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校務報告(2013-2014 學年度) 

 

第一章：我們的學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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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關注重點 
 
1. 讓學生了解自己，欣賞自己的獨特性，並加以發揮。 

2. 透過多元化的課程設計，培育學生成為高動機的學習者。 

3. 透過刻意安排，營造和諧關愛、樂於分享的氛圍。 

 
三、教職員編制及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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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1 1 7 13 36 3 3 2 1 1 1 3 1 2 3 6 
 

本校教職員共 84 人。 

教師資料：(包括校長)58 人 

學歷 認可教育 

文憑 

博士 碩士 正在修讀碩士

學位課程 

大學學位 

佔全校教師人數％ 100％ 2% 36% 19% 100％ 

年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以上 

佔全校教師人數％ 31％ 24% 45% 

 

四、班級結構及學生人數 

 
       本學年度共有三十班，學生人數共九百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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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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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校的

全天候游泳館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正式啟用，為同學的體育科學習增添了一個完備的

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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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設

文化廊及魚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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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獲教育局挑選參加為期三年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計劃已進入第三年。本校

獲撥款二百零三萬，資助推行電子學習。透過撥款，本校優化無線網絡，並購買超過 100 部

平板電腦，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在網絡世界中找尋資訊，擴闊學習空間，提升資訊科技能

力及自主學習能力。 

    於本年三月，本校獲教育局挑選參加「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成為 100 所計劃學校，

本校已計劃電子學習在未來三年的發展方向，期望透過計劃，提升學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讓師生在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進行深度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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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配合校本課程──藝文課，本校在「綠田園」復耕水稻。三年級同學在「農情‧

濃情」這主題下，赤腳踏進水稻田中，親身體驗農耕的滋味，從而明白食物得來不易，欣

賞農夫在農耕工作之辛勞。 

 



 

中藥園     

 

   本校在「綠田園」側開發「中藥園」，種植了不少可作中藥用途的植物，讓同學認識植物

的藥用價值，藉以擴闊同學的眼界。 

 

香草園 

 

為了進一步擴闊學生學習經驗，推動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活動，本年聯同救世軍大埔長

者綜合服務、中華電力北區義工隊、大埔環保會及嘉道理農場，組成「社區有機農友計劃」，

在學校綠田園旁邊的土地開墾香草園。透過長幼義工參與有機耕種，接觸大自然，認識保

護生態的重要性；藉著長幼義工參與健康活動，達致長幼共融，彼此欣賞。此外，透過與

地區組織合作，讓學校融入社區，使學生身體力行，服務社區。而園圃環境亦為老師及學

生提供空間及刺激，使課程的建構和教學更具創意與發揮性。本校亦參加了香港浸會大學

及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合辦 的 18 區校園有機小農夫計劃，當中學生經過一系列的訓練課程，

並到農田中實踐，他們了解有機耕種的好處，在整個活動中，學生十分投入，成功栽種了

不少有機瓜果及蔬菜，更獲大會頒發最佳有機園圃大獎。 

 
六、校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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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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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家長教育、學校與家長溝通 
 
家長教師會 

 
      本校的家長教師會已成立了十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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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教師會於本年三年舉辦親子旅行，藉以增加家

庭成員間之溝通和了解，使家長和學生輕鬆地度過一個課外大自然學習課程，加強彼此認

識，分享教子心得，當天有六百多位家長及學生一起到錦田遊玩，並到流浮山享用海鮮宴，

大家一起度過了一個快樂的星期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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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參與活動 

 

  為了讓來年一年級家長了解本校的學習事宜，本校更提早於七月為即將入學的學生家長

舉辦「迎新會」。而在學年初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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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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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網絡」、「家長閒敍」、「家長分享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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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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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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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本學年度家長參與的活動撮錄於下： 

 迎新課程  「親子九型人格」之認識孩子的型格 

 家長日  小六戀愛通識課之「友」共「情」劇場 

 家長網絡代表會議  2013-2014「傳」「新」家長教育工作坊 

 親子售旗  「親親孩子心」小一親子活動日 

 家長座談會  「親子同樂日」小二親子活動日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童」頌親恩小三親子活動日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有您伴我行」小四至小六親子活動日 

 親親孩子心之親子日營  家長茶敍之自製杯裝版芝士凍餅 

 家長網絡代表聚會  「認識情緒健康、情緒教育技巧」家長工作坊 

 家長茶敍之自製迷你蘋果撻  「家長閒敍」之聖約翰救傷會--急救班證書課程 

 家長茶敍之自製 CAKE POP  愛心家長郊遊遠足樂聯誼活動 

 「聯繫心情」家長教育講座  「家長閒敍之利是封 DIY–全盒」 

 SEN 家長聚會  「認識發聲技巧．保護聲線」家長講座 

 「家長閒敍」之扭波班  「家長也敬師」運動敬師標語設計比賽 

 「焦在也自在」家長工作坊  圖書館家長義工-製作手工書工作坊 

 家長太極拳研習班  「讓孩子走得更前」家長座談會 

 「如何令子女有個愉快而充實的暑假？」家長工作坊 

 「反敗為勝――最大進步學生的學習方法」家長講座 

 「做個有文化的家長，培養有內涵的子女」家長分享會及藝文課學生作品展覽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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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我們的學與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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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之星」的選舉，讓同學

就著不同的主題，如自律、禮貌、誠實、關懷、自勵、積極、感恩等，選出不同的「星級學

生」，展現同學不同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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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

9 月，本校獲頒「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2010 年及 2011 年，本校兩年皆獲頒發

「The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而在 2013 年，本校再獲頒發「The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  (Year Five Winners)」，在 9 月下旬，兩位老師代表本校師生前往美國領取獎項。

這五個啟發潛能教育大獎肯定了我們的付出，啟發潛能教育理念已植根於本校，其理念精神

已潛移默化地成為我校的文化，學校不論校長、老師、職工及學生均充份體現尊重、信任、

樂觀及關愛的精神。我們一定會更加努力，深化和諧校園的理念，將此理念在課程教學、各

項事務、活動中貫徹實踐，發揮學生的潛能。 
 

二、重視語文教學，提升兩文三語能力 
 

語文是學習所有學科的基本能力，是一切學習的根基，無論學習哪一個範疇的知識，良

好的語文基礎和能力都是開啟知識大門重要的鎖匙，因此，良好的語文根基是終身學習的重

要助力。本校非常重視同學兩文三語能力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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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升英語能力，多聽多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校聘請了三位英語外籍老師，在日

常的課堂中，他們利用故事書，透過生動有趣的活動，引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升學生

會話能力及英語運用能力。除此，於星期二的英文日中，他們負責訓練視像早會小司儀，以

英語主持早會，於小息或午間活動時段，準備語文遊戲，以英語跟學生溝通，藉以提升英語

學習之氛圍，及提升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除此，他們更擔任「Bookwarms」、 「Junior English 

Club」、「English Fun Club」、「Campus TV」、「English Activity Club 」等課外資優課程的導

師，進一步提升尖子的能力。每個學年，英文科組老師亦會為一至六年級同學準備英語日營，



 

以英語跟同學溝通，進行各項學習遊戲及活動，刻意營造英語環境，讓學生運用英語與老師

及同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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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本校更將

學生的英文作品結集成 Evergreen Campus，冀能給予同學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亦希望同學

能互相學習，提升語文能力。 

    本校更為學生製造不同的學習機會，去年十月，蘇格蘭的 St George’s School for Girls 的學

生到校作交流，本校的學生更接待她們，寄住在本校學生的家中，同學更有機會發揮小主人的角

色，照顧來自蘇格蘭的同學，帶她們出外活動，同學亦能藉此機會與她們多溝通，提升英語的聽

說能力。而新加坡 Teck Wyhe Primary School 亦於去年十一月到訪本校，本校學生負責接待工

作，他們跟新加坡的學生一起午膳、以英語閒談，還一起完成活動，對於學生來說，這些都

是很好的學習機會，讓他們在真實環境中，運用英語跟別人溝通。除此，老師更曾帶領學生

到美國 West Virginia 的 Davis Creek Elementary School 作學校生活交流體驗，他們寄

住在當地同學的家庭，與當地學生遊覽名勝及進行不同的活動，讓學生親身體驗英語在實際

生活的應用，以擴闊視野，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中國語文能力 

 

本校中文科從一年級至六年級有系統地發展了一套以能力為主導的單元教學課程，老師

特意選取佳作，配合能力重點，整合單元，透過課堂教學，在老師的引導下，讓學生閱讀佳

作，欣賞文章優美之處，從中感悟，提升語文能力。本校參加了香港大學與教育局合辦的全

班式「喜悅寫意」課程，透過教授學習中文的基礎策略及技巧，為一、二、三年級學生學習

中文打下一個良好的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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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語文能力。本校亦自行編訂詩詞選誦的教材，如蘇軾、王維等詩作，提升同

學對詩詞的認識及欣賞能力。除此，本校中文科組每年均舉辦詩歌創作比賽，讓同學學習以

優雅的詩歌形式展示感受，本校更將得獎的作品結集成《詩家頌地》，冀能給予同學展示學習

成果的機會，亦希望同學能互相學習，提升對詩歌的評賞能力。 

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亦是十分重要的，故此，我們定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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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校內的「中文學習周」、「背誦詩詞」等，而校

外的比賽，如「朗誦比賽」、「小學語文菁英比賽」、滬港「寫作小能手」比賽，「世界華人學

生作文大賽」，在比賽中，學生透過互相觀摩、學習，提升個人的語文能力，而同學的表現亦

不斷提升，取得不錯的成績。除此，本校更將學生的中文佳作結集成《校園創作集》，一方面

提供平台讓同學展示學習成果，另一方面，希望同學透過閱讀同儕的作品，互相學習，提升

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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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報小編輯」小組，透過製作校報，讓同學學習採訪、編輯及寫作報章的技巧，亦同時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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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拼

音》，讓同學提早學習普通話的聲韻母及聲調，為一年級開展普通話學習中文打下一個穩固的

基礎。現時本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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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而提高他們的聽講能力。 

本校又定星期四為普通話日，早會進行「每周一學」、好書推介、繞口令比賽、朗誦等活

動，而在午膳時間亦會播放普通話電影，從而提升同學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為了讓同學在

日常生活有更多機會運用普通話，本校邀請同學擔任「中普大使」，在星期四的午膳時間主持

攤位遊戲，一方面讓「中普大使」從帶領活動中提升他們的領導才能，另一方面，希望透過

輕鬆的方法吸引同學參加遊戲，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運用普通話，提升他們的普通話

聽說能力。 

 

閱讀能力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礎，是生活的一部份，能豐富我們的心靈，累積我們的知識，增長

我們的智慧。閱讀，是一切知識及語言能力的基礎，是吸收知識的最重要管道。因此，本校

投入大量資源，透過不同的計劃及活動，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為了鼓勵同學多閱讀，本

校著意增加圖書館藏書的空間，與及提供更舒適的環境讓同學進行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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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本學年，本校更於有蓋操場旁邊，增建「悠

閒閱讀台」，台上放置了不同類型的圖書，學生可以在上課前、小息，甚至放學後，坐在閱讀

台悠閒地閱讀，享受閱讀中的樂趣。為了擴闊閱讀的範圍，本校推展「湖海尋寶記」閱讀獎

勵計劃，透過進度性的閱讀，一方面提升同學的閱讀質素及範圍，另一方面讓同學養成終身

閱讀習慣。 
    十二月，本校舉辦「我為學校選書會」，讓同學為學校圖書館揀選圖書，活動中，同學十

分投入，認真地選擇合適的圖書，其後，他們更向同學推介自己揀選的書籍。本年二月，本

校舉行「寶湖舊『書』墟」活動，家長及同學以低廉的價錢購買其他同學售賣的「舊」書，

目的是讓同學可以把好書與同學分享。當天有不少同學及家長熱烈地參與，同學高聲叫賣圖

書，氣氛熱鬧，家長和同學都滿載而歸。 

    本校設「圖書館」課，向同學推介好書，提升閱讀的質量。本校亦為學生安排了不少閱

讀活動，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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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每班同學代表都會在早會時段作好書推介，讓同學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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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閱讀花園」、

「小校園」、「i-learner」閱讀計劃，讓學生延伸學習空間，從多方面充實自己。 
 

 



 

三、校本課程配合學生需要，互動學習，發展共通能力 

 
七育並進，提升教學素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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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積極的態度，如

「班主任課」、「成長課」、「藝文課」等，老師透過與同學的討論、分享、實踐或遊戲，作有

系統的培育，從中建立正面的人生觀；本校亦透過不同的校本課程或活動，如「中文科單元

教學」、「英文科從閱讀到寫作」、「英文日活動」、「普通話日活動」、「科學科技日」、「音樂繽

紛 SHOW」等，讓學生在學習層面上得到更廣更深的體驗。 

    本校亦十分重視學生在體能上的發展，因此，在體育課中加入游泳課，課餘時特設活力

角及跑步區，讓學生可以養成多做運動的習慣。除此以外，藝術的陶冶亦是重要的一環，對

個人的素質培育有著緊密的關連。本校視藝科加入「博物館教學」，讓學生透過觀賞佳作，汲

取更多不同藝術創作的理念；而學習歷程冊更記錄學生的學習進程，學生能在真正的創作前

作一個詳盡的紀錄及作更深入的反思，有助提升創作質素；另外，視藝科每年皆設視藝日營，

讓在這方面有潛能的同學就著主題進行創作，發揮創意。在音樂科方面，為了讓學生接觸不

同的音樂及樂器，本校設立中樂團及管弦樂團；另亦設音樂日營，讓學習不同樂器的同學互

相交流學習音樂的心得；本校亦參加了「文化日計劃」，透過帶領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音樂欣

賞會，擴闊學生的視野；除此，音樂科特意加入「音樂生活分」，以鼓勵學生在課餘時學習不

同的樂器或觀賞音樂表演。 

學生在心靈的修養亦同樣重要，故此，本校定期為學生舉辦或參與不同類型的講座或活

動，如情緒健康講座、吸煙禍害講座、「無煙話劇」、「健康生活你我他，遠離毒品跨啦啦」活

動等。除此，學生學習服務他人亦是十分重要的，本校為四至六年級安排校外服務，到老人

中心探訪，讓學生從中學懂關懷別人、欣賞別人。 

本校每班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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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學生議會代表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服務機會，讓同學學習付出、回饋、

包容等美德，學懂平衡權利與責任的重要性，藉以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 

為了讓同學擴闊視野，本校每年都為同學安排不少校外的參觀活動，如博物館、戶外參

觀、日營、宿營、露營、學校文化日活動等；除了本港的參觀外，本校亦安排不同的海外或

國內交流的機會，讓學生走進世界不同的地方，本學年，同學曾到美國、重慶、台灣、新加

坡等地方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學習不同地方的文化。 

 

校本課程發展 

 

    時代不斷進步，我們要為學生將來的生活及學習作最佳的準備。學習必須要與時並進，

配合時代的需要，學校的課程必須要配合時代的發展及學生的需要。因此，本校努力為同學

開發一些適時而適切的課程，讓同學無論在知識、技能及心靈的發展上都同時成長。 

本校老師為同學設計了不少校本課程，如「中文科自主學習：閱讀策略教學」、「中文科

單元教學」、「快樂學拼音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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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電子學習課程」、「常識科電子學習課程」、

「小學通識教育課程」、「常識科研究課」、「藝文課」、「視藝科之博物館教學」、「視藝科電子



 

學習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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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式的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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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用知識，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讓學生學習更有成效。在過去兩年，本

校推展自主學習計劃，實踐 TARGET 模式理念，計劃以「學習為中心」，採用貼近學生生活

的教材，讓學生更感興趣，鼓勵學生透過預習、搜集資料、分享、自評、互評等教學活動，

提升參與度，促進自學動力，從「他控」發展到「自控」，同時透過有系統的教學步驟，讓學

生掌握學習策略，從而靈活運用在日常學習中，拓展學習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同步提升學習

的效能。 

    本校在多年前已把腦基礎學習(Brain-based learning) 教學理念引進教學中，老師在課堂中

運用教學微技巧，讓同學在一個安全、輕鬆的氣氛中投入學習。老師運用此教學策略後，明

顯見到學生更專注於學習當中，課堂氣氛良好，課堂亦較以往活潑，學生十分感興趣。 

    課堂中，老師透過不同層次的提問，逐步引領學生思考，提升思考及理解的深度；透過

小組任務，讓學生互相學習，互補長短，從討論中學習，甚至從親身體驗中經歷，令學習更

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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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溝通、協作、批判性思維等共通能力。 

    除此，配合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的推展，學生在小組中共同肩負學習的責任，

合作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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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有趣的互動式學習活動，不但增強學生在視覺上的刺激，而且學生學習更

為投入。 

    本校通過不同科目或學習領域的學習與教學，透過刻意安排各項課程及學習活動，配合

適切的教學策略，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讓學生應用在各科的學習及日常生活中，以能學

以致用。 

 

自主學習能力 

 

    本學年及過去一年，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六十多萬資助本校推展名為「動機展策

略‧策略助理解‧理解促效能」的自主學習計劃，目的是透過實踐 TARGET 模式理念，在備

課及教學中，圍繞課業(Task)、權責(Authority)、認可(Recognition)、組合(Grouping)、評估(Evaluation)

及學習時間(Time) 六個度向作思考及設計，從學習的趣味性作切入點，讓學生的學習動機得

以提升，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的擁有感及投入感，從而引發學生學習的主

動性，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掌握不同的學習策略，進而提高理解能力，藉以全面增

進學生學習效能。 

    計劃首先在五年級中文科及數學科推行，本學年亦推展至五年級英文科、六年級的中文

科及數學科，老師透過細緻的課堂設計，讓學生從預習到課堂學習的參與度提升，在課堂中，

老師加入不少生活化的材料，如香港紀錄片段、名人專訪、名家作品、新聞、音樂、聲效等，

提升學生的動機，並從中教授學生不同的閱讀策略及數學的概念建構策略，提升學生的理解

能力。  
 



 

數學概念掌握，提升運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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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掌握數學概念，安排學生走出課室作一些估量及量度活動，加強數感和量感，老師又

設計解難活動、數學遊蹤等學習遊戲，提升學生解難的能力。除此，本校在本學年於五年級

其中兩班全面以平板電腦進行數學課堂，學生不用購買印刷課本，透過網上平台即時翻閱電

子課本，透過平板電腦即時接收教學活動，建構數學概念，利用平板電腦，同學可以作即時

分享，互動學習，並作回饋。 

     為了提升同學的自學精神，讓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學習，本校著同學定期進入「現代教育

研究社」數學科網站，透過網上的小遊戲，延伸學習空間，從多方面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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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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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幸邀

請了梁易天先生到校，定期與數學科任老師進行工作坊、觀課及作教學分享，他給予本校數

學科不少寶貴的建議，令本校數學科老師獲益良多。 

 

科學科技教學，培育探究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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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組討論、時事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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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更設「科學科技日」，透過科學小實驗，讓學生探求當中的科學原理，希望藉此訓

練學生探究的能力，培育學生具備科學精神。除此，本校亦設機械人設計培訓小組，著意培

育同學對科學科技的認知，訓練學生創意思維、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透過進行不同的任務，

學生把知識加以實踐，並把科學科技與生活聯繫在一起，本學年，小組的同學參加了不同的

科學科技比賽，其中在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更獲得小學組全港總冠軍，並獲邀前往西班牙

參加世界比賽。是次活動能成功進行，特別鳴謝區議員彭振聲先生及前家長教會主席譚李冰

聯女士鼎力協助，帶隊考察及進行主題講解，更贊助比賽款項，以鼓勵參賽之同學。 
 

通識課程提升思維能力、研習能力、解決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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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提升學生的思維技巧、培養正確的價值觀、應有的待人接物態

度。通識科課程以能力導向為主，補充其他核心課程的不足，透過議題探究學習，擴闊學生

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參與和討論公共議題的能力，發展批判思考、溝通及解難能

力等高階思維，擴闊學生的思考角度及培育正面的價值觀。 

為讓同學有更多實踐各種共通能力的機會，老師設計的活動，不但讓學生掌握所學，更

讓學生把所學到的共通能力延展至其他學科上。 

 



 

藝術教育，創造創意空間 

    藝術教育提供機會及空間讓學生思考、實踐。學生可透過自我思考，運用已有的知識，

去發揮及創作。這種自我發掘的學習模式，可訓練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及提高他們

的學習興趣（香港藝術發展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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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透過參觀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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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紀錄創作的過程，搜集意見，自我完善創作。本校設「視藝之星」

及「小小藝術家」等資優課程，培訓在視覺藝術上具備潛能的同學。 

    每年，本校的視覺藝術科都以一個主題進行大型集體創作，本年的主題是金禧校慶 50 周

年「我們的許願樹」，除了本校學生的創作外，本校更邀請大埔區內的幼稚園一起參與，並於

四月十二日「課統學習周及視藝成果展覽」中展出他們的創作成果。本年度視覺藝術科主任

獲教育局邀請參與課程設計工作並獲本地及內地教育機構邀請作分享嘉賓，可見本校在視覺

藝術教育工作上取得一定的認同。 

   在音樂方面，為了展現學生在音樂方面的才華，特設不同的樂器資優班，如管弦樂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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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本校均

舉辦「音樂繽紛 show」，讓同學的音樂潛能得以發揮，而本校的六年級的學生更是自行創作

音樂劇，配合音樂、歌舞，以故事形式演出，展現學生創造力。 

 

體育學習，強健身心 

 

