2B  葉鎂珩 2B  邱悠 2B  陳曈棽     二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2D  陳健弘         三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3B  簡伊彤         三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3D  勞澤軒         優良 3A  梁津熙 3C  何彥俊 3C  黃凱宏     四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4B  何穎婷         優良 4A  關芷欣 4E  鄭莉恩 4E  張禧彤 4E  歐卓瑩   四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4E  黎易樺 4E  曾焯鋒       良好 4D  方致程         五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5A  劉鎵潁         季軍 5A  林沚蔚         優良 5A  陳詠琪 5A  周睿昕 5A  鄭諾茵 5A  洪靖嵐 5C  王以心 5E  戴倩潼 5E  楊子欣 5E  余君琳     五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5A  歐陽家熹         優良 5E  黃亦莊         六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6A  尹彥翹         季軍 6B  梁朗妮 6E  李家潁       優良 6A  譚卓宜 6A  湯嘉宜 6A  鄭莉琳 6A  蘇凱琳 6A  胡嘉琳 6A  孟紀欣 6E  周智晴 6E  葉詠婷 6E  阮樂然 6E  李愷珞 6E  蔡雪晴         六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6A  李曉暉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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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 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男子十一歲以下 冠軍 6B  朱國基         第三屆傑出青少年及兒童舞蹈藝家大獎 2009 Excellent Junior Artist 3D  余芷慧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金鑽杯系列（藍鑽）亞洲公開賽 兒童女獨舞—Rumba 冠軍 2D  關樺靖         兒童女獨舞— Cha Cha Cha 冠軍 2D  關樺靖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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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公開賽錦標賽 Children Solo Rumba 亞軍 2D  關樺靖         Children Solo Cha Cha 亞軍 2D  關樺靖         The 2009 Hong Kong Open International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Children Cha Cha Cha Latin 冠軍 2D  關樺靖         
Childre Female Solo (Rumba) Latin 季軍 2D  關樺靖         Children Rumba Latin 季軍 2D  關樺靖         The 2009 (IDTA Cup) Hong Kong Open International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Children Solo Rumba 亞軍 2D  關樺靖         
Childre Solo Cha Cha 亞軍 2D  關樺靖         2009 IDTA Cup Line Dancing 金獎 2D  關樺靖         Juvenile Solo Rumba 亞軍 2D  關樺靖         李紫紅老師生日舞會暨香港公開錦標賽 兒童拉丁女獨舞 Cha Cha Cha 亞軍 2D  關樺靖         兒童拉丁女獨舞 Rumba 亞軍 2D  關樺靖         全港寶貝兒模特兒大賽2009拉丁舞—高級組 冠軍 2D  關樺靖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2009週年會慶 全年總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李紫紅老師生日舞會暨香港公開錦標賽 兒童拉丁舞三項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兒童拉丁舞 Samba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標準舞雙項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標準舞 QuickStep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拉丁舞五項 亞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龍城夏日挑戰盃游泳錦標賽—TYR浮板挑戰賽男童 7 歲組 銀獎 2A  陳錫銘         男子 7 歲 50米背泳 銅獎 2A  陳錫銘         香港 2009東亞運動會體育舞蹈競賽：前奏系列東仔亞妹來學舞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狐步舞新星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維也納華爾茲新星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探戈新星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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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華爾茲新星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森巴舞新星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查查查新星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倫巴舞新星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鬥牛舞新星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快步舞新星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8歲至 9歲 牛仔舞新星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香港體育舞蹈全能運動員金盃賽 9歲或以下十項全能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華爾茲排名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快步舞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狐步舞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探戈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森巴舞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查查查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倫巴舞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鬥牛舞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牛仔舞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混合組 9歲或以下 維也納華爾茲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全民熱舞迎東亞運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青少年組 8歲至 9歲全能金牌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組標準舞專項Quickstep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組標準舞專項Waltz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組標準舞專項Tango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組拉丁舞專項Rumba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組拉丁舞專項Samba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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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青少年組拉丁舞專項 Cha Cha Cha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組拉丁舞專項 Jive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2009 香港體育舞蹈國際公開賽 9歲或以下標準舞五項 香港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9歲或以下拉丁舞五項 香港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業餘 10歲以下 A組 A 級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兒童賽 2009暨青少年 培訓賽—女子兒童色帶 冠軍 4A  鍾雪聲          女子 7-8歲組別 50米胸泳 冠軍 2B  葉鎂珩         女子 7-8歲組別 50米自由泳 冠軍 2B  葉鎂珩         女子 7-8歲組別 50米自由泳 冠軍 2B  葉鎂珩         女子 7-8歲組別 50米背泳 亞軍 2B  葉鎂珩         男女子 4x50米混合接力 冠軍 2B  葉鎂珩         2010 新年盃游泳錦標賽—女子 7 歲 50米自由式 金獎 2A  梁芷菁         2010 新年盃游泳錦標賽—女子 7 歲 50米胸泳 銀獎 2A  梁芷菁         2010 新年盃游泳錦標賽—男子 7 歲 50米背泳 銀獎 2A  陳錫銘         2010 新年盃游泳錦標賽—男子 7-9歲自由式接力 銀獎 2A  陳錫銘         2010 新年盃游泳錦標賽—男子 7 歲 50米胸泳 銅獎 2A  陳錫銘         2010 新年盃游泳錦標賽—男子 7-9歲四式接力 銅獎 2A  陳錫銘         2009-2010 全港小學校際小型壁球比賽—男子甲組 冠軍 6B  朱國基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09-2010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  張孝廉         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蹈比賽—高小組 甲級獎  2B 邱悠 3B  趙小婷 4B  黎烙彤 4D  黃樂兒 4E  鄧皓琳 5A  鄭諾茵 5A  周睿昕 5E  鄧詠溵 5E  趙芝婷 6A  湯嘉宜 6B  卓恩萾 6B  何穗荇 6C  陳苳蕾 6D  毛穎琪 6E  陳樂陶 6E  張沛琪         第十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第二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牛仔舞 甲等級獎 3A  余芷慧         第十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第二屆全港校際舞蹈藝術家大賽—森巴舞 甲等級獎 3A  余芷慧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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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10荃灣區體育舞蹈大賽—女子組 9-10歲倫巴舞 金獎 3E 李祈欣 4E 羅愉彤       2010荃灣區體育舞蹈大賽—女子組 9-10歲牛仔舞 金獎 3E 李祈欣 4E 羅愉彤       全港小學學界套拳比賽 亞軍 6E  李愷珞         優異獎 1D  張鎧琳 5E  馮弘建 6D  吳浩霖     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賽 查查查 優等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牛仔 