    本校的體育學習，目的是協助學生建立積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和

發展體能，培養常做運動的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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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

全天候游泳池，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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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本校更為四至六年級舉辦「小小水

運會」，讓同學透過比賽，互相觀摩及學習，提升個人的游泳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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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積極參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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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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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進一步提升游泳尖子的能力，本學年的暑假，老師將帶領了一批學生前往珠海進行

特訓，以提升同學的體能及游泳技術。 

 

藝術文化課程，培育學習內涵 

 

  本學年，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四十多萬資助本校推展名為「從尋找墟市文化出發：

多元人文價值教育特色課程」計劃，透過文化藝術課程(藝文課)提升學生的內在涵養，建構

美好的心靈世界，讓學生在多元學習中經歷和感受，透過經歷觸動學生情感，讓學生了解自

己、享受學習、尋覓興趣、懷抱夢想、展望未來，找出自己學習、生活的意義。 



 

一至六年級主題如下：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核心元素 個人 人與社群 人與自然 人與社會

歷史 

人與社

群、社會 

人與文化

藝術 

主題 遊玩藝能 

 

節日有感 

 

農情‧濃情 

 

墟市情懷 戲劇人情 大埔人‧

情‧味 

 

    文化藝術課程的核心元素是源自本校立足本土及社區所獨有的歷史文化底蘊「墟市(舊墟)

文化」和本校包括「情」、「靈」在內的「七育」並進的辦學宗旨，把多元內涵透過教學活動

具體的呈現。 

    課程的學習歷程以感性為課程發展起點，透過動手尋求第一身經歷和感受，在學習過程

中作自我反思，並以具體多元方式的產出呈現學習成果(包括戲劇、藝術創作、專題報告、學

習歷程檔案等)。  

   文化藝術課程是本校一個創新的課程，重視學生的經歷，透過親身的體驗讓學生有所感

悟。從老師及學生的回應中，我們可見課程已引發了學生的興趣，於本年六年，本校更透過

家長發佈會，邀請家長到校，由校長及老師分享教學的現況，並透過學生的作品，向家長展

示課程推展的初步成效。 

 

電子學習，培養資訊科技能力  

 

    電子學習是時代的趨勢，故此，本校積極培育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本校獲教育局挑選

參加為期三年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本學年本校於四年級及五年級常識科、五年級及

六年級數學科及視藝科推行電子學習計劃。 

    本學年，本校更於五年級其中兩班全面以平板電腦進行數學課堂，學生不用購買印刷課

本，透過網上平台即時翻閱電子課本，透過平板電腦即時接收教學活動，建構數學概念，利

用平板電腦，同學可以作即時分享，互動學習，學生透過平板電腦一些特有的功能，在課堂

中進行互動的學習，老師可即時查看學生的學習情況，並給予回饋，有效提升課堂效能。電

子學習打破一般課本的界限，擴闊學生的學習空間、提升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與及讓老師

更適切地照顧學習差異的問題。 

    本學年，本校作電子學習數學科的展示課，當天有不少家長及友校同工到校，作專業的

交流及分享。 

本校的電腦課程是由本校老師與出版社合作編撰，而在五年級，學生全級已不用購買電

腦科印刷課本，而直接到出版社的網站即時取用電腦科的資源，正是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即時

學習，效果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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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統整研習周，共通能力的綜合展現 

 

「課程統整及專題研習周」融合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知識，是一個全面發展能力的學習經

歷。本年的「課程統整及專題研習周」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下旬舉行。在五天的學習中，各級

以一個主題引入，如「向『王子病』『公主病』SAY GOODBYE」、「林村上河圖」、「大埔旅

遊新角度」、「未來學校」、「隱世寶藏」及「向世界出發」。 

研習活動以學生主導，老師按照學生的不同學習能力分成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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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透過設計不同的活動，如參觀、模擬遊戲、演出話劇、創

作活動、製作建議書等活動，訓練學生的觀察、搜集資料、訪談、資料分析、創意等能力，

在整個學習中，學生需要討論、辨析、合作，互相補足，這能增進學生的互相協作及溝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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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除了建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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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學生更延伸他們的學習，本年四月，本校校長、老師及家長帶領全級五年級學生

往台灣考察及交流，將「課程統整及專題研習周」的學習內容與台灣所見所聞作比較，了解

香港及台灣的保育情況。 

    本校於四月十二日舉行「學習成果展」，各級學生分享課程統整研習周的學習成果，同學

亦向來賓介紹學習的歷程及成果，透過這些公開演說的機會，進一步強化學生的匯報能力。 

 

主題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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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繽紛 show」、「中文周」、「英文日營」、「科學科技日」、「視

藝周」、「萬聖節學習日」、「飢饉周」、「普通話卡拉 OK 比賽」、「小農夫」活動等，讓同學走

出課室，體驗其他的學習方式。 

 

四、家長對學與教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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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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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致學校、家庭互相合作，提升同學學習之效。 

 
家長日問卷 

本校重視學生的學習，故此，於學期中透過家長問卷進行全面的調查，藉此了解家長對老

師教學、學生學習及學校在各事務推展上的意見，以作日後的改進。調查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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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數據予本校一個肯定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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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個科目，均有九成多的家長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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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學習氣氛、適切的教學策略、關

愛的校園文化、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優美的環境及設施、卓越的領導及充足的家校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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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是我們的好夥伴，他們的意見對本校是十分寶貴的，我們一定會好好的利用這些數

據並作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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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作參考。我們一定會以本校的教學理念為核心，不斷完善學與教，為學生設計適切的課程，

讓學生在一個關愛的環境中學習及成長，發揮所長。 

 

 

 

 

 

 

 

 

 

 

 

 

 

 

 

項目 13 至 14 年度 (%) 

中文科教學 91.97 

英文科教學 94.07 

數學科教學 94.34 

常識及通識科教學 91.95 

電腦科教學 92.22 

普通話科教學 91.92 

視藝科教學 95.25 

音樂科教學 92.53 

體育科教學 92.52 

課外活動 91.23 

學生管教 93.1 

午膳安排 84.8 



 

第三章：我們的專業交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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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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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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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教師發展活動總結如下： 

 新入職老師工作坊--BBL 及合作學習教學策略 

 自主學習 TARGET 模式 

 思維策略工作坊 

 閱讀分享 

 言語治療 

 文化藝術工作坊 

 ADHD 學童，誰是！誰非？ 

 未來五年計劃及反敗為勝學生個案分析 

 農耕工作坊 

 電子學習教學分享 

 分科分享：TSA 成績分析 

 分科分享：試卷分析 

 中文科閱讀策略及提問層次 

 數學科探究學習分享 

 英文科寫作教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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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一三年九月至今，校長及老師已有 20 多人次獲不同教育團體邀請，與教育

同工作分享交流，分享的主題如：「學校課程領導」、「課程改革的議題」、「員工管理及發展」、

「幼稚園與小學銜接」、「專業交流活動—電子學習」展示課、「政治之教與學」、「學校民主化

與學生公民意識之發展」、「學校的公民使命」、「專業交流活動—視藝科」展示課、「提升課室

管理技巧」、「自主學習分享」、「藝文課分享會」、「手寫算式工具」、「小學視覺藝術科教學單

元設計分享」、「深港校長論壇 2013：中層教師領導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與實踐」論文發表等

等；本校亦獲報章、電台、雜誌的邀請，如明報、明報教得樂、南華早報、星島日報、經濟

日報、晴報、蘋果日報、東方日報、今日校園、兒童的科學、2013 年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獲獎作品集、HKT EDUCATION、美術教育期刊、綠田園電子通訊、秋冬刊第 34 期 EVERY 

CHILD、香港電台 etvonlinetv、Ontv 東網電視等，接受他們的訪問，將我們的經驗跟同工分

享。 

在過去一年，有數十個來自本港、國內、海外的教育團體蒞校參觀或作專業發展活動，

超過一千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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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市民辦教育協會交流團訪校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視覺藝術）李樂華博士、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及樂善堂梁

銶琚學校的視藝教師到校觀課 

 大連甘井子區教育局訪校 

 蘇格蘭愛丁堡的 St George’s School for Girls 師生到校參觀、交流及進行生活體驗 

 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霍秉坤教授帶領深圳大學教育同工訪校 

 新加坡德惠學校 Teck Wyhe Primary School 教師及學生到校參觀 

 香港教育學院江紹祥教授、上水惠州公立學校老師、筲箕灣祟真學校老師、聖公會天水

圍靈愛小學老師、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老師、宣道會陳元喜小學老師、浸信會天虹小學

老師、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老師、聖母無玷聖心學校老師、香港嘉諾撒學校老師、林村

公立黃褔鑾學校老師、匡智翠林晨崗學校老師到校觀課(電子學習)及交流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vitational Education, Mrs Gerry Sawrey 訪校 

 培基小學葉副校長及譚副校長訪校 

 啟基學校校長及老師訪校 

 中山市教育局教研室科学科教研員馮玉生先生帶領教師及中山市東區松苑中學的教師

骨幹訪校 

 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助理督學李盈芝女士到校觀課 

 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助理教育主任關瑞蓮女士到校觀課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導師黃素蘭博士帶領學員到校觀課 

 Teck Whye Primary School, Singapore 校長及老師訪校 

 浸會大學教育學系中層領導培訓班學校到校參觀 

 香港教育學院 Mr. CHU Yan Kit, Anthony 帶領小組訪校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學生到校參觀 

 深圳市福田區孫聰工作室到校參觀及交流 

 教育學院賽馬會匯豐幼兒中心主任及家長到校參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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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更設定同儕觀課及科主任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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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主任可透過觀課了解各級學生學習情況。

觀課後，老師及科主任可以透過專業對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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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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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

年，本校的數學科支援其他學校的數學科教學。在過去九年中，在「專業發展學校」計劃中，

本校曾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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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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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邀請為課程改革關注小組(小學組)成員 陳慧羣主任 

2 獲邀為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教育顧問 張詩詠主任 

3 獲教育局委任為視覺藝術科課本評審小組成員 張詩詠主任 

4 獲邀請為小學常識科焦點小組會議成員 曾瑞麟老師 

5 獲教育局委任為小學常識科課本評審小組成員 曾瑞麟老師 

6 獲第十九屆表揚教師計劃表揚狀 嚴安琪老師 

曾瑞麟老師 

7 本年度完成碩士課程—教育(數學及行政管理) 郭偉健副主任 

8 本年度完成碩士課程—教育(數學及行政管理) 魏天頌副主任 

9 本年度完成碩士課程—音樂教育 徐凱琳副主任 

10 本年度完成碩士課程—數學教育 吳淑儀老師 

11 獲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最佳導演(提名) 王煒東老師 

 

 

 

 

 

 



 

第四章：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一、透過拔尖補底課程，照顧個別學習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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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本校參加了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與不同學校結成網絡，

不同學校的老師一起備課，探討不同的教學策略，並進行試教，課堂後探討教學成效，這有

助提升教學效能。本校設有「校本資優教育」計劃，安排表現突出的同學參與「核心資優組」

及「資優小組」，讓有潛能的同學在老師特意設計的小組中加強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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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現書中人   Bookworms   Junior English Club   

English Fun Club   Campus TV   English Activity Club  

數學 數學精英培訓組(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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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蚱蜢音樂劇團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小領袖   

體育 田徑校隊  乒乓球校隊  籃球校隊  羽毛球校隊  游泳校隊   

田徑訓練班  劍擊校隊  游泳訓練班   

領導才能 校園小領袖  校園小記者 

環保及健康 環保倡健領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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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的天賦才能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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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教學 
 
    本學年開設課外輔導教學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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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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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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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小組治療及個人治療，為同學跟進言語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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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及家中改善同學語障的

問題，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有效的幫助。  
 
小學校本教育心理學駐校服務 
 

    本校獲教育局提供一名駐校心理學家，她定期到校，為學童進行評估，及早識別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童，並為家長開設工作坊，提供適切的支援。她亦會跟科任老師進行會議，了

解有特殊需要學童的學習情況及跟進的事宜，並提供專業意見。除此，配合一至三年級推展

的「喜悅寫意」計劃，駐校心理學家會定期與一至三年級中文科科任進行備課會議，配合兒

童的發展，進行教學設計，她又到校進行觀課，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並進行課後會議，檢

視課堂教學，讓一至三年級學生學習更有成效。 

 
駐校社工服務 
 
   本校聘請了兩位駐校社工，她們會跟進學生的個案，提供即時的支援。她們推展全校的

校本輔導活動、協助設計成長課的教材、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開設小組等，為學生成長提供

適切的輔導及支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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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天地」小組更以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為首要任務，有系統推行各

項輔導課程及活動，如「I like 寶湖人」、「生日快樂」、「童聲同戲」等。本學年繼續推展「成

長的天空」活動，讓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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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

排「愛心大使」照顧一年級的同學；除此，為了營造關愛的校園氛圍，讓低年級同學感到



 

被照顧及關心，本校特設「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讓五、六年級的同學肩負起照顧學弟學妹

的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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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育及國民教育 
 
    本校重視學生的品德發展，特地安排在早會、班主任課與學生討論特定的主題，如自律、 

誠實、公正、友愛、禮貌等，培養學生的良好公民素質。另外，亦會因應時事發展，為學生 

設計學習活動，例如貧窮問題、賑災活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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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明白尊師重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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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同學了解國家與我們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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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更懂欣賞國家悠久之歷史文化，展示國家的各項發展，藉此提升 

同學對國家之認識。而在去年十二月，老師帶領四至六年級學生前往中國重慶，從親身體驗 

中，讓同學對中國歷史及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此外，本校亦設「Civic Smarties」，他們透過講 

解、播放短片向同學展示中華文化的瑰寶，提升了全校同學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四、健康教育 
 

本校重視同學的健康，因此，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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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本校的家長亦熱心推廣健康資訊，因此，成為「陽

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2013-2014 的潔齒大使。脊骨的護理對同學的一生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

本校邀請機構到校，為學生進行脊骨檢查，讓學生了解自己脊骨的狀況，以作跟進。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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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少用即用即棄飯盒，環保班級

選舉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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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本

校亦積極參與環保活動，如綠遊香港生態導賞團、「愛自然」環境教育計劃、Canon 全港墨兜

回收校獎賽，同學都熱心參與，從生活中實踐環保。本年七月，本校老師更帶領四至六年級

三十名學生到新加坡考察，了解新加坡在環保方面的措施，進行實地考察，並到學校探訪，

反思香港面對的環保問題。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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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綜合服務合辦「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透過不同的活動，如「園藝治療」、「甜品製作」 

等，讓學生有機會擔當助教角色，達至長幼交流。從不同種類的服務中，我們期盼能培育學

生能成為一位懂權利、盡義務的良好公民。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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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著學校各事務的推展，收集同學的意

見，由議會成員作出跟進。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意見的表達，本學年，收集議會同學的建議，學生表示希望能扮演學

校不同的人物，嘗試他們平日的工作，並與同學分享他們的感受，因此，在六月下旬，學生

議會舉辦了一個名為「反轉校園」的活動，讓學生扮演學校不同的人物，如老師、書記、工

友、農夫等工作，並作親身體驗。雖然是首次舉辦此類型活動，但學生感受很深刻，是一個

很好的體驗。 

 

八、成長飛躍助學基金 
 

由一班熱心人士捐助而成立的成長飛躍助學基金，自成立以來，都為有經濟困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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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拼音課程、

成長課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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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排他們到粉嶺稻香飲食文化博物

館、粉嶺環境資源中心、廣福邨的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參觀，讓同學在歡愉的氣氛中加強學習

效能。 

 

九、多元化活動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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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隊伍 幼童軍 小童軍 小女童軍 公益少年團 升旗隊  小老師  愛心大使   

藝術 

小提琴班  單簧管班  敲擊樂班  薩克管班   銅管班    管弦樂團  

長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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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鼓  色彩及素描班 夏威夷結他

創意黏土手工班    水彩畫基礎課程    活學陶藝   樂陶陶   創意水墨   

時裝設計班   摺紙樂園   齊來畫卡通   彩繪情  有趣小手工   手繩編織班 

剪紙樂   兒歌童唱動起來   家政小天地    音樂小百科   摺紙樂無窮    

氣球扭扭樂   手繩 DIY    實用繩結   「戲」絕‧身「芒」   中國書法 

資訊科技 網上學習多姿采   Flash 動畫設計    

 

體育 

足球初班  乒乓球班  跆拳道   中國舞蹈   小型網球班   籃球球隊    

籃球校隊預備班    游泳班   羽毛球   閃避球   外展劍擊班   瑜珈初班  

體育舞蹈  足球   球類大激鬥   齊來做運動   球類遊戲活動 

學 

術 

 

中文 

語文遊戲室   普普樂園   普通話手偶劇場   語文遊戲   小編劇夢工場    

城市小論壇   語文天地   文字探知團   暢遊童話樂園 

漫遊故事王國    普通話樂園   日語初階   韓文初階 

數學 
數學小精靈    數學遊戲研習室   奧林匹克數學班   數學拔尖培訓班    

數學思考站 

英文 

劍橋英語班 英語拼音班   英文歌曲天地   Reading Funland  English Theatre    

English World   English Theatre    Fun.tastic Juniors!    Readers’ Theatre    

Fun.tastic Seniors!    Mr Ford and the English     

常識 健康人生由我創 

科學與 

科技 

機械人模型設計師    機械人學堂    創意科學實驗初班  創意科學實驗高班   

機械模型設計課程  趣味科學實驗 

園藝 綠天使   小農夫 

思維訓練 棋趣天地  神奇魔術   圍棋進階班  圍棋深造班    

 

十、全校圍棋推廣計劃 
 
   本校已於一至六年級全面推廣圍棋活動，本學年，本校於上學期向一年級新生推廣圍棋，

讓同學透過圍棋訓練，提升思維能力，學習中國傳統的文化，陶冶性情。配合圍棋推廣計劃，



 

本校在二樓及六樓設立棋藝角，讓同學在小息及午間活動時段可以跟同學切磋棋藝。而在學

期末更舉辦了一次全校的圍棋大賽，校園充滿奕棋的氣氛。 
 

十一、協助學生成長訓練及活動 

 

 升中講座  升中模擬面試 

 戶外教育營  學校文化日活動 

 視覺藝術創意日營  成長飛躍助學計劃 

 音樂訓練營  世界數學測試 World Class Arena 

 校運會  English Day Camp 

 綠色旅行  有「營」早餐會 

 校際朗誦節  I like 寶湖人 

 童聲同戲  親子農耕樂活動 

 校際音樂節  普通話卡拉 OK 比賽 

 成長的天空計劃  圖書館課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課統學習周——「向『王子病』『公主病』

SAY GOODBYE」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3  課統學習周——「林村上河圖」 

 金禧校慶步行籌款、全校運動日  課統學習周——「大埔旅遊新角度」 

 2014 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課統學習周——「未來學校」 

 戲劇比賽  課統學習周——「隱世寶藏」 

 記憶力訓練課程  課統學習周——「向世界出發」 

 學校合唱教學伙伴計劃演唱會—2014 
 「寶湖舊『書』墟」圖書義賣活動 

 幼童軍體適能章訓練班 
 「幸福非必然、貧苦共體驗」---貧苦宴 

 普通話卡拉 OK 比賽 
 「傳心傳意」小組 

 繽紛音樂賀金禧音樂日營  大埔文藝之夜 2013 

 作家韋婭閱讀分享會  「讀書人書店」閱讀講座 

 陳郁如閱讀分享會  「自在鳥」學生小組 

 「專注小人類小組」  台灣遊學交流團 

 18 區校園有機小農夫計劃  藝術文化課程──大埔富善街考察活動 

 藝術文化課程 -- 參觀嘉道理農場  English Day activity – Halloween 



 

 金紫荊獎章大潭露營  「有您伴我行」小四至小六親子活動日 

 「學校文化日計劃」  一公里量度活動 

 視藝科參觀---香港文化博物展覽：「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計手稿展‧高畑勲與宮崎駿動

畫的秘密」 

 

社區服務活動 

 

 仁愛堂彭鴻樟鄰舍中心  親子義工 

 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  公益金慈善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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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長者鄰舍中心  探訪嗇色園可康耆英鄰舍中心 

 探訪太和長者鄰里中心  探訪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探訪大埔浸信會區張秀芳長者鄰舍中心 

 長幼共融樂融融----香港崇真會福康老人中心 

 關愛共融社區教育計劃：探訪大埔松嶺村匡智松嶺學校 

 

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活動 

 

 環保為公益活動  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成長飛躍助學計劃」  「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音樂會」 

 「長幼綠林大使」計劃  大埔中小學專題講座——「話劇與品德」 

 「一人一花」活動  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課程----甜品製作 

 校園小領袖訓練計劃  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課程----園藝治療 

 大埔中小學專題講座  「幸福非必然、貧苦共體驗」---貧苦宴 

 「童」頌親恩小三親子活動日  小六戀愛通識課之「友」共「情」劇場 

 舊衣物 / 校服 / 月餅盒回收 
 「健康生活你我他 遠離毒品誇啦啦」活

動 

 

 

 

 

 

 

http://eclass.tpompspc.edu.hk/home/eAdmin/StudentMgmt/notice/edit.php?NoticeID=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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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報小編輯 圖書館領袖生訓練 校園小記者 

 

學生參觀及交流活動 

 

 參觀迦密柏雨中學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粵劇文物館」 

 參觀王肇枝中學  參觀環境教育展覽及環境資源中心 

 參觀香港科學館  參觀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參觀沐恩中學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參觀中上環文物徑  參觀大埔頭及大埔鐵路博物館 

 會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新加坡 Teck Wyhe Primary School 到訪 

 台灣學習交流團---新北市陶子腳國民中小學 

 參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粉嶺環境資源中心及廣福邨的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美國交流團----West Virginia 的 Davis Creek Elementary School  

 新加坡交流團----醒華小學 

 
 
 
 
 
 
 
 
 
 
 
 

 



 

第五章：學生表現 

一、學生的學業表現 
 
升中學位分配 

2011-2013 年度升中派位統計 

全級 159 人 

第一志願 人數 第一至三志願 人數 

70% 111 92% 147 

 

學校名稱 獲派位數 

喇沙書院 1  

協恩中學 3 

德望中學 1  

沙田呂明才中學 2  

培僑書院 1  

賽馬會體藝中學 1 

迦密柏雨中學 1 6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1 0  

王肇枝中學 2 5  

沐恩中學 8  

恩主教書院 6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1  

羅定邦中學 1  

聖道迦南書院 1  

救恩書院 1 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 8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5  

信義會心誠中學 2  

大埔三育中學 1  

迦密聖道中學 1 1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3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2  

神召會康樂中學 2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1 4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2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1  

 
本校畢業學生表現優秀，獲協恩中學及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頒發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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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運動員」、「最佳閱讀獎」



 

及「科學獎，分別表揚學生在藝術、文學創作、運動、閱讀及科學方面方面有卓越表現的同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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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律、誠實正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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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本年度學生及學校在校外比賽獲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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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年獲獎同學數目不少，獲獎概況，摘錄其中一些項目如下： 
 

多

元

智

能 

1. 第七屆香港小特首兩名(連續五屆獲選為香港小特首) (香港小童群益會) 

2. 第三屆閃耀之星計劃一名學生獲獎(全面才華) (全港只得二十五名學生獲獎)  

(資優教育基金) 

3. 2013 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優秀小學生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4.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軍小運動會（彭灝盃）比賽，小童軍獲終極比賽全場冠軍，接力

跑冠軍、跳高、跳遠各一項亞軍，幼童軍獲終極比賽及金牌榜全場冠軍，接力跑、跳

高、跳遠、拋豆袋均囊括冠、亞、季獎項 (香港童軍總會大埔南區) 

5.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2012 年度地域主席盃幼童軍挑戰賽獲全場銅獎、兩項單項比

賽冠軍、一項亞軍及一項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6. 2013/2014 年度第十二屆幼童軍課程比賽(主席盃)獲全場總冠軍、兩項單項比賽冠軍、

一項單項比賽亞軍及一項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7.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總監盃小童軍比賽全場優異獎、兩項單項比賽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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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文 

9. 2013-2014 年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現場作文)晉級賽獲一名一等獎、一名二等獎

及四名三等獎，決賽獲一名狀元獎、一名一等獎、一名二等獎、二名三等獎，並在全

國決賽中獲一名狀元獎、一名一等獎 (在深圳舉行，對手來自全國各省優異學生)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10. 第八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決賽—兩名優異獎  

(新界校長會、上海教育報刊總社合辦)    

11. 第九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獲三項特級優異、十二項優異、二十六項良好獎 

(大埔三育中學) 

12.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獲初級 A 等級五項、中級 A 等級十九項、高級 A 等級十三

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同胞史編輯委員會國際教育研究中心) 

13.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四項冠軍、四項亞軍、十二項季軍、二十八項優良獎及

八項良好獎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數 

學 

 

14. 第二十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獲五項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15. 第 25 屆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2014 獲兩項二等獎及八項三等獎 (保良局) 

 



 

 

 

 

數 

學 

 

16.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2014 邀請賽(香港賽區)-初賽十五項二等獎、十八項三等獎，

晉級賽一項一等獎、兩項二等獎、五項三等獎、兩項優異獎，總決賽兩項三等獎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等協辦) 

17. 2014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暨 2014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兩項金獎、

兩項銀獎及兩項銅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18. 2014 年度世界數學測試 8-11 歲小學組(數學、解難分析兩卷)雙優獎一名 

(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 

19. 2014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數學科一項特級優異(High Distinction)及十七項優異獎

(Distinction)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科

學

與

科

技 

20. 2013 GreenMech 機關王城市盃小學組整體關卡創意說明獎銀牌(在台灣舉行，與來自中

國、日本、台灣等優異隊伍比賽)  (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21. FLL Asia Pacific Open Championship Excellence Award (在澳洲舉行的全球 FLL 比賽，與

來自世界各地的優勝隊伍作賽)  (First and The Lego Group) 

22.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小學組總冠軍，並獲邀到西班牙參加交流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 

23. 香港機關王競賽獲高小組亞軍及最佳團體獎，並獲邀到台灣參加世界大賽  

(香港青年協會) 

體

育 

24.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獲三項冠軍、十項亞軍、十五項季軍、四項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5.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 四項冠軍、四項亞軍及四項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埔體育會) 

26. 2013-2014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獲二十一項冠軍、十三項亞軍、十一項季軍、七項殿軍，

男子甲組全場最佳運動員兩名，女子甲組全場最佳運動員一名，並在男子甲組 4×50

米自由式接力、男子乙組 50 米蛙式、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式、男子丙組 50 米蛙式破大

會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7.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四項冠軍、六項亞軍、兩項季軍、六項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8. 2013-2014 大埔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女子組亞軍、男子組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9. 2013-2014 大埔區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組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30. 2013-2014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屈臣氏集團) 

31.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女子高級組傑出運動員，個人全能冠軍，跳馬、

自由體操冠軍，高低槓及平衡木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32. 2014 年競技體操及新秀比賽女子公開組個人全能亞軍，自由體操、跳馬冠軍、高低槓

季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藝

術 

 

33.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兩項冠軍、八項亞軍、十二項季軍、兩項榮譽獎、六十

五項優良獎及十九項良好獎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34. 7
 
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Music Championship Bronze Award, Best Discipline Award 

(新界校長會 香港教育學院 Singapore Creation) 

35.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4 金獎 (亞洲國際手鈴協會（香港）) 

36. 第十八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 2013 獲兩項 Distinction 及一項 Merit 

 (The Australian Futurre Unlimted Education Exhibition) 

37. 第二屆香港亞洲音樂比賽獲一項亞軍及一項季軍 (國際優質教育協會) 

38. 第七屆香港學界口琴比賽兩項冠軍 (香港口琴音樂中心) 
 



 

 

 

 

 

 

 

 

 

 

 

 

 

 

 

藝

術 

 

39. 2013 年香港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季軍 (香港鋼琴協會) 

40. 第 50 屆學校舞蹈節——初小(中國舞組)優等獎、高小(中國舞組)優等獎、(體育舞蹈)

查查查一項甲級獎、三項乙級獎、牛仔舞一項甲級獎、一項乙級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

會有限公司及教育局) 

41. 大埔區第三十二屆校際舞蹈比賽——初小組金獎及最佳服裝獎、高小組金獎及最佳服

裝獎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42. 2013 中國全國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D2 喳喳喳組冠軍、森巴組季軍(香港標準

舞總會 世界舞蹈總會(WDC)香港分會) 

43. 2013(21st) President Cup-Juvenile & Youth –Jive, Cha Cha Cha, Rumba 各項獲八項第一名

及五項第三名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oom Dancing) 

44. 第十二屆會長盃亞洲舞蹈公開賽喳喳、RUMBA 各一項亞軍、牛仔舞季軍 

(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 

45.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十八區盃」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獲三項亞軍及三項季

軍 (九龍城區議會) 

46. WDSF 世界體育舞蹈大獎賽——香港男女混合組 11 歲或以下拉丁舞-五項全能季軍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47. 18 區精英公開賽(第八站)-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兩項金獎及四項銀獎+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48. 校際戲劇節 2014 獲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演員獎 

(香港教育局) 

49.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獲優異整體演出、最佳男演員(大埔文藝協進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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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13 平面創作優異獎三份 (香港教育局) 

52. The First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Outstanding Visual Arts Students Election CUM 

Exhibition 2013-2014—Recommendation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53. 第十四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兩項一等獎、四項二等獎、五項三等

獎及四項優秀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54. 第四屆“素質教育杯”全國少兒書畫大賽六項金獎、兩項銀獎及四項銅獎 

(中國藝術教育委員會) 

55. 2013 國際水合作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保良局教育事務部) 

56. 第一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獲選為推薦學生(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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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校園榮譽 

2013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關愛校園榮譽（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 (數學) 專業發展學校 

連續九年獲教育局邀請成為專業發展學校(首六年為英文科) (教育局) 

3. 多元智能盃學校大獎 

2014 多元智能盃數學比賽學校大獎 (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及香港珠算協會) 

4. (語文教育)  下筆成章獎 

第九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懷文抱質獎 (大埔三育中學) 

 
 



 

 

5. (多元智能) 校際戲劇節四項獎項 

校際戲劇節 2014 獲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演員獎 

(香港教育局) 

6. (多元智能)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兩項獎項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獲優異整體演出、最佳男演員(大埔文藝協進會) 

7. (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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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香港童軍優異

旅團（香港童軍總會） 

8. (體育) 團體獎項(田徑) 

第十六屆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男子乙組團體季軍、男子丙組團體季軍、女子

甲組團體亞軍、女子乙組團體冠軍、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9. (體育) 團體獎項、最佳運動員(游泳) 

大埔區校際游泳錦標賽 2013-2014 男甲團體冠軍、男乙團體冠軍、男丙團體亞軍、

女甲團體冠軍、女乙團體殿軍、女丙團體冠軍，其中男甲接力、男乙 50 米蛙泳、100

米蛙泳均破大會紀錄，並獲男、女子最佳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0. (體育) 團體冠軍(游泳) 

全新界地域游泳錦標賽男丙團體冠軍、女甲團體季軍、女丙團體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1. (體育)大埔區小學校際全年總錦標 

大埔區小學校際全年總錦標男子組銀獎、女子銀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2. (健康教育) 榮譽嘉許狀及金獎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2013-2014」榮譽嘉許狀及金獎 (香港衛生署) 

13. (健康教育) 活力校園獎 

Sport ACT 獎勵計劃活力校園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14. (環保) 最佳有機園圃大獎冠軍 

Amway18 區校園有機小農夫計劃 2013-2014—最佳有機園圃大獎冠軍 

(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合辦) 

15. (環保) 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無綠不歡星期一」校園午餐計劃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Green Monday) 

16. (公民教育)積極參與學校獎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國•齊顯愛國情(第五屆)比賽積極參與學校獎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 

17. (服務)全港賣旗日表揚金狀 

2014. 5.24 全港賣旗日表揚金狀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18. (公益) 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金獎 

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慈善遠足、創意環保籌款活動 (香港公益金) 

19. (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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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視覺藝術) 感謝狀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作比賽暨展覽感謝狀 (教育局及保安局合辦) 

21. (視覺藝術) 公開展覽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教育局) 

22. (視覺藝術)優秀集體獎 

第四屆“素質教育杯”全國少兒書畫大賽優秀集體獎 

(中國藝術教育委員會、《羲之書畫報·書畫教育》報社) 

 



 

3. 傳媒報導 

 

日期 報紙名稱 標題 

08/2013 今日校園 176 【童眼看世界】Kid Witness News KWN 環球錄像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頌獎典禮 2012-13 (本校校園小記者獲獎) 

23/09/201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ide of the mark (本校學與教) 

2013-14 香港機關王競賽 海外比賽獲獎(本校 Lego 機械人小組獲獎) 

08/2013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2013 年學校舞蹈節巡禮香港文化中心 

(本校中國舞校隊) 

08/2013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2013 年學校舞蹈節優勝者表演 (本校中國舞校隊) 

11/2013 明報教得樂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推電子學習減教師壓力 

增學生學習成效 (本校電子學習) 

11/2013 兒童的科學 103 機關重重顯創意 (本校 Lego 機械人小組) 

12/2013 兒童的科學 104 機動打小人 (本校 Lego 機械人小組) 

12/2013 HKT EDUCATION 落實電子學習 共建校本教學資源庫 (本校電子學習) 

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 張詩詠老師 (本校視藝科老師) 

01/2014 2013 年學生中文故事

創作比賽獲獎作品集 

都是糖果惹的禍 (本校學生獲獎作品) 

2014  HKT education 季訊 局長到訪 了解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本校電子學習) 

16/02/2014 蘋果日報 迦密機械人模擬救災奪冠 (本校 Lego 機械人小組) 

16/03/2014 香港電台 etvonlinetv 卓越教室--生活中的藝術 (本校視覺藝術教學) 

14/03/2014 晴報 設計機關模型孩子學會互相尊重 

(本校 Lego 機械人小組) 

02/05/2014 綠田園電子通訊 走進學校園圃 (本校的田園教室，藝文課活動) 

03/05/2014 Ontv 東網電視 全港小學體操賽陳卓琳克服傷痛奪冠 (本校學生) 

04/05/2014 東方日報 頂硬上奪冠 (本校學生) 

04/05/2014 太陽報 陳卓琳負傷贏校際冠軍 (本校學生) 

19/05/2014 星島日報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特刊 (本校校園文化) 

20/05/2014 明報教得樂 班上一人一職 建立責任感 (本校校園文化) 

23/06/2014 經濟日報 小學生發掘小店特色 (本校藝文課) 

 
 
 
 
 
 
 
 
 
 
 
 
 
 
 
 
 
 
 



 

                      第六章：五十周年校慶 

 

     本年度正值是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創校五十周年，為了慶祝學校步入第五十年，在本學年

舉行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在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們邀請了校監、校董、家長教師

會成員到校，聯同徐校長、老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進行金禧啟動禮後，五十周年一

系列的活動便隨之而開展。在二零一四年二月八日，本校舉行步行籌款、全校運動日及寶湖

舊書墟活動，當天老師和同學都踴躍參與各項體育活動，全校上下充滿活力。除此，大家更

以低廉的價錢與同學分享「舊」書，整個場地充滿同學叫賣書的聲音，十分熱鬧。 

    本校於四月十二日舉行「金禧校慶五十周年開放日暨學習成果展」。當天邀請了香港教育

學院文化與創意學系榮譽副教授許鳴輝博士蒞臨主禮，並邀請了八所幼稚園校長為剪綵嘉

賓。當天在開幕典禮後隨即進行表演，一年級學生以歌聲及舞步展示健康、快樂、活潑的「小

王子」、「小公主」；而二年級五班同學則透過大型的創作，合力展現林村河美麗的一面，配合

不同的聲效及同學的演繹，令整個操場地充滿熱鬧的氣氛。除此，當天本校更展出學生在課

程統整周的學習成果，與及視藝創作。本學年，視覺藝術成果展覽主題是「我們的許願樹」，

透過集體創作，每一班都在設計上花上了少心思，設計一棵別具特色的樹，寫上我們對學校

的祝福，除了學校九百多位學生參與外，還邀請區內十三所幼稚園學生一同參加，本校將所

有同學的作品併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大型且吸引的「許願樹林」。這次展覽得到各嘉賓、校長、

家長的踴躍蒞臨及支持，並得到不少好評，各嘉賓均讚賞學生表現出色。當天晚上，學校假

名門讌客慶祝五十周年金禧晚宴，筵開五十席，嘉賓及校友雲集，盛況空前。 

    除了展覽外，學校更於五月十四日下午七時至十時，於元朗劇院舉行「金禧校慶綜藝晚

會」，當晚邀請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SBS, JP 及芬蘭駐港總領事安芬妮女士蒞臨並擔任主禮嘉

賓。「金禧校慶綜藝晚會」是一個綜合藝術表現的晚會，學生透過樂器表演、歌唱、舞蹈、音

樂劇等形式向來賓及家長展現無盡的潛能，在「金禧校慶綜藝晚會」的尾聲，所有參與表演

的學生進行大合唱，並邀嘉賓上台唱出十周年主題曲---《金禧頌》，把整個晚會推至高潮，優

美的歌聲洋溢整個會場，整個晚會在熱鬧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已踏進五十周年，期間不斷求進，我校一向秉承力求完美、不斷完善

和創新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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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回饋與跟進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已踏進第十三年，本校一向秉承力求完美、不斷完善和創新的

精神，在學生的學習及發展上盡心盡力，為學生爭取每一個學習機會，讓同學不同的潛能得

以展現。 

    去年，本校再度獲取「The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 (Year Five Winners)」，本學年

亦獲頒發關愛校園 (優異)榮譽獎，表彰本校在推動及建構關愛文化、營造一所充滿愛、關心

和以人為本的校園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效，這些獎項給予我們認同和肯定，鼓勵我們所走的方

向是正確的。 

     在學與教方面，本校重點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故此，在設計課程時，老師從學生

的興趣作切入點，由課堂教學設計著手，就著教學重點，發展一系列具系統性且切合學生需

要的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策略的要訣，從而靈活運用在學習中，轉化成個人的能量。我們

期盼學生能享受學習，對學習充滿期盼及追求；掌握主動建構知識的策略；深化理解學習內

容的層次，提升整體學習效能，成為一個高動機、高效能的學習者。 

     本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是一所「學習型學校」。在每星期五下午，本校老師都會參與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如專家分享、講座、工作坊、分科教學分享等，讓老師有一個平台作交

流分享。除此，我們是一所樂於分享的學校，本校的校長及老師不時應教育局、專上院校及

教育機構之邀請作教學示範、主題分享，希望能把實踐經驗與業界互相交流，提升專業的質

素。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的老師堅守信念，為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學生提供適合的平

台，讓同學都能因著自己的能力及需要發展潛能，幫助每個學生達致全面及具個性的發展，

邁進成功。 

    這十三年，我們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發展，亦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我們絕不會因此

而自滿，我們定必著意進一步自我完善，將本校的長處繼續發揮，未盡善的地方加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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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4 學年度校外成績一覽表 

學術及文藝比賽活動 

 

多元智能 

全港性多元智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

計劃 

關愛校園 

榮譽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3 第五屆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優秀學生 6E 尹思穎         

第三屆閃耀之星-全面才

華 

閃耀之星 6E 尹嘉琦         

第七屆香港小特首 小特首 6A 黃悅程 6A 高  政       

13 回歸盃圍棋賽-D 組 優異獎 2B 區逸懷         

2013-2014 香港學校 

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6A 高  政 6A 林天恒 6E 張雋鍵     

傑出舞台效

果獎 

3C 黎洛汶 4A 張譯浚 4A 司徒依諾 4E 趙曉晴 4E 郭芷瑋 

4E 吳昭儀 4E 王倩樺 5A 陳梓軒 5A 陳靄翹 5A 吳君瑤 

6A 高  政 6A 林天恆 6B 劉子心 6B 王樂瑤 6D 楊德忠 

6E 陳曈棽 6E 張雋鍵 6E 黃德如     

傑出合作獎 3C 黎洛汶 4A 張譯浚 4A 司徒依諾 4E 趙曉晴 4E 郭芷瑋 

4E 吳昭儀 4E 王倩樺 5A 陳梓軒 5A 陳靄翹 5A 吳君瑤 

6A 高政 6A 林天恆 6B 劉子心 6B 王樂瑤 6D 楊德忠 

6E 陳曈棽 6E 張雋鍵 6E 黃德如     

傑出整體演

出獎 

3C 黎洛汶 4A 張譯浚 4A 司徒依諾 4E 趙曉晴 4E 郭芷瑋 

4E 吳昭儀 4E 王倩樺 5A 陳梓軒 5A 陳靄翹 5A 吳君瑤 

6A 高  政 6A 林天恆 6B 劉子心 6B 王樂瑤 6D 楊德忠 

6E 陳曈棽 6E 張雋鍵 6E 黃德如     

Truth & Training Ultimate 

Adventure 見習真理奇

兵營-終極探索記 

Excellence 

Award 

4A 曾頌僖 4E 譚樂瑤       

 

 

新界及大埔區多元智能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

賽—小學組 

 

最佳男演員 6A 高  政         

優異整體 

演出 

3C 黎洛汶 4A 張譯浚 4A 司徒依諾 4E 趙曉晴 4E 郭芷瑋 

4E 吳昭儀 4E 王倩樺 5A 陳梓軒 5A 陳靄翹 5A 吳君瑤 

6A 高  政 6A 林天恆 6B 劉子心 6B 王樂瑤 6D 楊德忠 

6E 陳曈棽 6E 張雋鍵 6E 黃德如     

最佳男演員 

提名 

6E 張雋鍵         

最佳導演提名 王煒東老師 

 

 

 

 

 

 

 

 

 



 

語文 

國際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Starters 

13 盾 1B 黎曉慧 1E 崔名欣       

15 盾 1B 葉倩婷 1C 黎政恩 2D 蘇文澤    3C 黎旭慧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Movers 

14 盾 4C 吳梓灝         

15 盾 2A 張凱晴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Flyers 

14 盾 3D 張雅晴 4A 杜守一       

15 盾 6A 陳樂恩         

Cambridge ESOL Entry 

Level Certificate in 

ESOL International 

(Entry 3)* 

Distinction 6E 梁芷菁         

Cambridge English:Key 

English Test 

Distinction 6A 鄭考峰 6A 方貴堯       

Trinity College London 

Exhibition 

Award–Graded 

Examination in Spoken 

English-Entry Level 

(Entry 1) 

Merit 1B 葉倩婷         

Trinity College London 

Exhibition Award–  

Grade 2 Group Drama 

(Devised) 

Distinction 1B 葉倩婷 1E 崔名欣       

Trinity College London 

Exhibition Award–  

Grade 3 Group Drama 

(Devised) 