優等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華爾滋 甲級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2010 香港聯校公開錦標賽暨兒童及青少年表演大會 青少年標準舞五項 亞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拉丁舞五項 亞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青少年拉丁舞三項 亞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第六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華爾茲代表賽 第一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華爾茲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探戈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維也納華爾茲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狐步舞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快步舞排名賽 第二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倫巴舞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牛仔舞排名賽 第三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巨鯨游泳會 第七屆水運會 男童全場 總冠軍 4C  侯思哲         男童全場 總季軍 2A  陳錫銘         男女童混合 8歲以下 50米蛙泳 冠軍 2A  陳錫銘         男童 8歲以下 50米自由式 冠軍 2A  陳錫銘         女童 8歲以下 50米自由式 冠軍 2A  梁芷菁         男女童混合 8歲以下 25 米持板踢腳 冠軍 2A  陳錫銘         男童 8歲以下 25 米背泳 冠軍 2A  陳錫銘         女童 8歲以下 25 米背泳 冠軍 2A  梁芷菁         男童 9-10歲組 50米蛙泳 冠軍 4C  侯思哲         男童 9-10歲組 25 米蛙泳 冠軍 4C  丁梓燊         男女童混合 8歲以下 25 米碟泳 亞軍 2A  梁芷菁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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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女童 8歲以下 25 米自由式 亞軍 2A  梁芷菁         男童 9-10歲組 25米持板踢腳 亞軍 4C  侯思哲         男童 9-10歲組 50米自由泳 亞軍 4C  侯思哲         男童 9-10歲組 25 米背泳 亞軍 4C  侯思哲         女童 9-10歲組 25米持板踢腳 亞軍 4E  侯采盈         男童 11-12歲以下 25 米自由式 亞軍 6E  曾偉霖         女童 9-10歲組 25 米背泳 季軍 4E  侯采盈         男童公開組 1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4C  侯思哲         男女童混合公開組 100米蛙泳 殿軍 4C  侯思哲         2009-2010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跳箱女子新秀組 冠軍 2D  陳卓琳         2009-2010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自由體操女子新秀組 殿軍 2D  陳卓琳         2010 香港普及體操節 —最合拍大獎 銅獎 2D  黃樂心 2D  朱蔚芝 2D  關樺靖 2D  陳卓琳 3A  劉雪汶 3B  雷堅儀 3B  周姍姍 3C  李芷晴 3D  楊德歡 3D  梁承昕 3D  陳柏昊 3D  劉家謙 3E  劉筱瑜 3E  林綺婷 4A  石懷謙 4A  何穗筠 4A  李曉彤 4C  張瑋峻 4E  梁嘉希 5A  陳偉洛 5A  石懷熙 5C  林逸徽 5E  曾善宜 5E  鄧詠溵 5E  翟朗喬 6A  孟紀欣 6A  潘芊睿 6B  何穗荇 6D  陳樂遙 6D  毛穎琪 6E  劉幗瑤 6E  麥彤安 6E  張昕妍 6E  黃芷瑩   香港教育學院友校游泳接力邀請賽 季軍 2B  葉鎂珩 3B  王倩盈 3C  黃凱宏 3E  黎睿禧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10歲以下拉丁舞五項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Juvenile Std-Grade D 冠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Juvenile Q-Step 亞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10歲以下拉丁三項Grade A 季軍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中銀香港第 53屆體育節 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 10歲倫巴舞新中賽 第一名 3E  李祈欣 4E  羅愉彤       2010 全港彈網分齡比賽女子 12歲以下 第三名 2D  陳卓琳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葵青區慶東亞運舞蹈大賽 8歲以下拉丁獨舞 Rumba 優異獎 3D  余芷慧         16歲以下拉丁獨舞  Cha Cha 優異獎 3D  余芷慧         男子 9歲以下組別 100米 自由式 季軍 4B  方子朗         男子 9歲以下組別 50米 背泳 季軍 4B  麥旻堃         女子 9歲以下組別 100米 自由式 亞軍 4D  鄭雪怡         女子 9歲以下組別 100米 自由式 季軍 3B  簡伊彤         女子 9歲以下組別 50米 胸泳 亞軍 2B  葉鎂珩         女子 11 歲以下組別 4X100自由式接力 季軍 2B  葉鎂珩         2009-2010 年度第十二屆田徑運動會—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季軍 6A  黃雋 6A  文豫邦 6B  馬浩斌 6B  張孝廉   2008-2009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 體操比 賽 女 子 新 秀 組（新界地域 1 區）—跳箱 第四名 2D  陳卓琳         第十三屆小學校際田徑 錦標賽 女子甲組—跳遠 殿軍 6A  潘芊睿         女子乙組—60米 亞軍 5A  林璺珈         女子乙組—4X100米接力 亞軍 5A  林璺珈 5A  鄭諾茵 5B  黃芯茹 5C  陳靖嵐 5E  陳倩盈 5E  楊嘉雯         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4C  陳家琳         第十三屆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乙組—擲壘球 冠軍 5A  劉俊銘         男子乙組—60米 亞軍 5D  張志遠         男子丙組—100米 亞軍 4E  陳灝筵         男子丙組—4X100米接力 亞軍 4C  朱永樂 4D  張卓南 4E  陳俊瑋 4E  陳灝筵   男子丙組團體 亞軍           男子丙組—跳遠 季軍 4E  陳灝筵         大埔區第 29 屆校際舞蹈比賽－高小組 銀獎  2B 邱悠 3B  趙小婷 4B  黎烙彤 4D  黃樂兒 4E  鄧皓琳 5A  鄭諾茵 5A  周睿昕 5E  鄧詠溵 5E  趙芝婷 6A  湯嘉宜 6B  卓恩萾 6B  何穗荇 6C  陳苳蕾 6D  毛穎琪 6E  陳樂陶 6E  張沛琪         屯門區第二十四屆舞蹈比賽－東方舞少年組 銀獎  2B 邱悠 3B  趙小婷 4B  黎烙彤 4D  黃樂兒 4E  鄧皓琳 5A  鄭諾茵 5A  周睿昕 5E  鄧詠溵 5E  趙芝婷 6A  湯嘉宜 6B  卓恩萾 6B  何穗荇 6C  陳苳蕾 6D  毛穎琪 6E  陳樂陶 6E  張沛琪         沙田新春長跑 2010 男子少年 1 組 3公里 冠軍 6B  張孝廉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第一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男女拉丁舞五項 8-9歲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專項森巴舞 9-10歲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專項查查查 9-10歲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專項倫巴舞 9-10歲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專項鬥牛舞 9-10歲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專項牛仔舞 9-10歲 銀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2010荃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男女子組 10-11 歲拉丁舞五項全能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子組 9-10歲森巴舞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子組 9-10 歲查查查 A組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子組 9-10 歲倫巴舞 A組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子組 9-10歲鬥牛舞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男女子組 9-10歲牛仔舞 金獎 4C  侯思哲 4E 侯采盈       第三屆沙田盃新秀游泳 錦標賽 男子 D組自由式接力 冠軍 2E  何學泓 3A  張景俊 3C  黃凱宏 3C  彭信傑 3C  何彥俊 3E  黎睿禧         男子 D組四式接力 冠軍 3A  張景俊 3C  黃凱宏 3C  彭信傑 3C  何彥俊 3E  黎睿禧 3E  徐智晞         男子 C組自由式接力 亞軍 3C  張展喬 3E  徐智晞 4B  麥文堃 4E  梁經韜 4E  卜聿揚 4E  陳俊瑋         男子 C組四式接力 亞軍 4B  麥旻堃 4E  梁經韜 4E  卜聿揚 4E  陳俊瑋 2E  何學泓 男子 E組 50米自由式接力 亞軍 2A  陳錫銘         男子 D組 50米自由式 亞軍 3C  黃凱宏         男子 D組 50米蛙式 亞軍 3E  徐智晞 4E  卜聿揚       男子 D組 50米蝶式 季軍 3C  黃凱宏         男子 E組 50米持板踢腳 季軍 2A  陳錫銘         女子 E組全場 總季軍 2B  葉鎂珩         女子 E組 50米自由式 冠軍 2B  葉鎂珩         女子 E組 50米蛙式 冠軍 2B  葉鎂珩         女子 C組自由式接力 冠軍 4E  侯采盈         女子 D組自由式接力 亞軍 2B  葉鎂珩 3A  陳思伶 3B  簡伊彤 3B  王倩盈 3C  胡凱嵐 3D  陳嘉懿         女子 D組四式接力 亞軍 3A  陳思伶 3B  簡伊彤 3B  王倩盈 3C  胡凱嵐 3C  李川萱 3D  陳嘉懿         女子梯級自由式接力 亞軍 2B  葉鎂珩 3B  簡伊彤 3B  王倩盈 4A  李川芊 4C  李卓寧 4D  鄭雪怡         女子 C組四式接力 亞軍 4E  侯采盈         女子 E組 50米背泳 季軍 2B  葉鎂珩         自由體操女子新秀組  (新界地域一區) 冠軍 2D  陳卓琳         跳箱女子新秀組 (新界地域一區) 冠軍 2D  陳卓琳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2010 年度校際游泳標賽－男子甲組團體 冠軍           男子甲組 4X50米自由式 接力 冠軍 5C  蘇鈺誠 6B  袁樂兒 6B  馬浩斌 6E  黃翹楚 6E  林卓謙 6E  曾偉霖         男子甲組 50米自由泳 亞軍 5C  蘇鈺誠         男子甲組 50米蝶泳 亞軍 5C  蘇鈺誠         男子甲組 100米胸泳 季軍 6B  馬浩斌         男子甲組 50米胸泳 季軍 6B  馬浩斌         男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殿軍 6E  黃翹楚         男子乙組團體 冠軍           男子乙組 4X50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3C  彭信傑 3C  黃凱宏 3C  何彥俊 3E  黎睿禧 5A  古迪羲 5D  李曜丞         男子乙組 100米胸泳 冠軍 3E  俆智晞         季軍 3E  黎睿禧         男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 亞軍 5A  古迪羲         男子乙組 50米背泳 季軍 5A  古迪羲         男子丙組團體 冠軍           男子丙組 4X50米自由式 接力 冠軍 