Distinction 2A 張凱晴         

2014 國際聯校學科 

評估及比賽-英文科 
Distinction 6A 陳樂恩         

Credit 

4A 幸珞妡 4A 吳藹蒑 4A 司徒依諾 4A 沈卓翹 4A 謝芷鈴 

4A 嚴樂瑤 4E 蔡  潔 4E 李咏恩 4E 吳昭儀 5A 黎文希 

5A 李芷喬 5E 林凱婷 5E 林嘉禧 5E 林怡蓁 5E 梁弘澔 

5E 孫若彤 5E 黃晴熙 6A 鄭考峰 6A 葉鎂珩 6A 關樺靖 

6A 曾祉雪 6A 胡梓瑩 6E 梁芷菁 6E 吳梓維 6E 譚兆傑 

6E 袁志朗 4E 吳詩穎       

2013-14 全國青少年語

文知識大賽-現場作文

全國總決賽 

狀元獎 6E 鄧凱瑤         

一等獎 6E 李銓軒         

第八屆滬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總決賽) 

優異獎 4E 徐穎懿 5E 葉津茗       

 
 
 
 
 
 
 
 
 
 



 

語文 

國際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

測試-初級 

A 等級 2B 劉諾思 2D 蘇文澤 2E 劉祖樂 2E 殷英博 4A 嚴樂瑤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

測試-中級 

A 等級 3A 朱芊芊 3A 杜恩恆 3A 李汶洛 3B 陳鉦洪 3B 傅斯唯 

3C 黎洛汶 3C 黎旭慧 3D 何悅喬 3E 蔣詩穎 3E 黃竣謙 

3E 甄浩雲 4A 張譯浚 4A 詹詠琛 4A 沈卓翹 4B 吳嘉欣 

4E 李昕霖 4E 馬子喬 4E 徐穎懿 4E 黃千芹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

測試-高級 

A 等級 4E 蔡  潔 5A 黎文希 5A 文紫婷 5A 徐浩宏 5A 何芷嬉 

5B 蘇卓琳 6A 高  政 6A 鄭考峰 6B 劉子心 6D 劉希雅 

6E 譚兆傑 6E 吳梓維 6E 鄧凱瑤     

 

語文 

全港性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14 全國青少年語

文知識大賽-現場作文

晉級賽 

一等獎 6E 鄧凱瑤         

二等獎 6E  梁芷菁         

三等獎 6E 尹思穎 6E 李銓軒 6E  梁晏榕 6E  黃德如   

2013-14 全國青少年語

文知識大賽-現場作文

決賽 

狀元獎 6E 鄧凱瑤         

一等獎 6E  梁晏榕         

二等獎 6E 李銓軒         

三等獎 6E  梁芷菁 6E  黃德如       

第九屆小學生現場 

中英文作文比賽 

下筆成章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第九屆小學生現場 

中英文作文比賽 

-小五中文 

特級優異 5E 黃晴熙         

良好 5A 司徒潁榆 5A 鄧子謙 5C 徐惠祺 5E 陳雅楠 5E 王雅雯 

5E 孫若彤         

第九屆小學生現場 

中英文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 

優異 6A 陳樂恩 6E 高珀鋒 6E 李楚煊 6E 梁晏榕 6E 譚兆傑 

6E 鄧凱瑤 6A 邱  悠       

良好 6A 吳子謠 6A 鄭考峰 6C 江穎欣 6C 蕭品蘭 6E 何學泓 

6E 蔣穎兒 6E 蔡俊曦 6E 陳卓穎 6E 王頌君 6E 胡可欣 

第九屆小學生現場 

中英文作文比賽 

-小五英文 

特級優異 5E 黃晴熙         

優異 5E 孫若彤         

良好 5A 詹凱喬 5A 葉佩霖 5C 徐惠祺 5E 馬振航 5E 陳雅楠 

第九屆小學生現場 

中英文作文比賽 

-小六英文 

特級優異 6A 陳樂恩         

優異 6A 鄭考峰 6C 江穎欣 6E 梁晏榕 6E 鄧凱瑤   

良好 6D 張睿文 6E 蔡俊曦 6E 何學泓 6E 高珀鋒 6E 梁芷菁 

 
 
 
 
 
 
 



 

語文 

全港性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八屆滬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3B 王嘉逸 4E 徐穎懿 4E 歐梓鎬 5A 黎文希 5E 陳雅楠 

5E 黃晴熙 5E 葉津茗       

二等獎 4A 詹詠琛 4A 杜守一 5A 陳皓靈 5E 梁弘澔 6A 陳樂恩 

6A 張迪森 6A 高  政 6E 陳曈棽 6E 梁芷菁   

三等獎 3A 楊綺菲 3A 何嘉明 3A 徐永恆 3D 張雅晴 3D 何悅喬 

3D 梁皓言 3E 陳明希 4A 黃韻琦 5A 陳彥宏 5A 張軒誠 

5A 陳靄翹 5E 林嘉禧 6E 張守一 6E 梁晏榕   

入圍獎 3B 張璐華 4A 盧芷蕎 4A 李佩禎 4A 沈卓翹 4E 張瑋珊 

6A 李希朗 6E 高珀鋒       

「關愛同行創明天」全

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

賽—初小組 

季軍 3C 王浩澤         

全城德育發展計劃 

【傳統德育文化與家

是香港】比賽-初小組 

優異獎 6E 鄧凱瑤         

The Rising Cup 2013 in 

the English Speech of 

primary School 

-Primary 1-6 Group 

Excellence 1E 崔名欣         

Second 

runner-up 

1B 葉倩婷         

The Rising Cup 2013 – 

English Story Telling 

亞軍 2A 張凱晴         

 

 

 

數學 

國際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Distinction  6A   方貴堯         

Singapore and Asian 

Schools Math Olympiads 

2014 

銀獎 3D 張雅晴         

2014 港澳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4 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 (AIMO) 

初賽 

金獎 1A 張凱盈 3C 王浩澤       

銀獎 3D 張雅晴 4A 張譯浚       

銅獎 4E 王顥峯 4E 張愷桐       

2014 港澳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4 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 (AIMO) 

晉級賽 

銅獎 3E 盧希朗         

2013 希望杯國際數學 

競賽 

銅獎 3C 王浩澤         

2014 環亞太杯國際 

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3C 王浩澤         

 

數學 



 

國際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4 國際聯校學科 

評估及比賽-數學科 

High Distinction 4A 卓恩丞         

Distinction 4A 張嘉峯 4A 吳藹蒑 4E 李咏恩 4E 王顥峯 5E 許俊希 

5E 梁弘澔 5E 李斯雅 6A 鄭考峰 6A 方貴堯 6A 李希朗 

6A 邱  悠 6E 張雋鍵 6E 蔣穎兒 6E 李煒鍵 6E 梁宇軒 

6E 吳梓維 6E 譚兆傑       

Credit 4A 司徒依諾 4A 杜守一 4A 黃詩哲 4A 袁詠儀 4C 羅世龍 

4E 歐梓鎬 4E 莫靖敏 4E 譚樂瑤 5A 陳梓軒 5A 鄭凱禧 

5A 郭思敏 5A 黎文希 5A 蘇晉新 5A 葉佩霖 5D 邱達偉 

5E 林嘉禧 5E 劉  任 5E 伍鑫威 5E 余思朗 6A 張錦俊 

6A 張艾雯 6A 葉鎂珩 6A 高  政 6A 曾容玲 6A 曾棨禧 

6A 胡梓瑩 6B 楊思晴 6E 陳卓穎 6E 何學泓 6E 梁芷菁 

6E 梁恩翹 6E 王駿 6E 黃皓朗 4A 張譯浚 4A 何嘉怡 

4A 何沛然         

2014 年春季世界數學

測試-8-11 歲小學組 

-數學 

優異 4E  李咏恩 4E  鄭卓林 5A 吳嘉駿 5E 李駿傑 6A 曾棨禧 

6A 邱  悠 6E 曾浩銘 6E 陳學琳 6E 黃皓朗   

良好 5A 姚俊宇 5A 徐浩宏 5A 蔡愷穎 5D 邱達偉 5E 方鍵如 

6E 蔡俊曦         

2014 年春季世界數學

測試-8-11 歲小學組 

-解難分析 

優異 6A 邱悠         

良好 5E 李駿傑 6A 曾棨禧       

2014 年春季世界數學

測試-12-14 歲中學組 

-數學 

 良好 6A   鄭考峰 6E 吳梓維 6E 李煒鍵     

 

 

數學 

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2013 香港賽區

總決賽 

優秀獎 3E 盧希朗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2014 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3C 王浩澤 4E 盧希朗 4E 王顥峯 4A 姚依琳 4E 張愷桐 

4A 張譯浚 4E 黃千芹 5A 黎文希 5E 鄺祉瑋 6A 方貴堯 

6A 邱  悠 6A 李希朗 6A 胡梓瑩 6E 梁宇軒 6E 吳梓維 

三等獎 4E 吳昭儀 4E 李咏恩 4E 李彥浚 4E 李碩恩 4E 邵翠瑩 

4E 高雅文 5E 莫靖文 5E 葉錫熹 5E 羅世龍 5E 伍鑫威 

5E 孫若彤 5E 梁弘澔 5E 葉津茗 5A 蘇晉新 6A 盧一鋒 

6A 鄭考峰 6E 張雋鍵 6E 李煒鍵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2014 香港賽區

-晉級賽 

一等獎 3C 王浩澤         

二等獎 4C 羅世龍         

三等獎 3E 盧希朗 3E 李彥浚 4A 張譯浚 4E 張愷桐 6A 胡梓瑩 

優異獎 4A 葉錫熹 4E 王顥峯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

匹克-2014 香港賽區 

-總決賽 

三等獎 4C 羅世龍 6A 胡梓瑩       

 

數學 

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4“數學大王” 國

際邀請賽(香港區) 

初賽 

一等獎 3C 王浩澤         

第十屆亞洲杯奧數之

星創新思維 

(香港賽區)初賽-小三 

特等獎 3C 王浩澤         

全港小學網上數學 

比賽-初賽 

優異獎 3E 盧希朗         

2014 年香港珠心算暨

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數學一年級組 

一等獎 1A   張凱盈         

2014 年香港珠心算暨

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數學三年級組 

四等獎 3E 盧希朗         

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

拔賽 2014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A 方貴堯 6E 李煒鍵 6E 梁宇軒     

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

拔賽 2014 

-數學競賽 

二等獎 6A 方貴堯         

三等獎 6A 胡梓瑩 6E 李煒鍵 6E 梁宇軒     

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

拔賽 2014 

-個人總成績 

二等獎 6A 方貴堯         

三等獎 6A 胡梓瑩 6E 李煒鍵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五年級組- 

銅獎 5E  蔡幸晉 5E  林嘉禧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六年級組 

銅獎 6A 方貴堯 6A 葉尙志 6A 邱悠 6E  李煒鍵   

2014 多元智能盃 

數學比賽 

學校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4 多元智能盃 

-心算比賽初級組 

銅獎 1A 鍾欣澄         

2014 多元智能盃 

-數學小一組 

一等 1A 張凱盈         

2014 多元智能盃 

-數學小三組 

一等 3A 徐永恆         

二等 3A 莊殷樂         

三等 3C 鄧棨陽 3C 王浩澤       

優異 
3D  何悅喬  3B  黎奕濤  3E  盧希朗  3A  何嘉明  3D  梁皓言 

3B 劉  蓉         

2014 多元智能盃 

-數學小四組 

三等 4A 張譯浚 4E 高雅文       

優異 4E 張愷桐         

2014 多元智能盃 

-數學小六組 

三等 6E 李煒鍵         

優異 6A 胡梓瑩 6E 梁宇軒       

2014 多元智能盃 

-數學中一組 

三等 6A 方貴堯         

 

數學 

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4 多元智能盃 

-心算初級組 

金獎 1A 張凱盈         

2014 多元智能盃 

-心算中級組 

優異 4A 張譯浚         

2014 多元智能盃 銅獎 4A 黃韻琦         



 

-心算高級組 

第 25 屆全港小學數學

比賽 2014 

-初賽 

三等獎 6E 李煒鍵         

 

數學 

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第八屆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

比賽(大埔區) 

-智多星 

季軍 6A 邱悠         

2013-2014 年度第八屆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

比賽(大埔區)  

銅獎 6E 梁宇軒  6E 吳梓維 6E 張雋鍵 6A 胡梓瑩 6A 邱  悠 

6A 葉尙志 6A 葉鎂珩       

 

 

視覺藝術 

國際及全國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十屆"心連心,手拉手

"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

大賽 -國畫 

金獎 5B  張鎧琳         

第十屆"心連心,手拉手

"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

大賽 -國畫 

銀獎 1213  楊德歡 1213 羅允伶       

第十屆"心連心,手拉手

"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

大賽 -國畫 

銅獎 1213  張楚楹         

第 17 期亞太兒童少年

藝術家繪畫比賽-幼兒

高級 書法國畫組 

季軍 1A 孔思穎         

第四屆“素質教育

杯”全國少兒書畫 

大賽 

優秀集體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第四屆“素質教育

杯”全國少兒書畫 

大賽—少兒組—國畫 

金獎 3A 趙衍菁 3C 羅卓雅 5B 張鎧琳     

第四屆“素質教育

杯”全國少兒書畫 

大賽—少兒組—國畫 

銀獎 3B 傅斯唯 3E 吳嘉怡       

視覺藝術 

國際及全國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四屆“素質教育

杯”全國少兒書畫 

大賽—少兒組—國畫 

銅獎 1E  3C 黎洛汶 3D 張雅晴 3E 蔣詩穎   

第四屆“素質教育

杯”全國少兒書畫 

大賽—少兒組—西畫 

金獎 2D 謝芷睿 3D 謝芷晴 4A  李芷澄     

第 32 屆中國日本國際

書畫大賽—幼兒組 

銀獎 2D 吳柏軒         

The 15th THIRD PLACE 2D 吳柏軒         



 

Philippines-China-Japan 

International Fine Arts 

Competition - Primary 

LEVEL  

世界兒童大獎賽 2014 

 

銀獎 2C 葉穎         

銅獎 1E 陳栢豪 2A 吳希韻 2B 吳雪玟 5D 李君頤   

墨彩杯第十一屆全國

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

電視網絡展評-美術-

兒童組 

二等獎 4A  李芷澄         

第十六屆冰雪情國際

師生書畫攝影作品交

流展-國畫 

金獎 3D 謝芷晴         

銅獎 2D  蘇文澤 2D 謝芷睿       

2013 年毛里求斯第十

九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國際青少年書畫評獎 

銀獎 3D 謝芷晴         

銅獎 2D 謝芷睿         

第十四屆星星河全國

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

影大賽-國畫 

二等獎 1E  3A 趙衍菁       

三等獎 3C 黎洛汶 3E 吳嘉怡 5B 張鎧琳     

優秀獎 3E 蔣詩穎         

第十四屆星星河全國

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

影大賽-書法 

三等獎 3C 羅卓雅         

優秀獎 1E 劉青霖 3C 鄧慧儀       

第十四屆星星河全國

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

影大賽-西畫 

一等獎 3C 文鈿慧 5B 賴彥希       

二等獎 1E 陳令韜 1E 陳悅潼       

三等獎 2D 謝芷睿         

優秀獎 3D 謝芷晴         

 

視覺藝術 

全港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小學生視覺藝術 

創作展 

優異獎 1213 陳俊謙         

優異獎 2E 李芷穎 4A 葉汶昕       

表演銀獎 5A 徐浩宏         

香港少年奧林匹克繪

畫大賽 2014-P3-P4 組

別 

優異 4A 鄭卓顒         

 

視覺藝術 

全港性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 國際水合作年美

術設計創作比賽-世界

賽-組別 3 

三等獎 4D 劉穎欣         

三等獎 
4D 劉穎欣         

第一屆全港小學傑出

視覺藝術學生選舉 

獲推薦學生 5E 孫若彤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

色比賽-填色比賽 

優異獎 4A  幸珞妡 4A  葉錫熹 4C  徐梓渝 4E  吳國彰 4E  張瑋珊 

5A  鄧子謙 6A  葉文英 6A  張艾雯 6A  張艾如 6A  葉鎂珩 

6B  袁嘉琳 6D  黃樂心 6E  李銓軒 6E  鄧凱瑤 6E  王頌君 

6E  梁晏榕         

2013-14 全港小學及幼

稚園「我家的環保魔

力」漫畫創作比賽—高

小組—魔力都會組 

季軍 6D 楊德忠         



 

2013-14 全港小學及幼

稚園「我家的環保魔

力」漫畫創作比賽—高

小組—魔力都會組 

優異獎 5E 林怡蓁 6D 李芷莘       

共融樂社區活動計劃 

創意填色比賽 

-初小組 

亞軍 2A 張凱晴         
季軍 1D 袁曉晴         
優異 1E 崔逸晴         

共融樂社區活動計劃 

創意填色比賽 

-高小組 

亞軍 5E 林凱婷         
優異 5A 李芷喬         

 

視覺藝術 

新界及大埔區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童‧感恩』之 2013

聖誕卡設計比賽 

-高小組 

優異 4E 張愷桐         

 

 

 

音樂 

國際及全國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十八屆聖西西利

亞 國 際 音 樂 大 賽

2013 -三級鋼琴獨奏 

Distinction 

  

5E  周臻欣 5E  余思朗       

第十八屆聖西西利

亞 國 際 音 樂 大 賽

2013 -五級鋼琴獨奏 

Merit 5E  方鍵如         

2013 香港國際青少

年器樂大賽 

-少年 A 組  

銀獎 6E  尹嘉琦         

 

音樂 

國際及全國性音樂比賽 
7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Music 

Championship 

Bronze Award 3A  梁恩潼 3A 杜恩恆 3B 劉卓軒 3C 李銘諾 3C 陳晉軒 

3D 鄧迪尹 3D  張卓謙 3D  石懷谷 3E  楊正浩 4A 何沛然 

4C 羅樂庭 4C 雷柏賢 4E 李碩恩 4E  黃彥芯 4E 李咏恩 

4E  顏善朗 5A 陳紀垣 5A 張欣宓 5A 詹凱喬 5A 李進熙 

5A 陳瑞曦 5A  丘廷臻 5A  陳靄翹 5A  文鈿勇 5B  陳樂豐 

5B  郭凱迪 5C 鄭棓之 5C 張騏韜 5D  周穎妍 5E  陳雅楠 

5E  張家銘 5E  李灝培 5E  尹嘉敏 5E  鄺祉瑋 5E  王雅雯 

6A 鄧祉妤 6A 李衍凝 6A 葉  晴 6A 盧一鋒 6B 陳健弘 

6B 傅穎晴 6C 程政愷 6D  李肇陽 6E 陳卓穎 6E 袁志朗 

6E 梁宇軒 6E 譚兆傑 6E 何學泓     

7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Music 

Championship 

Best Discipline 

Award 

3A  梁恩潼 3A 杜恩恆 3B 劉卓軒 3C 李銘諾 3C 陳晉軒 

3D 鄧迪尹 3D  張卓謙 3D  石懷谷 3E  楊正浩 4A 何沛然 

4C 羅樂庭 4C 雷柏賢 4E 李碩恩 4E  黃彥芯 4E 李咏恩 

4E  顏善朗 5A 陳紀垣 5A 張欣宓 5A 詹凱喬 5A 李進熙 

5A 陳瑞曦 5A  丘廷臻 5A  陳靄翹 5A  文鈿勇 5B  陳樂豐 

5B  郭凱迪 5C 鄭棓之 5C 張騏韜 5D  周穎妍 5E  陳雅楠 

5E  張家銘 5E  李灝培 5E  尹嘉敏 5E  鄺祉瑋 5E  王雅雯 

http://news.huain.com/html/2013/04/14/news_78688.html
http://news.huain.com/html/2013/04/14/news_78688.html


 

6A 鄧祉妤 6A 李衍凝 6A 葉  晴 6A 盧一鋒 6B 陳健弘 

6B 傅穎晴 6C 程政愷 6D  李肇陽 6E 陳卓穎 6E 袁志朗 

6E 梁宇軒 6E 譚兆傑 6E 何學泓     

Inter-School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Challenge 

2013-Final Round of 

Style Violin (Intermedia 

Level) SV2 

Merit 4A 杜守一         

Inter-School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Challenge 

2013- Style Piano 

(Elementary Level) S1 

Merit 4A 杜守一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二屆香港亞洲音樂

比賽暨才藝比賽—

P5-P6 自選樂曲組： 

鋼琴 

季軍 6A 陳樂恩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 

匹克 2014 

金獎 4A 吳藹殷 4C 黃婥翹 4E 李碩恩 4E 黃彥芯  4E 張愷桐 

5B 粱曦嵐 5E 袁可兒  6A 葉鎂珩  6A 彭卓縈   6A 楊綺雯 

6C 江穎欣         

第九屆校際手鈴比賽 優異獎 3A 楊綺霏 3C 江凱彥 3D 陳籽言 3E 陳明希 3E 梁恩彤  

4A 袁朗晴   5C 羅紫恩   6A 葉鎂珩 6B 洪嘉朗   6E 尹思穎 

5D 王紫慧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4中德”巴赫” 盃
少年兒童鋼琴表演賽 

銅獎 4A 李珮禎 
        

2014 香港亞太青少年

鋼琴比賽-兒童初級組 

一等獎 1A 鍾欣澄 
        

第二屆香港亞洲音樂

比賽-鋼琴獨奏 

亞軍 2A 張凱晴 
        

第八屆國際音樂藝術

大賽—第五輪決賽 

-鋼琴-兒童 A 組 

銅獎 1E 尹靖茼 

        