(破大會紀錄) 

4B  方子朗 4B  麥旻堃 4C  侯思哲 4E  陳俊瑋 4E  卜聿揚 男子丙組 50米背泳 亞軍 4B  方子朗         男子丙組 50米胸泳 亞軍 4C  侯思哲          季軍 4E  卜聿揚         男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季軍 4B  方子朗          殿軍 4B  麥旻堃         女子甲組 4X50米自由式 接力 冠軍 6A  謝迦饒 6A  龔貝甄 6A  黎婧希 6D  黎采羚 6E  周子喬 6E  阮樂然         女子甲組 50米胸泳 冠軍 5A  陳嘉睿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女子甲組 100米胸泳 亞軍 6A  黎婧希         女子甲組 50米胸泳 季軍 6A  黎婧希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殿軍 6A  龔貝甄         女子甲組 50米背泳 殿軍 6A  龔貝甄         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女子乙組 50米背泳 季軍 5A  陳嘉睿         女子乙組 50米胸泳 殿軍 4C  李卓寧         女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 殿軍 4D  何穎銦         女子乙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殿軍 3A  陳思伶 3B  簡伊彤 3C  李川萱 3D  陳嘉懿 4D  何穎銦 5A  陳嘉睿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女子丙組 50米胸泳 季軍 2B  葉鎂珩         女子丙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2B  葉鎂珩 3B  王倩盈 3C  李川芊 4C  李卓寧 4D  鄭雪怡 大埔區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團體 冠軍 4E  曾焯鋒 5A  劉俊銘 6B  張孝廉 6B  余俊彥 6E  陳耀昌 大埔區校際羽毛球比賽—男子單打 季軍 6B  張孝廉         新界地域區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4X50 自由式接力 亞軍 3C  徐智晞 5B  古迪羲       男子丙組 4X50 自由式接力 季軍 4B  方子朗 4B  麥旻堃 4C  侯思哲     2009-2010 兒童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新界區賽事 第四名 4A  朱文欣         2009-10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個人賽 冠軍 6A  顏愷鳴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全港性比賽全港性比賽全港性比賽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學生姓學生姓學生姓名名名名 優 秀 隊 伍 選 舉 計 劃
2008-2009 

優秀隊伍 女童軍第 25B隊 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0 優秀女童軍 5C  葉卓螢         香港童軍總會新東地域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金紫荊獎章 6B 余俊彥 6B  陳灝暘 6D 黎采羚 6E  方舜儀 08-0
9 

陳彥衡 
08-09 周樂晴 08-0

9 
冼悠 08-0

9 
羅芷銚 08-0

9 
林綺華 08-0

9 
姜永賢 

08-09 陳可盈 08-0
9 

林冠喬       
2009-2010優異旅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B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B團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埔南區 幼童軍支部烹飪比賽 

冠軍 5E 陳倩盈 5E 張匡廷 5E 林卓峰 5E 羅俊森 5E 梁頴晴 
5E 盧嬴臻 5E 麥翱雋       優異獎 5A 鄭諾茵 5A 林建誠 5C 江雨軒 5C 蘇鈺誠 5C 曾婉婥 優異獎 6A 曾明俊 6D 陳詩惠 6D 黎采羚 6D 盧梓鋒 6E 麥彤安 
5A 歐陽家熹         優異獎 6B 余俊彥 6B 陳灝暘 6B 何穗荇 6B 馬浩斌 6C 李灝 地域總監盃小童軍比賽 亞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B團 

2C 曾棨禧 2E 何希活 2D 曾浩銘 2C 張穎潼 2B 黃德如 

2B 林天恒 2E 高珀鋒 2D 梁宇軒 2E 嚴嘉欣 2D 曾旻皓 

2C 陳姵希 2E 李希朗 2A 鄧祉妤 2D 陳德承 2A 李嘉慧 

2D 黃樂心 2A 盧一峰 2A 許啟桄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南區童軍會 2009年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大 埔 南 區支 部 首 名旅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B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卓越旅獎 大埔南第十七旅 優異旅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B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B團 旅 團 優 異籌款獎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2009-10 年度小童軍遊戲比賽（區總監盃） 

 

總亞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1B 張可怡 1B 李寶霖 1C 吳君瑤 1D 孫若彤 1E 胡希正 

1E 葉子柔 1E 梁雅慧       單項比賽—財源滾滾 冠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1B 張可怡 1B 李寶霖 1C 吳君瑤 1D 孫若彤 1E 胡希正 

1E 葉子柔 1E 梁雅慧       單項比賽—新春大吉 季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1B 張可怡 1B 李寶霖 1C 吳君瑤 1D 孫若彤 1E 胡希正 

1E 葉子柔 1E 梁雅慧       單項比賽—年年有魚 季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1B 張可怡 1B 李寶霖 1C 吳君瑤 1D 孫若彤 1E 胡希正 

1E 葉子柔 1E 梁雅慧       單項比賽—步步高陞 季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1B 張可怡 1B 李寶霖 1C 吳君瑤 1D 孫若彤 1E 胡希正 

1E 葉子柔 1E 梁雅慧       單項比賽—加官進爵 季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1B 張可怡 1B 李寶霖 1C 吳君瑤 1D 孫若彤 1E 胡希正 

1E 葉子柔 1E 梁雅慧       親子比賽 亞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A團       

1B 張可怡 1B 李寶霖 1C 吳君瑤 1D 孫若彤 1E 胡希正 

1E 葉子柔 1E 梁雅慧       小童軍遊戲比賽 

(區總監盃) 

總殿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B團       

2C 曾棨禧 2E 何希活 2D 曾浩銘 2C 張穎潼 2B 黃德如 

2B 林天恒 2E 高珀鋒 2D 梁宇軒 2E 嚴嘉欣 2D 曾旻皓 

2C 陳姵希 2E 李希朗 2A 鄧祉妤 2D 陳德承 2A 李嘉慧 

2D 黃樂心 2A 盧一峰 2A 許啟桄     單項比賽—加官進爵 亞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B團       

2C 曾棨禧 2E 何希活 2D 曾浩銘 2C 張穎潼 2B 黃德如 

2B 林天恒 2E 高珀鋒 2D 梁宇軒 2E 嚴嘉欣 2D 曾旻皓 

2C 陳姵希 2E 李希朗 2A 鄧祉妤 2D 陳德承 2A 李嘉慧 

2D 黃樂心 2A 盧一峰 2A 許啟桄     親子比賽 亞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小童軍 B團       

2C 曾棨禧 2E 何希活 2D 曾浩銘 2C 張穎潼 2B 黃德如 

2B 林天恒 2E 高珀鋒 2D 梁宇軒 2E 嚴嘉欣 2D 曾旻皓 

2C 陳姵希 2E 李希朗 2A 鄧祉妤 2D 陳德承 2A 李嘉慧 

2D 黃樂心 2A 盧一峰 2A 許啟桄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10 年度第八屆幼童軍課程比賽 （李耀斌主席盃） 幼童軍課程比賽 

總冠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4A 朱文欣 5A 李詠琪 5E 林卓峰 5E 陳倩盈 6A 曾明俊 

6D 盧梓鋒         總季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B團       

5A 鄭諾茵 5E 劉瑋婷 5E 羅俊森 6B 梁朗妮 6B 何穗荇 

6E 麥彤安         常識問答（單項） 冠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4A 朱文欣 5A 李詠琪 5E 林卓峰 5E 陳倩盈 6A 曾明俊 

6D 盧梓鋒         體育技能（單項） 冠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4A 朱文欣 5A 李詠琪 5E 林卓峰 5E 陳倩盈 6A 曾明俊 

6D 盧梓鋒         基本繩結（單項） 冠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B團       

5A 鄭諾茵 5E 劉瑋婷 5E 羅俊森 6B 梁朗妮 6B 何穗荇 

6E 麥彤安         誓詞規律（單項） 冠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4A 朱文欣 5A 李詠琪 5E 林卓峰 5E 陳倩盈 6A 曾明俊 