第七屆香港學界 

口琴比賽-初級獨奏組 

自選曲 

冠軍 6E  梁芷菁         

第七屆香港學界 

口琴比賽-中級二重奏 

冠軍 6E  梁芷菁         

第六屆全港學生公開

音樂比賽

Piano/Preliminary A- 

Repertoire Group 

Merit 1E  尹靖茼         

愛我中華第五屆全國

青少年朗誦音樂藝術

金獎 6E  尹嘉琦         



 

節-小學高級組 

-藝術類-古箏 

2013 香港青年音樂 

匯演—中樂團比賽 

銅獎 3C 鄧棨陽 3D 周中偉 4A 何君彤 4A 曾頌僖 4A 黃詩哲 

4E 蔡  潔 4E 吳詩穎 4E 曾伊汶 4E 王倩樺 5A 陳皓靈 

5A 何芷嬉 5A 葉智恩 5A 文鈿勇 5A 鄧皓琪 5A 丘廷臻 

5D 李樂妍 5E 鍾旨穎 5E 孫尚德 6A 高  政 6B 陳姍姍 

6B 洪嘉朗 6B 李詠霖 6B 譚樂鐫 6D 李芷莘 6D 謝婥瑗 

6E 鄺芷茵 6E 李銓軒 6E 梁晏榕 6E 譚兆傑 6E 鄧凱瑤 

6E 黃皓朗         

2013 年香港青少年鋼

琴公開比賽—英國皇

家鋼琴 8 級考試組 

季軍 6A  葉鎂珩 

    

    

2014 全港青少年鋼琴

大賽—兒童組 

銀獎 3C 杜正淳 4E 張愷桐  
 

    

2014 全港青少年鋼琴

大賽—兒童組 

銅獎 4A 張譯浚    
 

    

2014 全港青少年鋼琴

大賽—中童獎 

銅獎 5A 陳彥宏    
 

    

2014 第二屆全港傑師

盃才藝表演大賽—高

小組—樂器 

卓越獎 5A 陳彥宏    

 

    

第六屆香江盃藝術大

賽(音樂) 

–弦樂組–中級組 

榮譽金盃 4A 杜守一    

 

    

2013 香港國際青少年

器樂大賽-兒童 A 組 

優秀表現獎 3D 謝芷晴    
 

    

2014 香港天才文化藝

術大賽 -鋼琴中級組

4-6 級 

榮譽金盃 5A  陳彥宏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小學合唱隊 

-外文歌曲 

-男子和/或女子 

-中級組 

良好 2A 朱  鈞 2A 陳兆亨 2B 李君頤 2B 李肇章 2B 周美妙 

2B 施恩欣 2B 施恩樂 2B 廖子航 2B 劉諾思 2B 鄧凱琪 

2B 吳雪玟 2C 李穎堯 2C 林凱澄 2C 陳捷盈 2C 陳筠灤 

2C 温曉楠 2C 李穎洋 2C 鄺思穎 2D 陳逸朗 2D 麥菀涵 

2D 趙靜宜 2D 袁晞藍 2D 黎琇惠 2D 謝芷睿 2E 黃詠梅 

2E 陳琛頤 2E 譚芷礽 3A 梁茵潼 3A 陳嘉琪 3A 黃穎琳 

3A 楊綺霏 3A 趙衍菁 3A 蘇洛頤 3A 朱芊芊 3B 何紀諭 

3B 王嘉逸 3B 張璐華 3B 劉  蓉 3C 江凱彥 3C 梁依雯 

3C 黎洛汶 3C 文鈿慧 3C 羅嘉德 3C 鄧慧儀 3D 張雅晴 

3D 曾穎淇 3D 謝芷晴 3D 顧詠琪 3D 李卓桐 3D 馬樂瑤 

3E 梁絡怡 3E 伍倚汶 3E 張倚僮 3E 陳明希 3E 蔣詩穎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教堂音樂 

-外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13 歲或以下 

良好 4A 蔡凱錡 4A 嚴樂瑤 4A 李佩禎 4A 吳凱婷 4A 吳藹蒑 

4A 幸珞妡 4A 姚依琳 4A 袁朗晴 4A 袁詠儀 4A 葉啟明 

4A 謝芷鈴 4B 葉文華 4C 梁巧頤 4D 黎詠茹 4D 劉穎欣 

4E 王顥峯 4E 吳詩穎 4E 黃彥芯 4E 楊芷淇 4E 譚樂瑤 

4E 李咏恩 4E 李昕霖 4E 黃穎怡 5A 吳君瑤 5A 鄧皓琪 

5A 陳靄翹 5A 蔡愷穎 5B 梁曦嵐 5B 黃梓晴 5B 蘇卓琳 

5D 王紫慧 5D 李樂妍 5D 林卓盈 5E 孫若彤 5E 蘇浩瑩 

5E 王雅雯 5E 林凱婷 6A 關樺靖 6A 楊綺雯 6A 鄧祉妤 

6B 左詠茵 6B 陳姵希 6B 勞翠琳 6C 葉  稀 6C 馬梓蕎 

6C 蕭品蘭 6D 張睿文 6D 李泳姿 6E 蔣穎怡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分級鋼琴獨奏 

優良 1A 鍾欣澄 1C 陳翰弘 1D 黃駿軒 1D 李悅寧 1E 莫筱柔 

3A 楊綺霏 3D 李卓桐 2A 葉寶淇 2B 嚴日言 4C 黃婥翹 



 

-一級 1B 陳衍攸 3A 王曉蔚 3A 劉浩楠     

良好 4C 徐維彬 2C 呂樂謙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亞軍 2A 張凱晴 2B 周美妙 4D 徐子晴(榮譽獎狀)   

季軍 2E 黃詠梅 3D 廖樂曦 5E 林嘉禧     

優良 1B 曾卓楓 1D 周卓翹 2A 朱  鈞 2D 吳栢軒 2D 謝芷睿 

2D 麥苑涵 2E 黃千祐 3C 黎洛汶 3D 馬樂瑤 3E 梁恩彤 

3E 梁絡怡 4A 何沛然 4E 郭芷瑋     

良好 2C 林靖恩 2C 張詠甯 5E 陳泓誠 6C 羅孝賢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 -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亞軍 3C 杜正淳         

季軍 4E 張愷桐         

優良 1B 張展霖 3A 梁茵潼 3D 張雅晴 3E 伍倚汶 4A 何君彤 

4E 歐梓鎬 5A 詹凱喬 5E 麥昕希 6A 黃恩祈   

良好 3A 蘇洛頤 3A 黃鏘行 3D 謝芷晴 4E 黃千芹 4A 張譯浚 

4E 王顥峯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亞軍 5E 方鍵如         

季軍 5D 王紫慧         

優良 3C 江凱彥 5A 徐浩宏 5D 林卓盈 5E 余思朗 6A 鄭考峰 

6A 何詠欣 6B 洪嘉朗 6E 黃皓朗 6E 鄧凱瑤   

良好 5E 陳雅楠 5E 鍾旨穎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優良 4A 黃韻琦 4A 謝芷鈴 6E 何學泓     

良好 5E 袁可兒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季軍 6A 楊綺雯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分級鋼琴獨奏 

-七級 

優良 6E 譚兆傑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分級鋼琴獨奏 

-八級 

優良 6A 葉鎂珩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高級組 

優良 6A 葉鎂珩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中級組 

優良 2D 陳凌蘊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初級組 

良好 5E 方鍵如         

優良 6A 楊綺雯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鋼琴二重奏 

-高級組 

優良 5A 葉鎂珩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鋼琴二重奏 

-中級組 

季軍 5E 方鍵如         

優良 6E 鄧凱瑤 6E 何學泓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鋼琴二重奏 

-初級組 

亞軍 6A 楊綺雯         

優良 3C 楊綺霏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季軍 3B 張璐華         



 

節-小提琴獨奏–一級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小提琴獨奏 -四級 

優良 4A 杜守一 6E 何學泓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結他獨奏 -初級組 

冠軍(榮譽獎狀) 6A 陳衍朗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口琴獨奏–中級組 

冠軍(榮譽獎狀) 6E 梁芷菁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單簧管獨奏 

-小學初級組 

季軍 6B 陳健弘         

優良 4E 李碩恩 6E 陳卓穎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箏獨奏 - 高級組 

亞軍 6E 尹嘉琦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箏獨奏 - 中級組 

季軍 6B 黃靖嵐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箏獨奏 - 初級組 

優良 4E 官穎瑜 4E 王倩樺 5E 梁雅慧 4A 黃詩哲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 -琵琶獨奏  - 初級

組 

季軍 4A 何君彤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揚琴獨奏 -初級組 

優良 6D 李芷莘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二胡獨奏 -初級組 

良好 3C 鄧棨陽 4A 曾頌僖 5A 葉智恩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

節-笛獨奏 

-小學初級組 

亞軍 5A 鄭凱僖         

優良 4E 吳詩穎 
    

    

 

 

音樂 

新界及大埔區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大埔區校際歌唱 

比賽—小學高級組 

(12 歲或以下) 

銅獎 大埔公立學校(寶湖道)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2013-2014) 

—小學中級組 

（10 歲或以下） 

銅獎 2A 朱  鈞 2A 陳兆亨 2B 李君頤 2B 李肇章 2B 周美妙 

2B 施恩欣 2B 施恩樂 2B 廖子航 2B 劉諾思 2B 鄧凱琪 

2B 吳雪玟 2C 李穎堯 2C 林凱澄 2C 陳捷盈 2C 陳筠灤 

2C 温曉楠 2C 李穎洋 2C 鄺思穎 2D 陳逸朗 2D 麥菀涵 

2D 趙靜宜 2D 袁晞藍 2D 黎琇惠 2D 謝芷睿 2E 黃詠梅 

2E 陳琛頤 2E 譚芷礽 3A 梁茵潼 3A 陳嘉琪 3A 黃穎琳 

3A 楊綺霏 3A 趙衍菁 3A 蘇洛頤 3A 朱芊芊 3B 何紀諭 

3B 王嘉逸 3B 張璐華 3B 劉  蓉 3C 江凱彥 3C 梁依雯 

3C 黎洛汶 3C 文鈿慧 3C 羅嘉德 3C 鄧慧儀 3D 張雅晴 

3D 曾穎淇 3D 謝芷晴 3D 顧詠琪 3D 李卓桐 3D 馬樂瑤 

3E 梁絡怡 3E 伍倚汶 3E 張倚僮 3E 陳明希 3E 蔣詩穎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銅獎 4A 蔡凱錡 4A 嚴樂瑤 4A 李佩禎 4A 吳凱婷 4A 吳藹蒑 



 

(2013-2014) 

—小學高級組 

（12 歲或以下） 

4A 幸珞妡 4A 姚依琳 4A 袁朗晴 4A 袁詠儀 4A 葉啟明 

4A 謝芷鈴 4B 葉文華 4C 梁巧頤 4D 黎詠茹 4D 劉穎欣 

4E 王顥峯 4E 吳詩穎 4E 黃彥芯 4E 楊芷淇 4E 譚樂瑤 

4E 李咏恩 4E 李昕霖 4E 黃穎怡 5A 吳君瑤 5A 鄧皓琪 

5A 陳靄翹 5A 蔡愷穎 5B 梁曦嵐 5B 黃梓晴 5B 蘇卓琳 

5D 王紫慧 5D 李樂妍 5D 林卓盈 5E 孫若彤 5E 蘇浩瑩 

5E 王雅雯 5E 林凱婷 6A 關樺靖 6A 楊綺雯 6A 鄧祉妤 

6B 左詠茵 6B 陳姵希 6B 勞翠琳 6C 葉  稀 6C 馬梓蕎 

6C 蕭品蘭 6D 張睿文 6D 李泳姿 6E 蔣穎怡 6E 梁芷菁 

 

 

 

 

 

 

 

 

 

 

 

 

 

朗誦 

國際及全國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Trinity College London 

Exhibition Award 

-Grade 1 Choral Speaking 

Distinction 1E 崔名欣 1E 陳令韜       

Trinity College London 

Exhibition Award 

- Grade 2 Choral Speaking 

Distinction 1B 葉倩婷 2A 張凱晴       

The 6th China Youth 

Speech Festival-Choral 

Speaking 

金獎 2A 張凱晴         

The 6th China Youth 

Speech Festival-Choral 

Speaking 

銀獎 1B 葉倩婷         

中港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銀獎 1E 陳柏濠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中國香港普通話朗誦

才藝大賽 2013— 

初小 新弟子規組 

二等獎 1B  張展霖         

中國香港普通話朗誦

才藝大賽 2013— 

中小 散文組 

二等獎 4A  幸珞妡         

2013 年度普通話朗誦

精英評選賽 

金獎 3E  蔣詩穎         

2013 年度普通話朗誦

精英評選賽-金獎組 

冠軍 3E  蔣詩穎         

第五屆(2013)全港青少 金獎 3E  蔣詩穎         



 

年中華文化藝術綜藝

評選賽—全港普通話

朗誦精英評選賽— 

曲藝組 繞口令 

第五屆(2013)全港青少

年中華文化藝術綜藝

評選賽—全港普通話

朗誦精英評選賽—曲

藝組 繞口令—金獎組 

冠軍 3E  蔣詩穎         

第五屆(2013)全港青少

年中華文化藝術綜藝

評選賽—全港普通話

朗誦精英評選賽總決

賽 司儀組 初小組  

繞口令—金獎組 

冠軍 3E  蔣詩穎         

2014 中華漢語朗誦藝

術節-普通話 

-初小繞口令 

銀獎 1A 馮皓晴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Primary 1 and 2 

季軍 2A 張凱晴         

良好 2A 葉寶淇 2D 謝芷睿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Primary 3 

冠軍 3D 張雅晴         

亞軍 3D 謝芷晴         

季軍 3C 江凱彥         

優良 3A 趙衍菁         

良好 3A 李汶洛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Primary 4 

季軍 4E 曾伊汶         

優良 4C 黃婥翹 4A 司徒依諾 4A 嚴樂瑤 4A 黃韻琦 4A 何君彤 

4A 黃詩哲 4E 官穎瑜 4E 譚樂瑤 4E 張愷桐 4E 張瑋珊 

4E 王倩樺         

良好 4E 蔡  潔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Primary 5 

冠軍 5A 陳靄翹         

季軍 5A 何芷嬉         

良好 5E 麥昕希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Primary 6 

季軍 6E 黃德如 6A 邱  悠       

優良 6A 陳樂恩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Boys 

-Primary 1and 2 

良好 2A 徐維俊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Boys 

-Primary 3 

冠軍 3C 羅嘉德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Boys 

良好 4A 張譯浚         



 

-Primary 4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Solo Verse 

Speaking-Boys 

-Primary 5 

亞軍 5A 陳梓軒         

優良 5A 文鈿勇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詩詞獨誦—粵語 

女子組-小學二年級 

優良 2A 吳希韻 2A 葉寶淇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詩詞獨誦—粵語 

女子組-小學四年級 

冠軍 4E 趙曉晴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詩詞獨誦—粵語 

男子組-小學四年級 

良好 4D 趙宏曦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

組-小學三、四年級 

亞軍 3E 梁恩彤 3D 張雅晴       

優良 3D 曾穎淇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

組-小學五、六年級 

季軍 5E 孫若彤 6A 楊綺雯 3E 蔣詩穎 3C 黎洛汶   

優良 5A 詹凱喬 5A 陳瑞曦 5A 陳靄翹 5E 麥昕希 3D 謝芷晴 

良好 5A 何芷嬉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

子組-散文獨誦—粵語/

女子組-小學一年級 

季軍 1B 黎曉慧 1B 張展霖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

子組-散文獨誦—粵語/

女子組-小學四年級 

優良 4E 趙曉晴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

子組-散文獨誦—粵語/

女子組-小學五年級 

優良 5A 司徒潁榆         

第 65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女合誦 

優良 4A  何嘉怡 

4A  邵翠瑩 

4A  葉啟明 

4B  徐雅媛 

4E  歐梓鎬 

4E  張樂怡 

4E  官穎瑜 

4E  吳昭儀 

4E  王倩樺 

4A  何君彤 

4A  杜守一 

4A  葉汶昕 

4B  廖靜怡 

4E  陳憓樺 

4E  張瑋珊 

4E  李紫晴 

4E  吳國彰 

4E  黃穎怡 

4A  許盛俊 

4A  謝芷鈴 

4A  葉錫熹 

4B  雷曉玟 

4E  鄭凱文 

4E  趙曉晴 

4E  李昕霖 

4E  曾伊汶 

4E  黃彥芯 

4A  李珮禎 

4A  黃詩哲 

4A  姚依琳 

4C  陳雋希 

4E  張頌欣 

4E  蔡  潔 

4E  梁穎妤 

4E  徐穎懿 

4E  楊芷淇 

4A  吳藹蒑 

4A  黃韻琦 

4A  袁朗晴 

4C  黃婥翹 

4E  張愷桐 

4E  郭芷瑋 

4E  莫靖敏 

4E  黃千芹 

2013 旭日盃全港朗誦

及講故事比賽 

亞軍 2A 張凱晴         

GAPSK 普通話朗誦比賽

(第十四屆)—小學組 

(小三至小四)  

季軍 3D 張雅晴         

 

朗誦 

新界及大埔區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十三屆全港學界普

通話傳藝比賽—二零

一三年度普通話朗誦

比賽—普師會盃—新

界區—初小組—繞口

令組 

季軍 3E  蔣詩穎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4-

新界區中小組比賽 

優異星獎 4E 王倩樺         

 

 

 

體育 

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 中國全國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D2 (12 歲以下) 喳 喳 

喳 組 

冠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2013 中國全國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D2 (12 歲以下)森巴組 

季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2013 中國全國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單人青

少年 B2 (12 歲以下)拉

丁舞三項組 

季軍 5B 黃澔銘         

2013 中國全國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D2 (12歲以下) 牛仔組 

季軍 6B 黃靖嵐         

2013 中國全國青少

年”舞蹈藝術家”大

賽-喳 喳 喳 舞組 

傑出獎 5B 黃澔銘         

2013 中國全國青少

年”舞蹈藝術家”大

賽-牛仔舞組  

傑出獎 6B 黃靖嵐         

2013 中國全國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青少年

D2 (12歲以下) 倫巴組 

第五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2013 年第 7 屆國際跆

拳道香港總會 兒童暨

新手邀請賽  – 國際

搏擊賽 

冠軍 3A  賴家熙         

2013 年第 7 屆國際跆

拳道香港總會 兒童暨

新手邀請賽  – 國際

品勢盃 

亞軍 3A  賴家熙         

2013(21st)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First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Third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Latin Solo Jive 

1st Place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Latin Solo Jive 

3rd Place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First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First 5E 李斯雅         

 
 
 

體育 

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1st) President 

Cup- Latin Solo Cha Cha  

1st Place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Latin Solo Cha Cha 

Cha 

First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Rumba 

Third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Rumba 

First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Latin Solo Rumba 

1st Place 5E 李斯雅         

2013(21st) President 

Cup- Latin Solo Rumba 

3rd Place 5E 李斯雅         

2014(22nd)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Finalist 4E 張愷桐         

2014(22nd)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Third 4E 張愷桐         

2014(22nd)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Finalist 4E 張愷桐         

2014(22nd) President 

Cup- Juvenile & 

Youth –Solo Rumba 

Finalist 4E 張愷桐         

第十二屆會長盃亞洲

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

下- 喳喳 

亞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第十二屆會長盃亞洲

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

下- 牛仔舞 

季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第十二屆會長盃亞洲

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

下- Rumba 

亞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第十二屆會長盃亞洲 亞軍 6B 黃靖嵐         



 

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

下-Solo Jive A 

第十二屆會長盃亞洲

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

下-Solo Cha Cha A 

亞軍 6B 黃靖嵐         

第十二屆會長盃亞洲

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

下-Sole Rumba A 

亞軍 6B 黃靖嵐         

 
 
 

體育 

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澳 門 盃 舞 蹈 大 賽

2013—兒童舞 8歲以下

單人賽項 

季軍 3D 張雅晴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巡

迴賽-- 舞蹈比賽—7-9

歲幼兒 A 組 

季軍 3D 張雅晴         

The World Dancer 

Championship 世界舞

蹈 家 錦 標 賽 — Latin 

Novice U12 Cha Cha 

Cha & Rumba 

3
rd
 Place 6B 黃靖嵐 5B 黃澔銘       

The World Dancer 

Championship 世界舞

蹈家錦標賽 —喳喳

舞、倫巴舞及牛仔舞組 

第二名 6B 黃靖嵐 5B 黃澔銘       

2013 台灣世界盃全球

華人武術大賽暨一百

零二年全國中山盃少

林拳道武術錦標賽

-MA2-武術-棍類 

第 1 名 1E 吳逸駿         

2013 台灣世界盃全球

華人武術大賽暨一百

零二年全國中山盃少

林拳道武術錦標賽

-MA2-武術-長拳 

第 5 名 1E 吳逸駿         

第十二屆夢想杯香港

國際武術節武術套路

大獎賽-國外男子 M2

棍術 

第二名 1E 吳逸駿         

第十二屆夢想杯香港

國際武術節武術套路

大獎賽-國外男子 M2

太極扇 

第一名 1E 吳逸駿         

2014 年全國青年體操

錦標賽-女子乙組跳馬 

第八名 6E 陳卓琳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Talent Art Dance Sport 