6D 盧梓鋒         誓詞規律（單項） 亞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B團       

5A 鄭諾茵 5E 劉瑋婷 5E 羅俊森 6B 梁朗妮 6B 何穗荇 

6E 麥彤安         體育技能（單項） 季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B團       

5A 鄭諾茵 5E 劉瑋婷 5E 羅俊森 6B 梁朗妮 6B 何穗荇 

6E 麥彤安         基本繩結（單項） 季軍 大埔南第十七旅幼童軍 A團       

4A 朱文欣 5A 李詠琪 5E 林卓峰 5E 陳倩盈 6A 曾明俊 

6D 盧梓鋒         

2009-2010 年度大埔區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 6A 何家蔚         粉紫章 

(小學高級) 

6A 何家蔚 6D 張翰盈       粉橙章 

(小學中級) 

6A 何家蔚 6A 蘇芷彤 6B 何穗荇 6C 吳翬文 6E 陳鎧澄 

6E 李家潁         粉綠章 

(小學初級) 

4A 朱文欣 6A 蘇芷彤 6C 陳安怡 6E 李家潁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銅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活動 

銀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4A 鄭可怡 4A 陳昕琪 6E 劉浩森 6E 李家潁   活力東亞在大埔—跨代活力及益智運動同樂日 

全 場 最 高分獎 

4A 鄭可怡 4A 何穗筠 4A 陳昕琪 4D 何穎銦 4D 何倬慧 

5A 譚皓勻 5E 溫嘉希 6A 陳芍玲 6A 何家蔚 6A 蘇芷彤 

6B 梁君誠 6B 何穗荇 6C 陳安宜 6C 吳翬文 6D 張翰盈 

6E 陳鎧澄 6E 劉浩森 6E 李家潁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全全全國國國國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 

CSCL 促進建構研究總課題組 

學 習 村 莊（LV）實驗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香港佛山配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計劃 

卓 越 村 莊獎 

5E 陳宥彰 5E 陳祖暉 5E 劉瑋婷 5E 翟朗喬 5E 楊子欣 

5E 阮靜嵐 5E 甘文婷 5E 張匡廷     香港佛山配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計劃—卓越村莊獎 

金獎 5E 陳宥彰 5E 陳祖暉 5E 劉瑋婷 5E 翟朗喬 5E 楊子欣 

5E 阮靜嵐 5E 甘文婷 5E 張匡廷     香港佛山配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計劃—最優秀成品獎 

金獎 5A 林建誠 5A 鄧國宗 5A 楊卓軒 5A 鄧康堯 5A 李紫欣 

5A 黃頌祈 5B 李曉怡 5C 林子游     港臺配對學校網上遊戲專題研習 2009-2010 年度 

卓 越 村 莊獎 

5A 洪靖嵐 5A 楊卓軒 5A 林建誠 5A 梁熙朗 5A 石懷熙 

5B 李曉怡 5C 林子游 5E 劉綽婷 5E 翟朗喬 5E 阮靜嵐 

5E 黃梓豪 5E 劉卓男 5E 何雋軒     最 優 秀 成品獎（香港組）銀獎 

5A 洪靖嵐 5A 楊卓軒 5A 林建誠 5A 梁熙朗 5A 石懷熙 

5C 林子游 5E 劉綽婷 5E 翟朗喬 5E 阮靜嵐 5E 黃梓豪 

5E 劉卓男 5E 何雋軒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全全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學校界別獎 

銀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2009 年 sportACT 夏日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金獎 1C 馮㮾曦 2A 陳錫銘 2A 曾善衡 2A 張善欣 2A 程政愷 
2A 何詠欣 2A 李芷莘 2A 梁駿熹 2A 梁芷菁 2A 盧梓峰 
2A 冼旭源 2A 楊思晴 2B 鄭考峰 2B 張雋鍵 2B 張錦俊 
2B 張艾雯 2B 張艾如 2B 葉鎂珩 2B 林天恒 2B 李皓泓 
2B 李煒鍵 2B 李子諾 2B 吳青洋 2B 黃俊傑 2B 黃德如 
2B 邱悠 2C 張穎潼 2C 蔡俊曦 2C 霍梓軒 2C 梁恩翹 
2C 羅孝賢 2C 孟肇天 2C 吳蔚琳 2C 曾棨禧 2C 尹思穎 
2C 王駿 2C 黃嘉琪 2C 黃傑祺 2C 王樂瑤 2C 胡可欣 
2C 甄景琛 2C 楊德忠 2C 袁嘉琳 2D 陳德承 2E 陳樂恩 
2E 高珀鋒 2E 彭卓縈 2E 曾祉雪 2E 黃悅程 2E 胡梓瑩 
2E 楊綺雯 3A 鄭塏誼 3A 鄭堯迅 3A 江穎環 3A 黎雋思 
3A 林家輝 3A 林家緯 3A 林子翱 3A 梁穎彤 3A 羅婉怡 
3A 宋文聖 3A 黃俊傑 3A 王詠彤 3B 張文軒 3B 張文韜 

3B 莊濠銘 3B 馮穎桐 3B 何浚傑 3B 高嘉謙 3B 簡伊彤 

3B 鄺芹永 3B 盧希俊 3B 雷堅儀 3B 王倩盈 3B 楊汶軒 

3C 何彥俊 3C 葉愷雯 3C 甘詠賢 3C 簡俊輝 3C 羅卓彥 

3C 李嘉駿 3C 李芷晴 3C 李川萱 3C 文鈿爃 3C 吳啟峯 

3C 彭信傑 3C 黃凱宏 3C 黃家茵 3C 黃詩淇 3D 陳嘉懿 

3D 張楚楹 3D 張煒琳 3D 程政澔 3D 何諾晴 3D 林洛遙 

3D 劉咏昕 3D 梁承昕 3D 勞澤軒 3D 楊文軒 3D 楊德歡 

3E 馮潤傑 3E 黎睿禧 3E 李崇熙 3E 李嘉怡 3E 羅樂晴 

3E 勞暐然 3E 龍悅芯 3E 馬子健 3E 麥孝樂 3E 孟雪瑩 

3E 石懷豐 3E 蕭欣翹 3E 鄧智林 3E 徐智晞 3E 黃敏瀅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09 年 sportACT 夏日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金獎 3E 黃泳豪 3E 楊梓希 4A 陳澤生 4A 朱文欣 4A 石懷謙 

4A 鄺梓淇 4A 李晟熙 4A 梁顥穎 4A 李川芊 4A 石卓恆 

4A 徐宛蕎 4A 王嘉喬 4A 王紫盈 4A 袁芷晴 4B 鄭惠云 

4B 朱穎希 4B 何俊曦 4B 何蕊靜 4B 黎烙彤 4B 李詠鈿 

4B 麥旻堃 4B 王汶淦 4B 黃雅莉 4B 黃思哲 4C 方兆東 

4C 侯思哲 4C 李卓寧 4C 黃焯盈 4C 黃俊源 4D 區柏濤 

4D 鄭雪怡 4D 張卓南 4D 馮凱欣 4D 馮沛曦 4D 吳小倩 

4D 潘樂然 4D 黃璟琛 4D 甄靜賢 4D 易焌濂 4E 歐卓瑩 

4E 陳曉峰 4E 陳灝筵 4E 陳霈晴 4E 鄭莉恩 4E 侯采盈 

4E 黎易樺 4E 梁詠然 4E 盧毅文 4E 馬愷琳 4E 卜聿揚 

4E 潘翰琳 4E 商綺紋 4E 鄧暐琳 4E 曾焯鋒 5A 陳嘉欣 

5A 陳芷穎 5A 陳詠琪 5A 鄭朝泓 5A 朱穎朗 5A 何建理 

5A 洪靖嵐 5A 簡樂珩 5A 古廸羲 5A 劉俊銘 5A 劉貝羚 

5A 梁熙朗 5A 李紫欣 5A 石懷熙 5A 譚皓勻 5A 鄧康堯 

5A 鄧國宗 5A 王希文 5A 楊卓軒 5A 嚴穎鋒 5C 陳靖嵐 

5C 林俊濠 5C 林子游 5C 鄧駿朗 5C 王以心 5D 李洛軒 

5D 呂嘉希 5D 呂嘉琪 5E 陳祖暉 5E 馮弘建 5E 何雋軒 

5E 韓曉嵐 5E 劉卓男 5E 羅俊森 5E 盧贏臻 5E 黃亦莊 

5E 楊子欣 6A 何家蔚 6A 江晉欣 6A 孟紀欣 6A 吳慧敏 

6A 吳穎兒 6A 湯嘉宜 6A 胡嘉琳 6A 袁浩然 6B 陳曉彤 

6B 陳灝暘 6B 張孝廉 6B 張家慧 6B 徐梓峰 6B 房瀅 

6B 何穗荇 6B 李凱婷 6B 李秀雯 6B 馬浩斌 6B 文臻翹 

6B 潘童恩 6B 沈卓霖 6B 譚浩駿 6B 杜卓謙 6B 尹思琦 

6B 余俊彥 6C 陳苳蕾 6D 陳浩崙 6D 陳家龍 6D 陳懿晴 

6D 張翰盈 6D 鍾碧淇 6D 關仲誠 6D 黎采羚 6D 賴晞 

6D 李嘉敏 6D 盧梓鋒 6D 毛穎琪 6D 吳浩霖 6E 區可弦 

6E 陳鎧澄 6E 陳樂陶 6E 陳芷悠 6E 陳耀昌 6E 周子喬 

6E 何詩敏 6E 葉詠婷 6E 林卓謙 6E 劉幗瑤 6E 李愷珞 

6E 梁珈銘 6E 麥彤安 6E 鄧祺逸 6E 曾偉霖 6E 王曉恩 

6E 黃芷瑩 6E 阮樂然 6E 李家潁     銀獎 2A 張睿文 2B 勞翠琳 2B 馬梓蕎 3A 羅倩婷 3B 周可盈 

3B 詹皓嵐 3B 潘曉思 3B 蘇啟弘 3C 何卓羲 3C 蘇卓瑤 

3E 劉筱瑜 3E 蘇浩峰 4A 張曦賢 4A 劉嘉萱 4A 鄧皓琳 

4B 吳承殷 4D 陳澆進 4E 陳衍晴 4E 張禧彤 4E 張子康 

4E 李穎悅 4E 陸家遨 5A 周睿昕 5A 林建誠 5A 林璺珈 

5A 李詠琪 5A 莫子盈 5A 黃頌祈 5C 蘇鈺誠 5D 吳映如 

5E 翟朗喬 5E 鄧文銦 5E 楊嘉雯 5E 嚴卓文 6A 陳映彤 

6A 利宗翰 6A 黃樂彤 6B 張銘輝 6B 馮家俊 6B 黃信榮 

6D 呂浩寧 6D 文翊翀 6D 黃偉峰 6E 張沛琪   銅獎 2A 吳子謠 2A 王蕙琪 2B 黃詩敏 2B 黃恩祈 2B 葉晴 

2C 陳子宜 2E 陳衍朗 3B 李福琛 3C 蔣穎瑤 3C 毛穎謙 

3E 陳喻筠 3E 林綺婷 3E 蘇翠怡 4A 林耀熹 4A 李曉彤 

4B 黃詩雅 4C 盧佑健 4C 謝梓俊 4D 歐楚婷 4E 鄭塏威 

5A 陳偉洛 5B 袁紫晴 5C 馮威 5E 陳倩盈 5E 陳宥彰 

5E 簡愈明 5E 李曉靖 5E 鄧曉嵐 5E 黃梓豪 6B 卓恩萾 

6B 梁朗妮 6D 陳銘希 6D 伍慧珍     「全港挺直日」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初級組 

冠軍 3D 張煒琳         優異獎 1D 張鎧琳 2C 楊德忠 2C 陳子宜 2E 胡梓瑩 3D 劉昹昕 「全港挺直日」四格漫畫創作比賽—高級組 

季軍 5C 葉卓螢         「全港挺直日」護脊標語—初級組 

優異獎 1E 黃澔銘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全港挺直日」護脊標語—高級組 

優異獎 5D 溫善衡         

2010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sportACT活力校園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sportACT 獎勵計劃 金獎 1A 張欣宓 1A 林卓盈 1A 梁弘澔 1A 伍鑫威 1A 蘇凱嵐 

1B 陳梓健 1B 黎文希 1B 林嘉禧 1B 王紫慧 1B 胡智權 

1B 楊展榮 1C 陳樂豐 1C 馮㮾曦 1C 葉智恩 1C 高卓琳 

1C 郭凱廸 1C 黎政熙 1C 吳君瑤 1D 張鎧琳 1D 鄺祉瑋 

1D 藍天晴 1D 李依雯 1D 石穎潼 1D 謝嘉誠 1D 徐浩宏 

1E 雷紜睿 1E 鄧湘研 1E 黃澔銘 1E 丘廷臻 1E 葉海琪 

2A 陳卓穎 2A 陳錫銘 2A 程政愷 2A 梁駿熹 2A 梁芷菁 

2A 吳梓維 2A 楊思晴 2B 鄭晏菱 2B 鄭考峰 2B 張錦俊 

2B 張艾雯 2B 張艾如 2B 朱淖鎣 2B 葉鎂珩 2B 林天恒 

2B 李煒鍵 2B 李子諾 2B 勞翠琳 2B 曾容玲 2B 黃俊傑 

2B 黃德如 2B 邱悠 2C 區朗 2C 朱楚筠 2C 方貴堯 

2C 黎駿希 2C 賴瑋琛 2C 梁恩翹 2C 孟肇天 2C 曾棨禧 

2C 謝婥瑗 2C 尹思穎 2C 王駿 2C 黃嘉琪 2C 王樂瑤 

2C 胡可欣 2C 邱雪宜 2C 楊德忠 2C 袁嘉琳 2D 陳卓琳 

2D 朱蔚芝 2D 梁宇軒 2D 吳嘉謙 2E 陳衍朗 2E 馮國偉 

2E 洪嘉朗 2E 高政 2E 高珀鋒 2E 劉子心 2E 黃悅程 

2E 尹嘉琦 2E 袁志朗 3A 鄭塏誼 3A 張頌軒 3A 黎雋思 

3A 林家輝 3A 林家緯 3A 林子翱 3A 梁穎彤 3A 文蔚嵐 

3A 宋文聖 3A 黃允聰 3A 王詠彤 3B 張文軒 3B 趙小婷 

3B 簡伊彤 3B 鄺芹永 3B 盧希俊 3B 雷堅儀 3B 吳嘉霖 

3B 唐瑞鳴 3B 楊汶軒 3C 何卓羲 3C 何穎君 3C 何彥俊 

3C 簡俊輝 3C 李嘉駿 3C 李芷晴 3C 李川萱 3C 連凱為 

3C 文鈿爃 3C 毛穎謙 3C 吳啟峯 3C 彭信傑 3C 蕭珮盈 

3C 徐子彤 3C 黃凱宏 3C 胡凱嵐 3D 陳嘉懿 3D 陳柏昊 

3D 張祖滔 3D 張楚楹 3D 張煒琳 3D 程政澔 3D 梁曉霖 

3D 梁丞禮 3D 梁承昕 3D 勞澤軒 3D 楊德歡 3D 嚴子欣 

3D 余芷慧 3E 陳喻筠 3E 黎睿禧 3E 林綺婷 3E 劉筱瑜 

3E 李崇熙 3E 羅樂晴 3E 龍悅芯 3E 馬子健 3E 麥孝樂 

3E 孟雪瑩 3E 蕭欣翹 3E 蘇翠怡 3E 蘇浩峰 3E 徐智晞 

3E 王浩程 3E 黃敏瀅 3E 黃泳豪 3E 楊梓希 3E 余焯彥 

4A 張曦賢 4A 朱文欣 4A 石懷謙 4A 鄺梓淇 4A 林耀熹 

4A 梁顥穎 4A 李川芊 4A 王嘉喬 4A 王紫盈 4A 袁芷晴 

4B 朱穎希 4B 方子朗 4B 何穎婷 4B 何蕊靜 4B 黎烙彤 

4B 李俊賢 4B 利宗灝 4B 麥旻堃 4B 吳文浩 4B 蘇曉晴 

4B 曾家偉 4B 黃雅莉 4B 黃思哲 4B 胡凱晴 4C 陳家琳 

4C 李卓寧 4C 黃俊源 4D 歐楚婷 4D 區柏濤 4D 鄭雪怡 

4D 張卓南 4D 馮凱欣 4D 馮沛曦 4D 何穎銦 4D 林定山 

4D 梁勁澤 4D 潘樂然 4D 崔智皓 4D 黃璟琛 4D 甄靜賢 

4D 楊明旺 4D 葉博謙 4D 袁詠珊 4E 歐卓瑩 4E 陳俊瑋 

4E 陳灝筵 4E 鄭莉恩 4E 張禧彤 4E 黎易樺 4E 梁經韜 

4E 盧毅文 4E 馬本弘 4E 商綺紋 4E 葉澄澔 5A 歐陽家熹 

5A 陳嘉睿 5A 陳芷穎 5A 鄭朝泓 5A 鄭諾茵 5A 周睿昕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sportACT 獎勵計劃 金獎 5A 洪靖嵐 5A 古廸羲 5A 關柏明 5A 林璺珈 5A 劉鎵潁 