Association 

-Latin Dancing 

Bronze 4E 張愷桐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Cha Cha 

Champion 2B 鄧凱琪 3C 黎洛汶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Rumba 

冠軍 3D 謝芷晴 3E 梁絡怡       

亞軍 2B 鄧凱琪 3C 黎洛汶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Cha Cha 

冠軍 3C 黎洛汶 2B 鄧凱琪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Solo 

Rumba 

優異 2B 鄧凱琪         

優異 2D 謝芷睿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Cha Cha 

亞軍 3E 梁絡怡 3D 謝芷晴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Solo Cha 

Cha 

冠軍  3D 謝芷晴         

優異 2B 鄧凱琪         

優異 2D 謝芷睿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3-4 年級-Cha Cha 

季軍 3E 李洛欣 4E 梁穎妤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3-4 年級-Rumba 

亞軍 3E 李洛欣 4E 梁穎妤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Solo 

Rumba 

季軍 3D 謝芷晴         

優異 2B 鄧凱琪         

優異 2D 謝芷睿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Cha Cha 

亞軍 3E 梁絡怡 3D 謝芷晴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2-3 年級-Solo Cha 

Cha 

冠軍  3D 謝芷晴         

優異 2B 鄧凱琪         

優異 2D 謝芷睿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3-4 年級-Cha Cha 

季軍 3E 李洛欣 4E 梁穎妤       

4th (Global Cup) 2014 

Dance Open Competition-

小學 3-4 年級-Rumba 

亞軍 3E 李洛欣 4E 梁穎妤       

18 區精英公開賽-兒童

及青少年拉丁舞 CRJ 

金獎 4A 李嘉穎         



 

18 區精英公開賽-兒童

及青少年拉丁舞 CRJ 

金獎 4A 李嘉穎         

18 區精英公開賽-兒童

及青少年拉丁舞 Jive 

金獎 4A 李嘉穎         

18 區精英公開賽-兒童

及青少年拉丁舞 CJ 

銀獎 4A 李嘉穎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18 區精英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RUMBA 

銀獎 4A 李嘉穎         

18 區精英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JIVE 

銀獎 4A 李嘉穎         

18 區精英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CHA CHA CHA  

銀獎 4A 李嘉穎         

第九屆麗豪盃暨全港標

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 

拉丁舞青少年雙人單項

CHA CHA  

亞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第九屆麗豪盃暨全港標

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 

拉丁舞青少年雙人單項

RUMBA 

季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第九屆麗豪盃暨全港標

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 

拉丁舞青少年雙人單項

JIVE 

亞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全港女子跆拳道比賽 

2013-女童色帶組 

冠軍 5A 陳皓靈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三

項 

亞軍 4A 司徒依諾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獨

舞 

亞軍 6B 黃靖嵐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獨

舞 

亞軍 6B 黃靖嵐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獨

舞 

亞軍 4E 趙曉晴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季軍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單

頂(牛仔舞)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雙

項 

季軍 4A  司徒依諾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雙

項 

優異 3C 黎洛汶 

龍城顯活力舞動龍城

「十八區盃」國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獨

舞 

優異 4E 趙曉晴 

飛達國慶盃田徑錦標賽-

女子 03 年組跳遠 

第三名 5A 陳皓靈 

飛達國慶盃田徑錦標賽-

女子 03 年組 

第四名 5A 陳皓靈 

香港賽馬會游泳比賽-男

子 11-12 歲組-50 米背泳 

亞軍  6E 何學泓 

香港賽馬會游泳比賽-男

子 11-12 歲組-25 米蝶泳 

季軍 6E 何學泓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第三

組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9-10 歲組-100 米自由式 

亞軍 4E 鄭卓林 

香港游泳協會-中國成立

64 周 年 游 泳 錦 標 賽

2013-男子 11 歲 

50 米背泳 

季軍 6A 陳錫銘 

香港游泳協會-中國成立

64 周 年 游 泳 錦 標 賽

2013-男子 10 歲 

50 米蛙式 

亞軍 5A 陳彥宏 

香港游泳協會-中國成立

64 周 年 游 泳 錦 標 賽

2013-男子 10 歲 

100 米蛙式 

亞軍 5A 陳彥宏 

香港游泳協會-中國成立

64 周 年 游 泳 錦 標 賽

2013-男子 10 歲 

50 米自由式 

季軍 5A 陳彥宏 

香港游泳協會-中國成立

64 周 年 游 泳 錦 標 賽

2013-男子 9-11 歲-四乘

五十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5A    陳彥宏 6A 陳錫銘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 黃大仙分齡游泳比

賽-100 米蛙泳 

冠軍 4E  鄭卓林         

2013 黃大仙分齡游泳比

賽-50 米蛙式 

亞軍 4E  鄭卓林         

第 8 屆國慶團結盃游泳

比賽-女子 9-10 歲組-50

米自由式 

冠軍 4A  葉汶昕         

第 8 屆國慶團結盃游泳

比賽-中級組混合 4 乘 50

米接力賽 

亞軍 4A  葉汶昕         

第 8 屆國慶團結盃游泳

比賽-女子 7-8歲組-25米

持板踢腳 

季軍 4A  嚴樂瑤         

第 8 屆國慶團結盃游泳

比賽-女子 11-12 歲組-50

米自由式 

冠軍 6A  葉鎂珩         

第 8 屆國慶團結盃游泳

比賽-女子 11-12 歲組-50

米蛙式 

亞軍 6A  葉鎂珩         

第 8 屆國慶團結盃游泳

比賽-高級組混合 4 乘 50

米接力賽 

季軍 6A  葉鎂珩         

2013 跆拳道搏擊比賽 

-男子 6-8 歲-重量級` 

亞軍 2D  吳柏軒         

香港（亞洲）獨舞大賽

2013-群舞組 

季軍 4A  葉汶昕         

ROYAL ACADEMY OF 

DANCE- Grade 2 

Distinction 4E  趙曉晴         

ROYAL ACADEMY OF 

DANCE- Grade 2 

Distinction 3C 黎洛汶         

NCDG Competition Best 

Performer 

4E  趙曉晴         

NCDG Competition Bronze 4E  趙曉晴         

NCDG Competition Gold 3C 黎洛汶         

全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

比賽 2013-男子色帶組 

亞軍 4A  曾頌僖         

第九屆麗豪盃暨全港標

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拉丁舞青少年雙人單項

CHA CHA 

亞軍 6B 黃靖嵐         

第九屆麗豪盃暨全港標

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拉丁舞青少年雙人單項

RUMBA 

亞軍 6B 黃靖嵐         

第九屆麗豪盃暨全港標

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拉丁舞青少年雙人單項

JIVE 

季軍 6B 黃靖嵐         

 
 

體育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CwQFjAA&url=http%3A%2F%2Fwww.sportsoho.com%2Fpg%2Fmatch%2Fread%2F3465420%2F-2013&ei=Os1pUvW8LMaUiQfQyIHoDQ&usg=AFQjCNF3Beu-uDCbZNVEPpWuXlNFDJombg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CwQFjAA&url=http%3A%2F%2Fwww.sportsoho.com%2Fpg%2Fmatch%2Fread%2F3465420%2F-2013&ei=Os1pUvW8LMaUiQfQyIHoDQ&usg=AFQjCNF3Beu-uDCbZNVEPpWuXlNFDJombg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  (小學高年級

組) —俏花旦(古典) 

優等獎 4A 李芷澄 4A 吳藹蒑 4A 蔡愷錡 4A 謝芷鈴 4A 嚴樂瑤 

4A  葉汶昕 4B 吳嘉欣 4C 林恩琳 4C 李曉澄 4C 劉益楠 

4D  陳泳圻 4D 余  懿 4E 李昕霖 5A 鄧皓琪 5A 蔡愷穎 

5D 劉逸妍 5E 陳雅楠 5E 麥昕希 6A 邱  悠 6C 石子妍 

6D 張睿文 6D 羅天愛 6D 劉希雅 6E 陳卓穎 6E 黃德如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中 國 舞  ( 小 學 初 小

組) —春到草原(蒙古) 

優等獎 2A  張凱晴 2A 葉寶淇 2B 劉諾思 2E 陳凱琳 3A 蔡雅雯 

3A 黃穎琳 3B 陳凱淇 3B 吳汶希 3C 黎洛汶 3D 張雅晴 

3E 蔣詩穎 3E 梁恩彤 3E 伍倚汶     

壁球生力軍招募計劃

2013/14—女子十一歲以

下組別(壁球比賽) 

季軍 5A 陳皓靈         

2013 至 2014 年度全港跆

牶道觀摩邀請賽—男子

兒童組(12 歲以下) 

羽量級 

冠軍 5E 余思朗         

2014 全港校際公開邀請

賽—色帶自由博擊 

金牌 2E 黃千祐         

2014 全港校際公開邀請

賽—色帶自由博擊 

銅牌 4C 吳梓灝         

2014 全港校際公開邀請

賽—色帶套牶 

銀牌 4C 吳梓灝         

2014 全港校際公開邀請

賽—色帶套牶 

優異 2E 黃千祐         

第十六屆全港小學區際

田徑比賽 -2013-2014 —

男子丙組 100 米 

殿軍 4E  鄭卓林         

第十六屆全港小學區際

田徑比賽 -2013-2014 —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 

殿軍 4E  鄭卓林         

Panasonic 飛達慈善復活

跑 2014—女子少年 I 組 

(3 公里) 

第五名 5A 陳皓靈         

香港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4—隊際接力  2x50

米 

冠軍 1A 程  瀚         

香港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4—男子 2007 年組—

100 米 

亞軍 1A 程  瀚         

2013國際會套拳大賽-紅

黑帶 

季軍 5B 黃澔銘         

2014 香港胡氏跆拳道搏

擊比賽  

冠軍 2D 吳柏軒         

2014 香港胡氏跆拳道搏

擊比賽  

季軍 1A 李國靖         

2014 香港胡氏跆拳道套

拳比賽  

亞軍 1A 李國靖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少年田徑錦標賽 冠軍 1A 李國靖         

http://www.hksda.org.hk/50th/Competition/Result/50th%20SDF%20Result%20%2825%20Jan%20AM%29.pdf
http://www.hksda.org.hk/50th/Competition/Result/50th%20SDF%20Result%20%2825%20Jan%20AM%29.pdf


 

2014—隊際接力  2x50

米 

香港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4—男子 2005 年組—

火箭標槍 

季軍 2E 李國熙         

香港青少年壁球章別獎

勵計劃 

Merit 5A 陳皓靈         

香港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4—隊際接力  2x50

米 

亞軍 1A   張凱盈 1A 徐頌祈       

香港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4—女子 2007 年組—

100 米 

季軍 1A   張凱盈         

香港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4—女子 2007 年組—

60 米 

亞軍 1A   張凱盈         

2013 年社區體育會《第

五屆》棒球邀請賽-TEE 

BALL 組 

冠軍 1A 徐頌祈         

第一屆全港體育舞蹈精

英大賽-12 歲以下雙項

CR：喳喳舞、倫巴舞 

第四名 6B 黃靖嵐 5B 黃澔銘       

第一屆全港體育舞蹈精

英大賽-兒童及青少年組

-拉丁舞雙項 CR  

優異獎 6B 黃靖嵐 5B 黃澔銘       

第二組分齡游泳比賽-男

子 9-10 歲組- 50 米蛙式 

亞軍  5A 陳彥宏         

第二組分齡游泳比賽-男

子 9-10 歲組- 100 米背泳 

亞軍  4E 鄭卓林         

第三組分齡游泳比賽-男

子 11-12歲組-100米蛙泳 

季軍 6D  麥旻皓         

第十一屆飛達全港田徑

新星大賽-男子 04 組 

-200 米 

季軍  4E  鄭卓林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高級組)-自由體操 

冠軍 6E 陳卓林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高級組)- 平衡木 

季軍 6E 陳卓林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高級組)- 跳馬 

冠軍 6E 陳卓林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高級組)- 高低槓 

季軍 6E 陳卓林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高級組)-個人全能 

冠軍 6E 陳卓林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高級組) 

傑出運動員 6E 陳卓林         



 

2014 年全港競技體操公

開及新秀比賽女子公開

組(少年)- 個人全能 

亞軍 6E 陳卓林         

2014 年全港競技體操公

開及新秀比賽女子公開

組(少年)-自由體操 

冠軍 6E 陳卓林         

2014 年全港競技體操公

開及新秀比賽女子公開

組(少年)-高低槓 

季軍 6E 陳卓林         

2014 年全港競技體操公

開及新秀比賽女子公開

組(少年)- 跳馬 

冠軍 6E 陳卓林         

全港校際公開邀請賽-色

帶套拳分級賽 
亞軍 

4C 吳梓灝         

全港校際公開邀請賽-色

帶搏擊分磅賽 
季軍 

4C 吳梓灝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

拳比賽 

冠軍 2E 黃千祐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

拳比賽 

優異 3E 謝卓穎         

第五屆灣仔區體育舞蹈

公開賽-男女混合 11 歲

或以下拉丁舞五項全能 

第三名 6E 朱蔚芝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男

女混合 11 歲或以下 

拉丁舞五項全能 

第二名 6E 朱蔚芝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男

女混合 11 歲或以下拉丁

舞三項查查、倫巴、 

牛仔舞 

第二名 6E 朱蔚芝         

2013 ADSF Asian Single 

Dance 

Championships-Hong 

Kong Closed Latin 

–Age 11 or below 

2 Place 6E 朱蔚芝         

第四屆香港體育舞蹈大

獎賽-男女混合組 11 歲

或以下拉丁舞五項全能 

第二名 6E 朱蔚芝         

香港體育舞蹈五項全能

排名賽-少年 D 組(12 歲)

拉丁舞五項全能 

第一名 6E 朱蔚芝         

香港體育舞蹈五項全能

排名賽-少年 C 組(13 歲)

拉丁舞五項全能 

第一名 6E 朱蔚芝         

香港體育舞蹈五項全能

排名賽-少年 B 組(14 歲)

拉丁舞五項全能 

第二名 6E 朱蔚芝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十屆香港校際體育舞

蹈錦標賽-男女混合組

13 歲或以下牛仔舞- 

校際賽 

亞軍 6E 朱蔚芝         

第十屆香港校際體育舞 亞軍 6E 朱蔚芝         



 

蹈錦標賽-男女混合組

13 歲或以下鬥牛舞-校

際賽 

第十屆香港校際體育舞

蹈錦標賽-男女混合組

13 歲或以下倫巴舞-校

際賽 

亞軍 6E 朱蔚芝         

第十屆香港校際體育舞

蹈錦標賽-男女混合組

13 歲或以下森巴舞-校

際賽 

季軍 6E 朱蔚芝         

Samsung 第 57 屆體育節-

少年 D 組拉丁舞五項全

能 

第二名 6E 朱蔚芝         

第一屆全港體育舞蹈精

英大賽-12 歲或以下五

項 SCRPJ 

第一名 6E 朱蔚芝         

2013-2014 年度香港體育

舞蹈 

入選香港 

代表隊 

6E 朱蔚芝         

第一屆全港體育舞蹈精

英大賽-12 歲或以下 

三項 CRJ 

第二名 6E 朱蔚芝         

第一屆全港體育舞蹈精

英大賽-12 歲或以下 

三項 CRS 

第二名 6E 朱蔚芝         

第一屆全港體育舞蹈精

英大賽-12 歲或以下 

雙項 CR 

第二名 6E 朱蔚芝         

WDSF GRANDSLAM 

HONG KONG 2014-Hong 

Kong Open Latin-Age 12 

or below 

2 Place 6E 朱蔚芝         

第二組分齡游泳比賽-男

子 9-10 歲組-200 米自由

式 

冠軍 4E 鄭卓林         

第二組分齡游泳比賽-男

子 9-10 歲組-50 米蝶泳 

季軍 4E 鄭卓林         

第二組分齡游泳比賽-女

子 11-12歲組-200米自由

式 

季軍 6A 葉鎂珩         

2014 年度全港爭霸戰 

-第二回-女子 C 組-25 米

背泳 

殿軍 1E  鄭曉玟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4 年度全港爭霸戰 

第三回-女子 E 組-25 米

自由泳 

銀牌 1E  鄭曉玟         

2014 年度全港爭霸戰 

第三回-女子 E 組-25 米

背泳 

金牌 1E  鄭曉玟         

第十五屆中港盃全港標

準舞拉丁舞公開賽-8 歲

優勝獎 4E 張愷桐         



 

以下單項獨舞 J 

第十五屆中港盃全港標

準舞拉丁舞公開賽-8 歲

以下單項獨舞 R 

冠軍 4E 張愷桐         

第十五屆中港盃全港標

準舞拉丁舞公開賽-8 歲

以下單項獨舞 S 

季軍 4E 張愷桐         

第十五屆中港盃全港標

準舞拉丁舞公開賽-8 歲

以下單項獨舞 C 

亞軍 4E 張愷桐         

9th Young Ballert Stars 

Award Competition 

-芭蕾獨舞 

Merit 2A 張凱晴         

第 41 屆全港公開舞蹈 

比賽-芭蕾獨舞 

銅獎 2A 張凱晴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音樂舞蹈比賽 

-芭蕾獨舞 

亞軍 2A 張凱晴         

第五屆超新星舞蹈公開

比賽-芭蕾獨舞 

季軍 2A 張凱晴         

2013-2014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6E 陳卓琳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牛仔 

甲級獎 4A 司徒依諾 6B 黃靖嵐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查查查 

乙級獎 5B 黃澔銘 6B 黃靖嵐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查查查 

乙級獎 3C 黎洛汶 4A 司徒依諾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查查查 

甲級獎 6A 關樺靖 5E  張可怡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查查查 

乙級獎 4A 張芷澄 5E 王雅雯       

2013–2014 年度新界地

域小學男優秀運動員(大

埔區) 

優秀運動員 4E 鄭卓林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二十八屆新界區際水
運大會-男子 10 歲或以
下組-50 米自由式 

冠軍 5A  陳彥宏         

第二十八屆新界區際水
運大會-男子 10 歲或以
下組-100 米蛙式 

冠軍 5A  陳彥宏         

第二十八屆新界區際水
運大會-男子 10 歲或以
下組-50 米蛙式 

季軍 4E  鄭卓林         

第二十八屆新界區際水
運大會-男子 10 歲或以
下組-100 米蛙式 

季軍 4E  鄭卓林         

第二十八屆新界區際水
運大會-男子 10 歲或以
下組-四乘五十米自由式
接力 

亞軍 5A   

 

陳彥宏 4E 鄭卓林       



 

第二十八屆新界區際水
運大會-男子 10 歲或以
下組-四乘五十米四式接
力 

亞軍 5A   

 

陳彥宏 4E 鄭卓林       

第二十八屆新界區際水
運大會-女子十二歲組-

四乘五十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6A  葉鎂珩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男子 9 歲或以下
組 – 50 米蛙泳 

冠軍 4E  鄭卓林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男子 9 歲或以下
組 – 100 米自由式 

冠軍 4E  鄭卓林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男子 9 歲或以下
組 – 100 米蛙式 

亞軍 4E  鄭卓林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男子 9 歲或以下
組 –50 米蝶泳 

冠軍 4A  葉啟明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男子 9 歲或以下
組 –50 米背泳 

季軍 4A  葉啟明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女子 12 歲或以下
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6A  葉鎂珩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女子 12 歲或以下
組 –100 米蛙泳 

季軍 6A  葉鎂珩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男子 12 歲或以下
組 –四乘五十米自由式
接力 

季軍 6A 梁駿熹 6A 黎駿希 6C 程政愷 6E 何學泓 6E 孟肇天 

2013大埔區分齡游泳比
賽 女子 12 歲或以下
組 –四乘五十米自由式
接力 

季軍 5C  徐惠祺 5D 何愉恩 5E 方鍵如 5E 林凱婷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男子 F 組 60 米 

亞軍 4E  鄭卓林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E 組 400 米 

季軍 6A  黃悅程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E 組 

4X100 米接力 

亞軍 6A  黃悅程 6A 葉鎂珩 6C 張善欣 6D 謝焯媛 6E 陳卓琳 

6E 鄺芷茵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E 組跳高 

季軍 6A  邱悠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E 組壘球 

季軍 6B  李嘉慧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F 組 60 米 

冠軍 5A  陳皓靈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F 組 100 米 

冠軍 5A  陳皓靈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F 組跳遠 

冠軍 5A  陳皓靈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F 組壘球 

亞軍 4E  張瑋珊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女子 F 組 

4X100 米接力 

冠軍 4A 司徒依諾 4A 李佩禎 4A 梁穎妤 4E 張瑋珊 5A 陳皓靈 

5E 葉津茗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男子 E 組 跳高 

季軍 6D  楊德忠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男子 F 組 60 米 

亞軍 4E  鄭卓林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男子 F 組 100 米 

亞軍 4E  鄭卓林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男子 F 組壘球 

季軍 4E  鄭卓林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3—男子 F 組 

4X100 米接力 

亞軍 4C  關銳熙 4C 羅世龍 4D 蘇卓希 4D 黃頌鏗 4E 鄭卓林 

第 33 屆大埔區校際舞
蹈比賽—初小組 

(春到草原) 

金獎 2A  張凱晴 2A 葉寶淇 2B 劉諾思 2E 陳凱琳 3A 蔡雅雯 

3A 黃穎琳 3B 陳凱淇 3B 吳汶希 3C 黎洛汶 3D 張雅晴 

3E 蔣詩穎 3E 梁恩彤 3E 伍倚汶     

第 33 屆大埔區校際舞
蹈比賽—初小組 

(春到草原) 