5A 梁熙朗 5A 李紫欣 5A 石懷熙 5A 譚皓勻 5A 鄧康堯 

5A 王希文 5A 楊卓軒 5A 嚴穎鋒 5B 陳文森 5B 陳毅燊 

5B 張銳 5B 朱焯琳 5B 賴家耀 5B 林筠涴 5B 李曉怡 

5B 李信軒 5B 李耀章 5B 廖若嵐 5B 吳小玲 5B 黃芯茹 

5B 袁紫晴 5C 陳雅雯 5C 江雨軒 5C 林子游 5C 林逸徽 

5C 潘可怡 5C 蘇鈺誠 5C 王以心 5D 李洛軒 5D 呂嘉琪 

5E 陳祖暉 5E 陳倩盈 5E 曾善宜 5E 張匡廷 5E 趙芝婷 

5E 馮弘建 5E 何卓男 5E 何雋軒 5E 林雅蔚 5E 劉卓勤 

5E 劉卓男 5E 劉綽婷 5E 羅俊森 5E 梁頴晴 5E 盧贏臻 

5E 雷康業 5E 鄧詠溵 5E 溫嘉希 5E 黃亦莊 5E 嚴卓文 

6A 鄭莉琳 6A 趙晉尉 6A 徐灝橋 6A 何家蔚 6A 甘詠豪 

6A 江晉欣 6A 龔貝甄 6A 黎婧希 6A 李曉暉 6A 李力褀 

6A 文豫邦 6A 孟紀欣 6A 吳慧敏 6A 顏愷鳴 6A 潘芊睿 

6A 孫靖淳 6A 譚卓宜 6A 湯嘉宜 6A 曾明俊 6A 謝迦饒 

6A 黃雋 6A 胡嘉琳 6A 姚俊樂 6A 袁浩然 6B 陳曉彤 

6B 陳灝暘 6B 陳瀚儒 6B 張嘉洵 6B 卓恩萾 6B 張孝廉 

6B 張家慧 6B 蔡伊婷 6B 朱國基 6B 房瀅 6B 何穗荇 

6B 梁君誠 6B 李秀雯 6B 馬浩斌 6B 潘童恩 6B 沈卓霖 

6B 譚浩駿 6B 杜卓謙 6B 尹思琦 6B 黃祖迪 6C 陳浩楊 

6C 陳立俊 6C 張穎琛 6C 林浚潁 6C 談峻輝 6C 鄧竣賢 

6C 謝韻儀 6D 陳浩崙 6D 陳家龍 6D 陳銘希 6D 陳懿晴 

6D 鍾碧淇 6D 黎采羚 6D 賴晞 6D 李嘉敏 6D 盧梓鋒 

6D 文翊翀 6D 毛穎琪 6D 吳浩霖 6D 伍慧珍 6D 聶百駿 

6D 葉茵 6D 袁偉智 6E 陳鎧澄 6E 陳樂陶 6E 陳芷悠 

6E 陳耀昌 6E 張沛琪 6E 周子喬 6E 何詩敏 6E 葉詠婷 

6E 龔明德 6E 林卓謙 6E 劉幗瑤 6E 李愷珞 6E 梁珈銘 

6E 麥彤安 6E 曾偉霖 6E 王曉恩 6E 黃翹楚 6E 黃芷瑩 

6E 阮樂然 6E 李家潁       銀獎 1A 趙芷攸 1A 林怡蓁 1A 葉謦瑋 1B 鄭逸宏 1B 鍾旨穎 

1B 劉建豐 1B 文靖君 1B 文靖君 1B 袁栢軒 1C 陳靄翹 

1C 郭宇飛 1C 廖梓鋒 1C 盧伯宏 1C 黃敏怡 1D 陳梓皓 

1D 陳雅楠 1D 張頌恆 1D 李進熙 1D 袁祺 1E 鍾漢瑜 

1E 何芷嬉 1E 梁雅慧 1E 馬振航 1E 蘇浩瑩 1E 鄧皓琪 

1E 胡希正 2A 李圓緻 2A 雷靖 2B 陳曈棽 2B 張雋鍵 

2B 李皓泓 2B 戴偉軒 2B 黃詩敏 2C 張穎潼 2C 蔡俊曦 

2C 甄景琛 2D 張迪森 2D 麥旻皓 2E 陳樂恩 2E 馮國傑 

2E 何學泓 2E 鄺芷茵 2E 鄧凱瑤 2E 曾祉雪 2E 胡梓瑩 

2E 楊綺雯 2E 嚴嘉欣 3A 陳思伶 3A 鄭堯迅 3C 蔣穎瑤 

3C 張展僑 3C 甘詠賢 3C 羅卓彥 3D 劉咏昕 3E 馮潤傑 

3E 李嘉怡 3E 勞暐然 3E 石懷豐 4A 陳澤生 4A 劉嘉萱 

4A 黃筱茵 4B 鍾漢堯 4B 方麗儀 4B 李詠鈿 4B 廖千嬅 

4B 吳承殷 4B 黃詩雅 4C 林汶鋒 4C 丁梓燊 4E 陳衍晴 

4E 林泳莉 4E 陸家遨 4E 馬愷琳 4E 吳芍瑩 4E 潘翰琳 

5A 陳嘉欣 5A 朱穎朗 5A 李詠琪 5B 阮國禧 5C 詹昊然 

5D 李曜丞 5D 吳映如 5D 黃康男 5D 姚依嵐 5E 翟朗喬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sportACT 獎勵計劃 銀獎 5E 陳宥彰 5E 簡愈明 5E 劉瑋婷 5E 李曉靖 5E 楊嘉雯 

5E 楊子欣 5E 阮靜嵐 6A 吳穎兒 6A 蘇芷彤 6A 黃樂彤 

6B 文臻翹 6C 吳家彤 6C 王子正 6D 陳詩惠 6D 關仲誠 

6E 區煒瑩 6E 陳漪彤 6E 鄭凱文 6E 鍾嘉豪 6E 李浩輝 銅獎 1A 周臻欣 1B 陳思穎 1B 陳瑞曦 1B 張家銘 1B 方鍵如 

1B 司徒潁榆 1B 鄧子謙 1C 陳紀垣 1C 周穎妍 1C 何愉恩 

1C 伍梓釗 1C 黃晴熙 1C 王雅雯 1E 陳皓靈 1E 詹凱喬 

1E 賴彥希 2A 曾善衡 2A 李芷莘 2A 吳子謠 2B 吳青洋 

2B 吳碩楠 2C 羅孝賢 2D 陳健弘 2E 何希活 2E 楊明德 

3A 劉芍岐 3A 羅倩婷 3A 李家俊 3A 魏諾鋒 3B 莊濠銘 

3B 馮穎桐 3B 高嘉謙 3B 潘曉思 3C 陳凱莹 3C 潘曉冰 

3C 黃詩淇 3D 林洛遙 3D 林智聰 3E 鄧智林 4A 羅雪瑩 

4B 何俊曦 4B 王汶淦 4C 黃筱嵐 4D 古晉達 4E 陳霈晴 

4E 羅愉彤 4E 李穎悅 5A 陳詠琪 5A 鄭雨桐 5B 葉筠寧 

5C 林俊濠 5E 韓曉嵐 5E 麥崇亨 6A 利宗翰 6A 曾子建 

6B 徐梓峰 6B 李凱婷 6C 吳英杰 6C 黃嘉儀 6C 黃坤銘 

6D 陳樂遙 6E 區可弦 6E 張昕妍 6E 蔡雪晴   

sportFIT 獎勵計劃 金獎 1A 張欣宓 1A 林卓盈 1A 梁弘澔 1A 伍鑫威 1A 蘇凱嵐 

1B 陳梓健 1B 黎文希 1B 林嘉禧 1B 王紫慧 1B 胡智權 

1B 楊展榮 1C 陳樂豐 1C 馮㮾曦 1C 葉智恩 1C 高卓琳 

1C 郭凱廸 1C 黎政熙 1C 吳君瑤 1D 張鎧琳 1D 鄺祉瑋 

1D 藍天晴 1D 李依雯 1D 石穎潼 1D 謝嘉誠 1D 徐浩宏 

1E 雷紜睿 1E 鄧湘研 1E 黃澔銘 1E 丘廷臻 1E 葉海琪 

2A 陳卓穎 2A 陳錫銘 2A 程政愷 2A 梁駿熹 2A 梁芷菁 

2A 吳梓維 2A 楊思晴 2B 鄭晏菱 2B 鄭考峰 2B 張錦俊 

2B 張艾雯 2B 張艾如 2B 朱淖鎣 2B 葉鎂珩 2B 林天恒 

2B 李煒鍵 2B 李子諾 2B 勞翠琳 2B 曾容玲 2B 黃俊傑 

2B 黃德如 2B 邱悠 2C 區朗 2C 朱楚筠 2C 方貴堯 

2C 黎駿希 2C 賴瑋琛 2C 梁恩翹 2C 孟肇天 2C 曾棨禧 

2C 謝婥瑗 2C 尹思穎 2C 王駿 2C 黃嘉琪 2C 王樂瑤 

2C 胡可欣 2C 邱雪宜 2C 楊德忠 2C 袁嘉琳 2D 陳卓琳 

2D 朱蔚芝 2D 梁宇軒 2D 吳嘉謙 2E 陳衍朗 2E 馮國偉 

2E 洪嘉朗 2E 高政 2E 高珀鋒 2E 劉子心 2E 黃悅程 

2E 尹嘉琦 2E 袁志朗 3A 鄭塏誼 3A 張頌軒 3A 黎雋思 

3A 林家輝 3A 林家緯 3A 林子翱 3A 梁穎彤 3A 文蔚嵐 

3A 宋文聖 3A 黃允聰 3A 王詠彤 3B 張文軒 3B 趙小婷 

3B 簡伊彤 3B 鄺芹永 3B 盧希俊 3B 雷堅儀 3B 吳嘉霖 

3B 唐瑞鳴 3B 楊汶軒 3C 何卓羲 3C 何穎君 3C 何彥俊 

3C 簡俊輝 3C 李嘉駿 3C 李芷晴 3C 李川萱 3C 連凱為 

3C 文鈿爃 3C 毛穎謙 3C 吳啟峯 3C 彭信傑 3C 蕭珮盈 

3C 徐子彤 3C 黃凱宏 3C 胡凱嵐 3D 陳嘉懿 3D 陳柏昊 

3D 張祖滔 3D 張楚楹 3D 張煒琳 3D 程政澔 3D 梁曉霖 

3D 梁丞禮 3D 梁承昕 3D 勞澤軒 3D 楊德歡 3D 嚴子欣 

3D 余芷慧 3E 陳喻筠 3E 黎睿禧 3E 林綺婷 3E 劉筱瑜 

3E 李崇熙 3E 羅樂晴 3E 龍悅芯 3E 馬子健 3E 麥孝樂 

3E 孟雪瑩 3E 蕭欣翹 3E 蘇翠怡 3E 蘇浩峰 3E 徐智晞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sportFIT 獎勵計劃 金獎 3E 王浩程 3E 黃敏瀅 3E 黃泳豪 3E 楊梓希 3E 余焯彥 

4A 張曦賢 4A 朱文欣 4A 石懷謙 4A 鄺梓淇 4A 林耀熹 

4A 梁顥穎 4A 李川芊 4A 王嘉喬 4A 王紫盈 4A 袁芷晴 

4B 朱穎希 4B 方子朗 4B 何穎婷 4B 何蕊靜 4B 黎烙彤 

4B 李俊賢 4B 利宗灝 4B 麥旻堃 4B 吳文浩 4B 蘇曉晴 

4B 曾家偉 4B 黃雅莉 4B 黃思哲 4B 胡凱晴 4C 陳家琳 

4C 李卓寧 4C 黃俊源 4D 歐楚婷 4D 區柏濤 4D 鄭雪怡 

4D 張卓南 4D 馮凱欣 4D 馮沛曦 4D 何穎銦 4D 林定山 

4D 梁勁澤 4D 潘樂然 4D 崔智皓 4D 黃璟琛 4D 甄靜賢 

4D 楊明旺 4D 葉博謙 4D 袁詠珊 4E 歐卓瑩 4E 陳俊瑋 

4E 陳灝筵 4E 鄭莉恩 4E 張禧彤 4E 黎易樺 4E 梁經韜 

4E 盧毅文 4E 馬本弘 4E 商綺紋 4E 葉澄澔 5A 歐陽家熹 

5A 陳嘉睿 5A 陳芷穎 5A 鄭朝泓 5A 鄭諾茵 5A 周睿昕 

5A 洪靖嵐 5A 古廸羲 5A 關柏明 5A 林璺珈 5A 劉鎵潁 

5A 梁熙朗 5A 李紫欣 5A 石懷熙 5A 譚皓勻 5A 鄧康堯 

5A 王希文 5A 楊卓軒 5A 嚴穎鋒 5B 陳文森 5B 陳毅燊 

5B 張銳 5B 朱焯琳 5B 賴家耀 5B 林筠涴 5B 李曉怡 

5B 李信軒 5B 李耀章 5B 廖若嵐 5B 吳小玲 5B 黃芯茹 

5B 袁紫晴 5C 陳雅雯 5C 江雨軒 5C 林子游 5C 林逸徽 

5C 潘可怡 5C 蘇鈺誠 5C 王以心 5D 李洛軒 5D 呂嘉琪 

5E 陳祖暉 5E 陳倩盈 5E 曾善宜 5E 張匡廷 5E 趙芝婷 

5E 馮弘建 5E 何卓男 5E 何雋軒 5E 林雅蔚 5E 劉卓勤 

5E 劉卓男 5E 劉綽婷 5E 羅俊森 5E 梁頴晴 5E 盧贏臻 

5E 雷康業 5E 鄧詠溵 5E 溫嘉希 5E 黃亦莊 5E 嚴卓文 

6A 鄭莉琳 6A 趙晉尉 6A 徐灝橋 6A 何家蔚 6A 甘詠豪 

6A 江晉欣 6A 龔貝甄 6A 黎婧希 6A 李曉暉 6A 李力褀 

6A 文豫邦 6A 孟紀欣 6A 吳慧敏 6A 顏愷鳴 6A 潘芊睿 

6A 孫靖淳 6A 譚卓宜 6A 湯嘉宜 6A 曾明俊 6A 謝迦饒 

6A 黃雋 6A 胡嘉琳 6A 姚俊樂 6A 袁浩然 6B 陳曉彤 

6B 陳灝暘 6B 陳瀚儒 6B 張嘉洵 6B 卓恩萾 6B 張孝廉 

6B 張家慧 6B 蔡伊婷 6B 朱國基 6B 房瀅 6B 何穗荇 

6B 梁君誠 6B 李秀雯 6B 馬浩斌 6B 潘童恩 6B 沈卓霖 

6B 譚浩駿 6B 杜卓謙 6B 尹思琦 6B 黃祖迪 6C 陳浩楊 

6C 陳立俊 6C 張穎琛 6C 林浚潁 6C 談峻輝 6C 鄧竣賢 

6C 謝韻儀 6D 陳浩崙 6D 陳家龍 6D 陳銘希 6D 陳懿晴 

6D 鍾碧淇 6D 黎采羚 6D 賴晞 6D 李嘉敏 6D 盧梓鋒 

6D 文翊翀 6D 毛穎琪 6D 吳浩霖 6D 伍慧珍 6D 聶百駿 

6D 葉茵 6D 袁偉智 6E 陳鎧澄 6E 陳樂陶 6E 陳芷悠 

6E 陳耀昌 6E 張沛琪 6E 周子喬 6E 何詩敏 6E 葉詠婷 

6E 龔明德 6E 林卓謙 6E 劉幗瑤 6E 李愷珞 6E 梁珈銘 

6E 麥彤安 6E 曾偉霖 6E 王曉恩 6E 黃翹楚 6E 黃芷瑩 

6E 阮樂然 6E 李家潁       銀獎 1A 趙芷攸 1A 林怡蓁 1A 葉謦瑋 1B 鄭逸宏 1B 鍾旨穎 

1B 劉建豐 1B 文靖君 1B 文靖君 1B 袁栢軒 1C 陳靄翹 

1C 郭宇飛 1C 廖梓鋒 1C 盧伯宏 1C 黃敏怡 1D 陳梓皓 

1D 陳雅楠 1D 張頌恆 1D 李進熙 1D 袁祺 1E 鍾漢瑜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全港性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sportFIT 獎勵計劃 銀獎 1E 何芷嬉 1E 梁雅慧 1E 馬振航 1E 蘇浩瑩 1E 鄧皓琪 