最佳服裝獎 2A  張凱晴 2A 葉寶淇 2B 劉諾思 2E 陳凱琳 3A 蔡雅雯 

3A 黃穎琳 3B 陳凱淇 3B 吳汶希 3C 黎洛汶 3D 張雅晴 

3E 蔣詩穎 3E 梁恩彤 3E 伍倚汶     

第 33 屆大埔區校際舞
蹈比賽—高小組 

(俏花旦) 

金獎 4A 李芷澄 4A 吳藹蒑 4A 蔡愷錡 4A 謝芷鈴 4A 嚴樂瑤 

4A  葉汶昕 4B 吳嘉欣 4C 林恩琳 4C 李曉澄 4C 劉益楠 

4D  陳泳圻 4D 余懿 4E 李昕霖 5A 鄧皓琪 5A 蔡愷穎 

5D 劉逸妍 5E 陳雅楠 5E 麥昕希 6A 邱悠 6C 石子妍 

6D 張睿文 6D 羅天愛 6D 劉希雅 6E 陳卓穎 6E 黃德如 

第 33 屆大埔區校際舞
蹈比賽—高小組 

(俏花旦) 

最佳服裝獎 4A 李芷澄 4A 吳藹蒑 4A 蔡愷錡 4A 謝芷鈴 4A 嚴樂瑤 

4A  葉汶昕 4B 吳嘉欣 4C 林恩琳 4C 李曉澄 4C 劉益楠 

4D  陳泳圻 4D 余懿 4E 李昕霖 5A 鄧皓琪 5A 蔡愷穎 

5D 劉逸妍 5E 陳雅楠 5E 麥昕希 6A 邱悠 6C 石子妍 

6D 張睿文 6D 羅天愛 6D 劉希雅 6E 陳卓穎 6E 黃德如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大埔體育會 2013 至
2014年度全港跆拳道觀
摩邀請賽—男子兒童組
(10 歲以下)鰭量級 B 組 

冠軍 3C  陳晉軒         

大埔體育會 2013 至
2014年度全港跆拳道觀
摩邀請賽—男子兒童組
(10 歲以下)鰭量級 A 組 

亞軍 3E 謝卓穎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甲 60 米 

殿軍 6A 李希朗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甲 100 米 

亞軍 6A 黎駿希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甲 400 米 

亞軍 6B 陳健弘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甲跳高 

亞軍 6D 楊德忠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亞軍 6E 梁宇軒 

 

        



 

男甲跳遠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甲 4×100 米 

亞軍 6A 李希朗 6A 黎駿希 6B 陳健弘 6D 楊德忠 6E 劉海博 

6E 區  朗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甲團體 

亞軍 6A 李希朗 6A 黎駿希 6A 羅錦泳 6B 陳健弘 6B 徐柏塱 

6C 程政愷 6C 黎文傑 6D 林榮祖 6D 楊德忠 6E 區  朗 

6E 梁宇軒 6E 孟肇天 6E 劉海博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乙 60 米 

殿軍 5A 鄧子謙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乙 100 米 

季軍 5D 李樂希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乙 200 米 

季軍 5D 胡希正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乙跳高 

冠軍 5D 胡希正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乙跳高 

季軍 5A 陳彥宏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乙 4×100 米 

亞軍 5A 鄧子謙 5B 鄭俊輝 5D 胡希正 5D 劉  任 5D 李樂希 

5E 劉騏鋒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乙團體 

季軍 5A 鄧子謙 5A 陳彥宏 5B 鄭俊輝 5B 賴彥希 5D 劉  任 

5D 李樂希 5D 胡希正 5E 孫尚德 5E 劉騏鋒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丙 100 米 

冠軍 4E 鄭卓林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丙 4×100 米 

亞軍 3E 楊正浩 4A 張譯俊 4B 蘇堃朗 4C 羅世龍 4D 關銳熙 

4E 鄭卓林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男丙團體 

季軍 3E 楊正浩 4A 張譯俊 4B 蘇堃朗 4C 羅世龍 4D 關銳熙 

4E 鄭卓林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 100 米 

季軍 6A 葉鎂珩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 200 米 

季軍 6A 黃悅程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跳高 

冠軍 6A 邱悠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跳高 

季軍 6E 陳卓琳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鉛球 

殿軍 6A 葉鎂珩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壘球 

季軍 6B 李嘉慧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 4×100 米 

季軍 6A 葉鎂珩 6A 黃悅程 6C 張善欣 6C 李圓緻 6E 梁晏榕 

6E 陳卓琳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甲團體 

冠軍 6A 葉鎂珩 6A 黃悅程 6C 張善欣 6C 李圓緻 6E 梁晏榕 

6E 陳卓琳 6D 謝婥瑗 6D 黃嘉琪 6B 李嘉慧 6A 邱  悠 

6E 張守一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乙 60 米 

季軍 5C 徐惠琪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乙跳遠 

亞軍 5A 陳皓靈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乙團體 

殿軍 4A 詹詠琛 5A 陳皓靈 5A 李芷簥 5B 蘇卓琳 5C 林韻月 

5C 徐惠琪 5D 高卓琳 5E 張可怡 5E 周臻欣 5E 方嘉敏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丙 60 米 

季軍 4A 何君彤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丙跳遠 

季軍 4A 李珮禎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丙 4×100 米 

亞軍 4A 司徒依諾 4A 何君彤 4C 麥翠藍 4E 張瑋珊 4E 梁穎妤 

5E 葉津茗         

第十七屆大埔區小學校
際田徑錦標賽— 

女丙團體 

季軍 4A 司徒依諾 4A 何君彤 4A 李珮禎 4C 麥翠藍 4E 張瑋珊 

4E 梁穎妤 5E 葉津茗       

第三屆新界區際跆牶道
比賽—男子少年色帶組
36 公斤以上~40 公斤以
下 

亞軍 5E 余思朗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大埔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單打 

殿軍 4E 王倩樺         

大埔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團體 

亞軍 4A 詹詠琛 4E 張瑋珊 4E 王倩樺 4E 黃千芹 6E 張守一 

大埔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 

殿軍 3C 羅嘉德 5B 羅世昌 5E 蔡幸晉 5E 余思朗 6A 陳彥希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
拳比賽 

冠軍 3D 梁皓言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套
拳比賽 

殿軍 3C  陳晉軒         

第二屆愛麗絲盃全港公
開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
大賽-青少年單項拉丁舞 

亞軍 4E  曾伊汶         

第二屆愛麗絲盃全港公
開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
大賽-青少年單人拉丁舞
-鬥牛舞 

優異獎 4E  曾伊汶         

第二屆愛麗絲盃全港公
開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
大賽-青少年單人拉丁舞
-喳喳 

優異獎 4E  曾伊汶         

第二屆愛麗絲盃全港公
開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
大賽-青少年單人拉丁舞

優異獎 4E  曾伊汶         



 

-牛仔 

2014 沙田盃-男子 10 歲
組-50 米蛙式  

冠軍 4E  鄭卓林         

2014 沙田盃-男子 10 歲
組-50 米自由式  

亞軍 4E  鄭卓林         

2014 沙田盃-男子 10 歲
組-50 米蝶式 

亞軍 4E  鄭卓林         

2014 沙田盃-男子 10 歲
組-50 米背式 

季軍 4E  鄭卓林         

2014 沙田盃-男子 10 歲
組-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4E  鄭卓林         

2014 沙田盃-男子 10 歲
組-4x50 米自由接力 

冠軍 4E  鄭卓林         

2014 沙田盃-男子 11 歲
組-50 米蛙式 

冠軍 5A 陳彥宏         

2014 沙田盃-男子 11 歲
組-50 米背式  

季軍 5A 陳彥宏         

2014 沙田盃-男子 11 歲
組-50 米蝶式 

季軍 5A 陳彥宏         

2014 沙田盃-男子 11 歲
組  

全場總冠軍 5A 陳彥宏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男甲-50 米自由
式 

冠軍 6E 何學泓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背泳 

冠軍 6E 何學泓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蛙式 

冠軍 6A 黎駿希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蝶式  

冠軍 6A 黎駿希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100 米蛙式 

冠軍 6E 孟肇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蛙式  

亞軍 6E 孟肇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100 米自由式  

亞軍 6D  麥旻皓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背泳 

亞軍 6D  麥旻皓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自由式 

季軍 6A 陳錫銘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蝶式 

季軍 6A 陳錫銘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4x50 米自由接
力- 

冠軍兼破大
會紀錄 

6A 陳錫銘 6A 黎駿希 6C 程政愷 6D  麥旻皓 6E 何學泓 

6E 孟肇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最佳運動員  

最佳運動員 6A 黎駿希 6E 何學泓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男甲 

團體冠軍 6A 陳錫銘 6A 黎駿希 6C 程政愷 6D  麥旻皓 6E 何學泓 

6E 孟肇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男乙-100 米蛙
式 

冠軍兼破大
會紀錄 

5A 陳彥宏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蛙式 

冠軍兼破大
會紀錄 

5A 陳彥宏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背泳 

亞軍 5E 張家銘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自由式 

殿軍 5E 張家銘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蝶式  

季軍 5E 梁弘澔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100 米蛙式 

季軍 5E 梁弘澔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100 米自由式 

季軍 5C 鄭棓之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100 米自由式  

殿軍 5C 黎政熙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蛙式 

季軍 5D 胡希正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4x50 米自由接
力 

冠軍  5A 陳彥宏 5C 鄭棓之 5C 黎政熙 5E 張家銘 5E 梁弘澔 

5D 胡希正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男乙 

團體冠軍 3E 鄭宇軒 5A 陳彥宏 5C 鄭棓之 5C 黎政熙 5D 胡希正 

5E 張家銘 5E 梁弘澔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男丙-50 米蛙式 

冠軍破大會
紀錄 

4E 鄭卓林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自由式 

亞軍破大會
紀錄 

4E 鄭卓林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50 米背泳 

殿軍 4A 葉啟明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4x50 米自由接
力 

殿軍 3B 周弘軒 3B 陳信延 4A 葉啟明 4A 蕭湙朗 4B 姚睿軒 

4E 鄭卓林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男丙 

團體亞軍 3B 周弘軒 3B 陳信延 4A 葉啟明 4A 蕭湙朗 4B 姚睿軒 

4E 鄭卓林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自由
式  

冠軍 6A 葉鎂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背泳 

冠軍 6A 葉鎂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100米自由
式 

冠軍 6C 張善欣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蝶式 

亞軍 6C 張善欣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蝶式 

冠軍 6E 梁芷菁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100米自由
式 

亞軍 6E 梁芷菁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100米蛙式 

亞軍 6D 黃樂心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背泳 

亞軍 6B 楊思晴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自由
式 

亞軍 6E  鄺芷茵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蛙式
  

亞軍 6E  鄺芷茵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100米蛙式 

季軍 6A 陳樂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50 米蛙式 

季軍 6A 陳樂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4x50 米自由接力 

冠軍  6A 葉鎂珩 6A 陳樂恩 6B 楊思晴 6C 張善欣 6E 梁芷菁 

6E  鄺芷茵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最佳運動員 6A 葉鎂珩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甲 

團體冠軍 6A 葉鎂珩 6A 陳樂恩 6B 楊思晴 6C 張善欣 6D 黃樂心 

6E 梁芷菁 6E  鄺芷茵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乙 50 米背泳 

殿軍 5E 林凱婷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乙 100米自由
式 

季軍 5E 林凱婷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乙 50 米蛙式 

殿軍 5D  周穎妍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乙 100米蛙式 

季軍 5E 周臻欣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乙 100米蛙式 

殿軍 3A 李昕澄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乙 

團體殿軍 3A 李昕澄 5B 黃梓晴 5D 周穎妍 5D 何愉恩 5E 林凱婷 

5E 周臻欣 5E 袁可兒 5E 方鍵如 5E 張可怡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丙-50 米蛙式 

亞軍 4E  官穎瑜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丙-50 米蛙式 

季軍 4A  盧芷蕎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丙-4x50 米自
由接力 

冠軍 4E  官穎瑜 4A  盧芷蕎 4A 幸珞妡 4A 葉汶昕 4A 何君彤 

4E 譚樂瑤         

2013-2014 大埔校際游
泳比賽-女丙  

團體冠軍  4A  盧芷蕎 4A 幸珞妡 4A 葉汶昕 4A 何君彤 4E  官穎瑜 

4E 譚樂瑤         

大埔區小學校際女子 

籃球比賽 

亞軍 3C 周凱欣 4C 張家琪 5A 司徒潁榆 5B 趙芷攸 5D 劉逸妍 

5D 尹希婷 5E 周臻欣 6C 賴韻文 6A 黃悅程 6A 曾容玲 

6C 麥凱然         

大埔區小學校際男子 

足球比賽 

第五名 5A  5A 鄧子謙 5A 黃宏立 5B  賴彥希 5D 李樂希 

5E 許俊希 5E 孫尚德 6B 陳健弘 6B 徐栢塱 6B 黃建森 

6E 劉海博 6E 李銓軒       

大埔區小學校際乒乓球
比賽—女子組 

殿軍 5E 尹嘉敏         

2013-2014 年度全港小
學校際劍撃比賽 

 (新界 B 區)女子乙組 

第五名 4E 譚樂瑤         

第三屆新界區際跆拳道
比賽-男子少年色帶組 

27 公斤以上-30 公斤以
下 

季軍 3E 謝卓穎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乙-100 米蛙式 

冠軍 5A 陳彥宏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乙- 50 米蛙式 

冠軍 5A 陳彥宏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殿軍 5A 陳彥宏 5E 張家銘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乙-4x50 米自由接力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乙 

團體殿軍 5A 陳彥宏 5E 張家銘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蛙式 

冠軍 4E 鄭卓林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自由式 

季軍 4E 鄭卓林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丙-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4E 鄭卓林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男丙  

團體冠軍 4E 鄭卓林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蛙式 

亞軍 6E 孟肇天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甲 100 米蛙式 

殿軍 6E 孟肇天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蝶式 

殿軍 6A 黎駿希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蛙式 

殿軍 6A 黎駿希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甲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6A 陳錫銘 6D  麥旻皓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甲 4x50 米四式接力 

殿軍 6A 黎駿希 6E 何學泓 6E 孟肇天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甲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6A 葉鎂珩 6C 張善欣 6E 梁芷菁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女甲 

團體季軍 6A 陳樂恩 6B 楊思晴 6C 張善欣 6E 鄺芷茵 6E 梁芷菁 

6A 葉鎂珩 6D 黃樂心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丙-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4E 官穎瑜         

2013-14 年度新界地域
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 

亞軍 4E 官穎瑜         

2013 至 2014 年度新
界地域小學大埔分會-全
年總錦標-男子組 

銀獎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3 至 2014 年度新
界地域小學大埔分會-全
年總錦標-女子組 

銀獎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小童軍團比
賽—跳高 

亞軍 2B 詹東尼 2B 鄒泓釗 2B 李子軒 2C 許心怡 2C 林凱澄 

2C 呂樂謙 2C 黃芷汶 2E 李沚茵     

 
 

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小童軍團比
賽—跳遠 

亞軍 2B 詹東尼 2B 鄒泓釗 2B 李子軒 2C 許心怡 2C 林凱澄 

2C 呂樂謙 2C 黃芷汶 2E 李沚茵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小童軍團比
賽—接力跑 

冠軍 2B 詹東尼 2B 鄒泓釗 2B 李子軒 2C 許心怡 2C 林凱澄 

2C 呂樂謙 2C 黃芷汶 2E 李沚茵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終極比賽 

全場冠軍 2B 詹東尼 2B 鄒泓釗 2B 李子軒 2C 許心怡 2C 林凱澄 

2C 呂樂謙 2C 黃芷汶 2E 李沚茵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幼童軍團比
賽—跳高 

冠軍 3E 簡顯正 4B 徐雅媛 4E 顏善朗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余思朗 6A 盧一鋒 6B 王樂瑤     

亞軍 3A 趙衍菁 3C 莫寧軒 4A 何沛然 4C 方潤祺 4E 官穎瑜 

4E 嚴諾希 5E 許俊希       

季軍 3B 劉卓軒 3B 梁諾晞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鄧棨陽 

3D 姚慶煒 3D 馬樂瑤 3D 唐采溵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幼童軍團比
賽—跳遠 

冠軍 3A 趙衍菁 3C 莫寧軒 4A 何沛然 4C 方潤祺 4E 官穎瑜 

4E 嚴諾希 5E 許俊希       

亞軍 3E 簡顯正 4B 徐雅媛 4E 顏善朗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余思朗 6A 盧一鋒 6B 王樂瑤     

季軍 3B 劉卓軒 3B 梁諾晞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鄧棨陽 

3D 姚慶煒 3D 馬樂瑤 3D 唐采溵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幼童軍團比
賽—接力跑 

冠軍 3A 趙衍菁 3C 莫寧軒 4A 何沛然 4C 方潤祺 4E 官穎瑜 

4E 嚴諾希 5E 許俊希       

亞軍 3B 劉卓軒 3B 梁諾晞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鄧棨陽 

3D 姚慶煒 3D 馬樂瑤 3D 唐采溵     

季軍 3E 簡顯正 4B 徐雅媛 4E 顏善朗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余思朗 6A 盧一鋒 6B 王樂瑤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幼童軍團比
賽—拋豆袋 

冠軍 3A 趙衍菁 3C 莫寧軒 4A 何沛然 4C 方潤祺 4E 官穎瑜 

4E 嚴諾希 5E 許俊希       

亞軍 3E 簡顯正 4B 徐雅媛 4E 顏善朗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余思朗 6A 盧一鋒 6B 王樂瑤     

季軍 3B 劉卓軒 3B 梁諾晞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鄧棨陽 

3D 姚慶煒 3D 馬樂瑤 3D 唐采溵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幼童軍團比
賽—終極比賽 

全場冠軍 3A 趙衍菁 3B 劉卓軒 3B 梁諾晞 3C 莫寧軒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鄧棨陽 3D 姚慶煒 3D 馬樂瑤 3D 唐采溵 

3E 簡顯正 4A 何沛然 4B 徐雅媛 4C 方潤祺 4E 官穎瑜 

4E 嚴諾希 4E 顏善朗 5E 許俊希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余思朗 6A 盧一鋒 6B 王樂瑤     

齊來做童軍之小幼童 全場冠軍 3A 趙衍菁 3B 劉卓軒 3B 梁諾晞 3C 莫寧軒 3C 文鈿慧 



 

軍小運動會（彭灝盃）
比賽—幼童軍團比
賽—金牌榜 

3C 蘇建榮 3C 鄧棨陽 3D 姚慶煒 3D 馬樂瑤 3D 唐采溵 

3E 簡顯正 4A 何沛然 4B 徐雅媛 4C 方潤祺 4E 官穎瑜 

4E 嚴諾希 4E 顏善朗 5E 許俊希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余思朗 6A 盧一鋒 6B 王樂瑤     

小童軍親子創意賀年
吊飾設計比賽 2013 

冠軍 1C 伍展鋒         

小童軍親子創意賀年
吊飾設計比賽 2013 

優異獎 1B 張展霖 1C 陳凱澄 2C 袁志安     

 
 

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地域總監盃小童軍比
賽— 

單項比賽：袋袋平安 

季軍 2A 梁睿朗 2B 李子軒 2B 區逸懷 2B 詹東尼 2B 鄒泓釗 

2C 林凱澄         

地域總監盃小童軍比
賽— 

單項季軍：百發百中 

季軍 2B 詹東尼 2B 鄒泓釗 2C 林凱澄 2C 許心怡 2D 王逸熹 

2E 李沚茵         

地域總監盃小童軍比
賽 

全場優異獎 2A 梁睿朗 2B 李子軒 2B 區逸懷 2B 詹東尼 2B 鄒泓釗 

2C 林凱澄 2C 許心怡 2D 王逸熹 2E 李沚茵   

2013- 2014 年度第十
二屆幼童軍課程比賽
(主席盃)- 主席盃 

全場總冠軍 5A 吳君瑤 5A 陳紀垣 5A 姚俊宇 5E 馬振航 6A 盧一鋒 

6A 張錦俊 6B 陳姵希 6B 劉子心 6E 黃德如   

2013- 2014 年度第十
二屆幼童軍課程比賽
(主席盃)-金氏遊戲 

冠軍 5A 吳君瑤 5A 陳紀垣 5A 姚俊宇 5E 馬振航 6A 盧一鋒 

6A 張錦俊 6B 陳姵希 6B 劉子心 6E 黃德如   

2013- 2014 年度第十
二屆幼童軍課程比賽
(主席盃)-常識問答比
賽 

亞軍 5A 吳君瑤 5A 陳紀垣 5A 姚俊宇 5E 馬振航 6A 盧一鋒 

6A 張錦俊 6B 陳姵希 6B 劉子心 6E 黃德如   

2013- 2014 年度第十
二屆幼童軍課程比賽
(主席盃)- 基本繩結 

冠軍 5A 吳君瑤 5A 陳紀垣 5A 姚俊宇 5E 馬振航 6A 盧一鋒 

6A 張錦俊 6B 陳姵希 6B 劉子心 6E 黃德如   

2013- 2014 年度第十
二屆幼童軍課程比賽
(主席盃)- 基本繩結 

季軍 5A 鄧皓琪 5A 鄧子謙 5E 孫若彤 5E 梁雅慧 6A 鄧祉妤 

6A 葉尚志 6E 袁志朗 6E 蔡俊曦     

          