1E 胡希正 2A 李圓緻 2A 雷靖 2B 陳曈棽 2B 張雋鍵 

2B 李皓泓 2B 戴偉軒 2B 黃詩敏 2C 張穎潼 2C 蔡俊曦 

2C 甄景琛 2D 張迪森 2D 麥旻皓 2E 陳樂恩 2E 馮國傑 

2E 何學泓 2E 鄺芷茵 2E 鄧凱瑤 2E 曾祉雪 2E 胡梓瑩 

2E 楊綺雯 2E 嚴嘉欣 3A 陳思伶 3A 鄭堯迅 3C 蔣穎瑤 

3C 張展僑 3C 甘詠賢 3C 羅卓彥 3D 劉咏昕 3E 馮潤傑 

3E 李嘉怡 3E 勞暐然 3E 石懷豐 4A 陳澤生 4A 劉嘉萱 

4A 黃筱茵 4B 鍾漢堯 4B 方麗儀 4B 李詠鈿 4B 廖千嬅 

4B 吳承殷 4B 黃詩雅 4C 林汶鋒 4C 丁梓燊 4E 陳衍晴 

4E 林泳莉 4E 陸家遨 4E 馬愷琳 4E 吳芍瑩 4E 潘翰琳 

5A 陳嘉欣 5A 朱穎朗 5A 李詠琪 5B 阮國禧 5C 詹昊然 

5D 李曜丞 5D 吳映如 5D 黃康男 5D 姚依嵐 5E 翟朗喬 

5E 陳宥彰 5E 簡愈明 5E 劉瑋婷 5E 李曉靖 5E 楊嘉雯 

5E 楊子欣 5E 阮靜嵐 6A 吳穎兒 6A 蘇芷彤 6A 黃樂彤 

6B 文臻翹 6C 吳家彤 6C 王子正 6D 陳詩惠 6D 關仲誠 

6E 區煒瑩 6E 陳漪彤 6E 鄭凱文 6E 鍾嘉豪 6E 李浩輝 銅獎 1A 周臻欣 1B 陳思穎 1B 陳瑞曦 1B 張家銘 1B 方鍵如 

1B 司徒潁榆 1B 鄧子謙 1C 陳紀垣 1C 周穎妍 1C 何愉恩 

1C 伍梓釗 1C 黃晴熙 1C 王雅雯 1E 陳皓靈 1E 詹凱喬 

1E 賴彥希 2A 曾善衡 2A 李芷莘 2A 吳子謠 2B 吳青洋 

2B 吳碩楠 2C 羅孝賢 2D 陳健弘 2E 何希活 2E 楊明德 

3A 劉芍岐 3A 羅倩婷 3A 李家俊 3A 魏諾鋒 3B 莊濠銘 

3B 馮穎桐 3B 高嘉謙 3B 潘曉思 3C 陳凱莹 3C 潘曉冰 

3C 黃詩淇 3D 林洛遙 3D 林智聰 3E 鄧智林 4A 羅雪瑩 

4B 何俊曦 4B 王汶淦 4C 黃筱嵐 4D 古晉達 4E 陳霈晴 

4E 羅愉彤 4E 李穎悅 5A 陳詠琪 5A 鄭雨桐 5B 葉筠寧 

5C 林俊濠 5E 韓曉嵐 5E 麥崇亨 6A 利宗翰 6A 曾子建 

6B 徐梓峰 6B 李凱婷 6C 吳英杰 6C 黃嘉儀 6C 黃坤銘 

6D 陳樂遙 6E 區可弦 6E 張昕妍 6E 蔡雪晴   年青一代樹木通識比賽 優異作品 5A 劉貝羚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 

金獎 6B 陳曉彤         銀獎 5A 鄧國宗         銅獎 5A 陳慧卓         優異獎 4A 王紫盈 4A 陳昕琪 4D 李梓澄 4E 陳灝筵 4E 張婉瑩 

4E 李梓淇 4E 梁嘉希 4E 葉澄皓 5A 黃頌祈 6B 陳曉瑩 

6B 潘童恩 6B 陳灝暘 6B 尹思琦 6C 王子正 6D 張翰盈 

6E 李晴琳 6E 譚偉健       基礎環保章 4A 王紫盈 4A 陳昕琪 4D 李梓澄 4E 陳灝筵 4E 張婉瑩 

4E 李梓淇 4E 梁嘉希 4E 葉澄皓 6B 尹思琦   

 
 
 
 
 



 

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 

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新界及大埔區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健康小食設計比賽 —小學組 

第一名 4E 李梓淇         第二名 6C 吳翬文         第三名 5A 鄧國宗         健康生活你我他 遠離毒品跨啦啦口號創作比賽—高級組 

亞軍 6A 徐灝橋         健康生活你我他 遠離毒品跨啦啦口號創作比賽—中級組 

冠軍 3D 張煒琳         優異獎 3A 林子翱         健康生活你我他 遠離毒品跨啦啦口號創作比賽—初級組 

冠軍 2E 黃悅程         優異獎 2E 曾祉雪 2E 劉子心       

 

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 

全港性公民教育比賽全港性公民教育比賽全港性公民教育比賽全港性公民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友兒學校獎勵計劃 

友兒學校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09 年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 

(優異榮譽)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長者學苑學習或服務獎勵計劃 

銅獎 4A 何穗筠 4E 陳灝筵 5A 鄭諾茵 5A 劉鎵潁 5B 朱焯琳 

5C 馮威 5C 江雨軒 5D 陳盈霖 5E 魏敬鋒 6A 蘇芷彤 

6B 潘童恩 6B 何穗荇 6B 張家慧 6B 沈卓霖 6C 陳沅廷 

6C 陳立俊 6C 張穎琛 6C 文錦忠 6C 李灝 6D 鍾碧淇 

6D 陳樂遙 08-0
9 

朱倩欣 08-0
9 

嚴子健 08-0
9 

羅澤軒 08-0
9 

陳梓豪 建國六十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小學組 

最佳演繹獎 5A 鄧康堯 6A 趙晉尉 6A 李曉暉 6E 張逸羲 6E  蔡雪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問答比賽 

優勝學校獎 5A 陳詠琪 5A 鄧康堯 5A 何嘉兒 6A 李曉暉 6A 趙晉尉 

6A 謝迦饒 6B 袁樂兒 6E 王曉恩 6E 周智晴 6E 葉詠婷 校際「基本法」問答比賽 

積極參與學校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優異獎 6E 陳詠琪 6E 鄧康堯 5E 李曉靖 5E 林卓峰 6A 趙晉尉 

6B 袁樂兒 6E 區煒瑩 6E 周智晴 6E 葉詠婷   

 

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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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小學組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6A 林泳靈 6A 何家蔚 6A 謝迦饒 6E 李家潁 6E 王曉恩 
6E 陳漪彤         貢獻社群好公民義工 計劃 

高級獎 6E 陳漪彤         初級獎 4A 王紫盈 4E 鄧暐琳 4E 陳灝筵 5B 陳文森 5B 李文煜 

5C 陳雅雯 5C 葉卓螢 5C 蘇卓軒 5D 葉倬延 5E 盧嬴臻 

6A 林泳靈 6B 陳灝晹 6B 余俊彥 6B 馬浩斌 6C 王樂童 

6C 陳沅廷 6D 黎采羚 6D 盧梓鋒 6E 周子喬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 問答比賽 2010 

亞軍 6A 趙晉尉 6B 袁樂兒 6E 區煒瑩 6E 張逸羲 6E 葉詠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