邁向新紀元 teen 才盡
顯現比賽 

最具創意獎 2E   陳筠弦   3C 黎洛汶 4A 吳藹蒑 4E 趙曉晴 6E 陳卓穎 

邁向新紀元 teen 才盡
顯現比賽-最受歡迎大
獎 

冠軍 2E   陳筠弦   3C 黎洛汶 4A 吳藹蒑 4E 趙曉晴 6E 陳卓穎 

邁向新紀元 teen 才盡
顯現比賽-最落力演出
獎 

亞軍 2E   陳筠弦   3C 黎洛汶 4A 吳藹蒑 4E 趙曉晴 6E 陳卓穎 

2014-2015 年度旅務
委員會就職典禮 

傑出獎劵銷售
獎 

4A 吳藹蒑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Amway18 區校園有機
小農夫計劃
2013-2014—最佳有
機園圃大獎 

冠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上學期) 

金獎 1A 張頌瑤 1A 張凱盈 1A 鍾欣澄 1A 王霖鍵 1A 黃德恩 

1A 徐頌祈 1A 何諾晴 1A 胡慶誠 1A 梁芯慈 1A 楊嘉瑤 

1B 陳心兒 1B 陳衍攸 1B 陳梓泰 1B 鄒盟定 1B 廖啟朗 

1B 黎曉慧 1B 曾卓楓 1B 桂楚杰 1B 楊鈞昊 1B 葉倩婷 

1B 蘇穎琛 1B 嚴穎心 1B 王淑婷 1B 丘芷蕎 1C 曾浚銘 

1C 黃昀熙 1C 張子樂 1C 周子盛 1C 黎俊諾 1C 謝子琳 

1C  1C 余采誼 1C 黃彥朗 1C 趙  容 1C 劉令詩 

1C 葉家蕙 1C 黃思穎 1D 賴卓泓 1D 吳凱瀠 1D  

1D 李梓聰 1D 李悅寧 1D  1D 黃梓欣 1D 袁曉晴 

1D 張芷晴 1D 李敏晴 1E  1E 高浩梃 1E 陳悅潼 

1E 吳逸駿 1E 張嘉敏 1E 鄭曉玟 1E 陳令韜 1E 莫筱柔 

2A 陳泓蒨 2A 趙敏婷 2A 黃泳晞 2A 鄭瑋樂 2A 張凱晴 

2A 朱  鈞 2A 鄭言希 2A 黎百刂宬 2A 張睿珊 2A 蘇子傑  

2A 沙逸藍 2A 黃子進 2A 楊美欣 2A 葉寶淇 2B 陳言維 

2B 周美妙 2B 何仲熙 2B 李君頤 2B 鄭沛枝 2B 劉諾思 

2B 盧智高 2B 詹東尼 2B 羅肇朗 2B 吳雪玟 2B 李子軒 

2B 李嘉珩 2B 區逸懷 2B 鄧凱琪 2B 梁壬藍 2C 李穎堯 

2C 馮東桓 2C 鄺思穎 2C 麥曼嬅 2C 黃芷汶 2C 林民熙 

2C 袁志安 2C 張凱宜 2C 羅雪嵐 2C 葉漢傑 2D 詹曉霖 

2D 梁展欣 2D 蔡俊浩 2D 金俊澧 2D 陳滿婷 2D 李天靖 

2D 羅昆航 2D 謝芷睿 2D 黎琇惠 2D 蔡梓豪 2D 吳栢軒 

2D 王梓聰 2D 王逸熹 2E 張維維 2E 蘇健朗 2E 蔡  泓 

2E 陳嘉晴 2E 林芷亦 2E 譚芷礽  2E 徐朗僖 2E 陳瑞昊 

2E 羅諾謙 2E 王凱寧 2E 陳琛頤 2E 李沚茵 2E 黃詠梅 

3A 區  浚  3A 陳嘉琪 3A 朱芊芊 3A 劉浩楠 3A 周世紘 

3A 杜恩恆 3A 李昕澄 3A 姚景峰 3A 張家杰 3A 賴韻心 

3A 何嘉明 3A 王曉蔚 3A 趙衍菁 3A 賴家熙 3A 楊綺霏 

3A 葉宇晴 3A 黃穎琳 3B 何紀諭 3B 黎奕濤 3B 王嘉逸 

3B 林政言 3B 張羡茹 3B 梁諾晞 3B 傅斯唯 3B 吳汶希 

3C 江凱彥 3C 王浩澤 3C 羅嘉德 3C 高樂禧 3C 姚穎嵐 

3C 楊鈉然 3C 黎洛汶 3C 歐倩珩 3C  梁依雯 3C  杜正淳 

3C 葉文亮 3C 譚家熙 3C 羅卓雅 3C 馮禮謙 3C 黃芷澄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黎旭慧 3D 林塏桀 3D 謝芷晴 

3D 洪樂瑤 3D 廖志毅 3D 陳梓濠 3D 梁皓言 3D 容正逸 

3D 張雅晴 3D 李詩穎 3D 姚慶煒 3D 馬樂瑤 3D 陳嘉晞 

3E 梁絡怡 3E 謝卓穎 3E 簡顯正 3E 梁恩彤 3E 王銘燊 

3E 葛灝然 3E 羅卓言 3E 胡倩珩 3E 陳霈虹 3E 劉耀男 

3E 盧希朗 3E 甄浩雲 3E 陳明希 3E 李凱晴 3E 蕭顯林 

3E 楊正浩 3E 鄭宇軒 4A 嚴樂瑤 4A 何君彤 4A 卓恩丞 

4A 鄭卓顒 4A 何嘉怡 4A 張嘉峯 4A 張芷澄 4A 張譯浚 

4A 幸珞妡 4A 盧芷蕎 4A 杜守一 4A 吳藹蒑 4A 曾頌僖 

4A 司徒依諾 4A 黃俊穎 4A 葉錫熹 4A 李嘉穎 4A 邵翠瑩 

4A 黃韻琦 4A 姚依琳 4A 李彥浚 4A 蕭湙朗 4A 甄靜文 

4A 袁詠儀 4A 楊一聖 4B 戴珞瑩 4B 雷曉玟 4B 賴柏諺 

4B 姚睿軒 4B 蘇堃朗 4B 葉文華 4B 吳嘉欣 4B 何志輝 

4B 施希雯 4C 麥有晟 4D 陳盈慧 4D 李晉熹 4D 葉家樂 

4D 鄭梓瑜 4D 羅宇希 4D 趙宏曦 4D 曾梓豪 4D 關銳熙 

4D 徐子晴 4D 劉穎欣 4D 王燕菲 4E 張頌欣 4E 蔡  潔 

4E 陳憓樺 4E 張樂怡 4E 郭浚祺 4E 馬子喬 4E 鄭卓林 

4E 歐梓鎬 4E 張愷桐 4E 高雅文 4E 王顥峯 4E 李碩恩 

4E 謝兆沂 4E 張瑋珊 4E 郭芷瑋 4E 吳詩穎 4E 黃彥芯 



 

4E 鄭凱文 4E 趙曉晴 4E 官穎瑜 4E 譚樂瑤 4E 嚴諾希 

4E 李紫晴 4E 曾伊汶 5A 陳梓軒 5A 鄭凱禧 5A 李進熙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上學期) 

金獎 5A 陳皓靈 5A 陳紀垣 5A 陳彥宏 5A 鄧湘研 5A 張軒誠 

5A 文鈿勇 5A 鄧子謙 5A 張欣宓 5A 文紫婷 5A 蔡愷穎 

5A 馮㮾曦 5A 司徒潁榆 5A 黃宏立 5A 陳瑞曦 5A 黎文希 

5A 鄧皓琪 5A 丘廷臻 5B 鄭俊輝 5B 張鎧琳 5B 劉建豐 

5B 羅世昌 5B 陳樂豐 5B 黃澔銘 5B 黃梓晴 5C 黎政熙 

5C 陳梓健 5C 張志行 5C 徐惠祺 5C 江希琳 5C 蘇凱嵐 

5C 李信恩 5C 林韻月 5D 李樂希 5D 王紫慧 5D 邱達偉 

5D 高卓琳 5E 張可怡 5E 鄺祉瑋 5E 梁雅慧 5E 馬振航 

5E 尹嘉敏 5E 蔡幸晉 5E 林嘉禧 5E 梁弘澔 5E 麥昕希 

5E 葉津茗 5E 周臻欣 5E 林怡蓁 5E 廖梓鋒 5E 蘇浩瑩 

5E 袁可兒 5E 陳泓誠 5E 方嘉敏 5E 劉騏鋒 5E 羅雅文 

5E 陳雅楠 5E 方鍵如 5E 李灝錇 5E 雷紜睿 5E 王雅雯 

5E 黃晴熙 6A 陳樂恩 6A 陳衍朗 6A 張錦俊 6A 陳彥希 

6A 鄭考峰 6A 張迪森 6A 曾善衡 6A 張艾雯 6A 張艾如 

6A 黎駿希 6A 林天恒 6A 關樺靖 6A 葉鎂珩 6A 李衍凝 

6A 彭卓縈 6A 曾容玲 6A 方貴堯 6A 曾棨禧 6A 楊綺雯 

6A 黃悅程 6A 胡梓瑩 6A 羅錦泳 6A 鄧祉妤 6A 梁駿熹 

6A 曾祉雪 6A 葉文英 6A 邱  悠 6A 葉尙志 6B 蘇恩彤 

6B 鄧特德 6B 洪嘉朗 6B 李嘉慧 6B 勞翠琳 6B 袁嘉琳 

6B 楊思晴 6D 劉希雅 6D 馮國偉 6D 張睿文 6D 蘇子程 

6D 黃俊傑 6D 黃嘉琪 6D 李泳姿 6D 楊德忠 6D 馮國傑 

6D 黃樂心 6D 戴偉軒 6E 區  朗 6E 張守一 6E 鄺芷茵 

6E 李子諾 6E 陳卓琳 6E 陳卓穎 6E 陳學琳 6E 蔣穎兒 

6E 蔡俊曦 6E 何學泓 6E 高珀鋒 6E 尹思穎 6E 李銓軒 

6E 李煒鍵 6E 梁晏榕 6E 梁芷菁 6E 鄧凱瑤 6E 甄景琛 

6E 吳嘉謙 6E 吳梓維 6E 胡可欣 6E 孟肇天 6E 王頌君 

6E 黃德如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上學期) 

銀獎 1A 程  瀚 1A 徐銘彤 1A 鍾卓穎 1A 李彥衡 1A 鄧淑媛 

1A 曾以軒 1B 陳琛翹 1B 陳慧襄 1B 張展霖 1B 張嘉軒 

1B 梅倩桐 1B 徐梓殷 1C 陳凱澄 1C  1C 石  然 

1D 劉樂勤 1E 李浩禎  1E 崔名欣 1E 陳栢豪 1E 鄧敏瑜 

1E 袁駿峰 1E 鄧兆淳 1E 范珮詩 2A 溫嘉琪 2A 鄭祖光 

2A 徐維俊 2A 吳希韻 2B 羅曉桐 2B 曾嘉棋 2B 黃愷晴 

2C 陳捷盈 2C 冼旭倫 2C 張詠甯 2C 許心怡 2C 梁曦睿 

2C 呂樂謙 2D 殷嘉謙 2D 蔣穎萳 2D 麥菀涵 2D 蘇文澤 

2D 黃國軒 3A 黃鏘行 3A 陳鉦欣 3A 梁茵潼 3C 鄧棨陽 

3C 周凱欣 3C 梁晉熙 3D 何悅喬 3E 蔣詩穎 3E 何承宗 

4A 李芷澄 4A 李珮禎 4A 謝芷鈴 4A 袁朗晴 4B 潘煒婷 

4B 廖靜怡 4B 莊卓朗 4B 徐雅媛 4D 黃詩媛 4D 徐健業 

4D 劉嘉瑤 4E 楊芷淇 5A 梁文皓 5A 吳君瑤 5A 林梓健 

5A 何芷嬉 5A 葉佩霖 5B 蘇卓琳 5C 唐心渝 5D 周穎妍 

5D 唐瑞琳 5E 許俊希 5E 劉  任 6A 何詠欣 6A 陳錫銘 

6B 陳健弘 6D 鄭晏菱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上學期) 

銅獎 1A 馮皓晴 1A 韓霓彬 1A 侯日建 1A 孔思穎 1A 李泳芯 

1C 李  逸 1C 伍展鋒 1C 彭文瑄 1C 曾鐘澤 1D 黎卓奇 

1D 羅曉嵐 1D 羅美萱 1E 鄭浚翹 1E 劉青霖 1E 文詠嬉 

1E 崔逸晴 1E 尹靖茼 1E 溫貝絲 2A 鄒宛庭  2A 何少豐 

2B 張仲行    2B 鄒泓釗 2B 簡雪瑩 2B 李肇章 2B 廖子航 

2B 潘正軒    2B 蘇奕駧 2B 施恩樂    2B 施恩欣    2B 嚴日言 

2B 袁家強 2C 區宇恒 2C 陳筠濼 2C 朱珮嘉    2C 林靖恩 

2C 林凱澄    2C 徐梓齊 2C 溫曉楠    2C 黃熙文 2D 黃可茵 

2D 賴彥情 2E 趙泳彤 3A 徐永恆 3B 張璐華 3C 李銘諾 

3D 羅凱琪 3E 伍倚汶 4A 許盛俊 4A 詹詠琛 4A 何沛然 

4C 陳雋希 4D 蘇卓希 4D 黃頌鏗 4D 葉卓霖 4D 陳泳圻 

4E 魏竣一 4E 顏善朗 4E 戴君澤 4E 李昕霖 5A 吳嘉駿 

5A 李芷喬 5A 徐浩宏 5B 葉子柔 5C 張騏韜 5A 蘇晉新 

5D 陳以心 5D 何愉恩 5D 林卓盈 5E 鍾旨穎 5E 林凱婷 

5E 李駿傑 5E 吳君灝 5E 孫若彤 6A 陳子宜 6A 高政 

6A 葉  晴 6D 李芷莘 6D 謝婥瑗 6E 張雋鍵 6E 梁宇軒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上學期) 

金獎 1A 張頌瑤 1A 張凱盈 1A 鍾欣澄 1A 何諾晴 1A 梁芯慈 

1A 徐頌祈 1A 王霖鍵 1A 黃德恩 1A 胡慶誠 1A 楊嘉瑤 

1B 陳衍攸 1B 陳心兒 1B 陳梓泰 1B 鄒盟定 1B 桂楚杰 

1B 黎曉慧 1B 廖啟朗 1B 蘇穎琛 1B 曾卓楓 1B 王淑婷 

1B 丘芷蕎 1B 楊鈞昊 1B 嚴穎心 1B 葉倩婷 1C 張子樂 

1C 周子盛 1C 黎俊諾 1C 劉令詩 1C 曾浚銘 1C 謝子琳 

1C 徐 邦 1C 黃彥朗 1C 黃思穎 1C 黃昀熙 1C 葉家蕙 

1C 余采誼 1C 趙  容 1D 張芷晴 1D 賴卓泓 1D 李 銘 

1D 李梓聰 1D 李悅寧 1D 李敏晴 1D 吳凱瀠 1D 吳 熙 

1D 黃梓欣 1D 袁曉晴 1E 陳令韜 1E 陳悅潼 1E 張嘉敏 

1E 趙衍  1E 高浩梃 1E 莫筱柔 1E 吳逸駿 1E 鄭曉玟 

2A 陳泓蒨 2A 鄭瑋樂 2A 鄭言希 2A 張凱晴 2A 張睿珊 

2A 趙敏婷 2A 朱  鈞     2A 黎百刂宬   2A 沙逸藍 2A 蘇子傑    

2A 黃泳晞 2A 楊美欣 2A 葉寶淇    2A 黃子進 2B 區逸懷 

2B 陳言維 2B 鄭沛枝 2B 詹東尼 2B 周美妙    2B 鄧凱琪    

2B 何仲熙    2B 劉諾思 2B 羅肇朗 2B 李子軒 2B 梁壬藍 

2B 李君頤 2B 盧智高 2B 吳雪玟 2B 李嘉珩 2C 張凱宜 

2C 馮東桓 2C 鄺思穎 2C 林民熙 2C 李穎堯 2C 羅雪嵐 

2C 麥曼嬅 2C 黃芷汶 2C 葉漢傑 2C 袁志安 2D 陳滿婷 

2D 詹曉霖    2D 蔡俊浩 2D 蔡梓豪 2D 金俊澧    2D 李天靖    

2D 梁展欣 2D 黎琇惠 2D 羅昆航 2D 吳栢軒    2D 謝芷睿 

2D 王梓聰    2D 王逸熹    2E 陳嘉晴    2E 陳瑞昊    2E 陳琛頤 

2E 張維維 2E 蔡  泓 2E 林芷亦 2E 羅諾謙 2E 李沚茵 

2E 蘇健朗 2E 譚芷礽    2E 徐朗僖 2E 王凱寧 2E 黃詠梅 

3A 區  浚  3A 陳嘉琪 3A 張家杰 3A 趙衍菁 3A 周世紘 

3A 朱芊芊 3A 杜恩恆 3A 何嘉明 3A 賴家熙 3A 賴韻心 

3A 劉浩楠 3A 李昕澄 3A 王曉蔚 3A 黃穎琳 3A 楊綺霏 

3A 葉宇晴 3A 姚景峰 3B 張羡茹 3B 傅斯唯 3B 何紀諭 

3B 黎奕濤 3B 林政言 3B 梁諾晞 3B 吳汶希 3B 王嘉逸 

3C 高樂禧 3C 江凱彥 3C 黎洛汶 3C 黎旭慧 3C 羅卓雅 

3C 梁依雯 3C 羅嘉德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譚家熙 

3C 杜正淳 3C 王浩澤 3C 黃芷澄 3C 楊鈉然 3C 葉文亮 

3C 歐倩珩 3C 馮禮謙 3C 姚穎嵐 3C 吳嚳禮 3D 容正逸 

3D 陳嘉晞 3D 陳梓濠 3D 張雅晴 3D 洪樂瑤 3D 姚慶煒 

3D 林塏桀 3D 梁皓言 3D 李詩穎 3D 廖志毅 3D 馬樂瑤 

3D 謝芷晴 3E 陳霈虹 3E 陳明希 3E 鄭宇軒 3E 楊正浩 

3E 簡顯正 3E 葛灝然 3E 劉耀男 3E 李凱晴 3E 梁絡怡 

3E 梁恩彤 3E 羅卓言 3E 盧希朗 3E 蕭顯林 3E 謝卓穎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上學期) 

金獎 3E 王銘燊 3E 胡倩珩 3E 甄浩雲 4A 袁詠儀 4A 鄭卓顒 

4A 卓恩丞 4A 張嘉峯 4A 張芷澄 4A 張譯浚 4A 幸珞妡 

4A 何嘉怡 4A 何君彤 4A 李嘉穎 4A 李彥浚 4A 盧芷蕎 

4A 吳藹蒑 4A 司徒依諾 4A 邵翠瑩 4A 蕭湙朗 4A 杜守一 

4A 曾頌僖 4A 黃俊穎 4A 黃韻琦 4A 甄靜文 4A 楊一聖 

4A 嚴樂瑤 4A 葉錫熹 4A 姚依琳 4B 姚睿軒 4B 何志輝 

4B 賴柏諺 4B 雷曉玟 4B 吳嘉欣 4B 蘇堃朗 4B 施希雯 

4B 戴珞瑩 4B 葉文華 4C 麥有晟 4D 葉家樂 4D 陳盈慧 

4D 鄭梓瑜 4D 趙宏曦 4D 關銳熙 4D 劉穎欣 4D 李晉熹 

4D 羅宇希 4D 曾梓豪 4D 徐子晴 4D 王燕菲 4E 嚴諾希 

4E 歐梓鎬 4E 陳憓樺 4E 鄭卓林 4E 鄭凱文 4E 張頌欣 

4E 張愷桐 4E 張樂怡 4E 張瑋珊 4E 趙曉晴 4E 蔡  潔 

4E 高雅文 4E 郭浚祺 4E 郭芷瑋 4E 官穎瑜 4E 李紫晴 

4E 李碩恩 4E 馬子喬 4E 吳詩穎 4E 譚樂瑤 4E 曾伊汶 

4E 謝兆沂 4E 王顥峯 4E 黃彥芯 5A 丘廷臻 5A 陳梓軒 

5A 陳皓靈 5A 陳紀垣 5A 陳彥宏 5A 陳瑞曦 5A 鄭凱禧 

5A 張軒誠 5A 張欣宓 5A 馮㮾曦 5A 黎文希 5A 李進熙 

5A 文鈿勇 5A 文紫婷 5A 司徒潁榆 5A 鄧皓琪 5A 鄧湘研 

5A 鄧子謙 5A 蔡愷穎 5A 黃宏立 5B 黃梓晴 5B 陳樂豐 

5B 鄭俊輝 5B 張鎧琳 5B 劉建豐 5B 羅世昌 5B 黃澔銘 

5C 蘇凱嵐 5C 陳梓健 5C 張志行 5C 徐惠祺 5C 江希琳 

5C 黎政熙 5C 林韻月 5C 李信恩 5D 邱達偉 5D 高卓琳 

5D 李樂希 5D 王紫慧 5E 袁可兒 5E 陳泓誠 5E 陳雅楠 

5E 張可怡 5E 蔡幸晉 5E 周臻欣 5E 方嘉敏 5E 方鍵如 

5E 鄺祉瑋 5E 林嘉禧 5E 林怡蓁 5E 劉騏鋒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梁弘澔 5E 廖梓鋒 5E 羅雅文 5E 雷紜睿 

5E 馬振航 5E 麥昕希 5E 蘇浩瑩 5E 黃晴熙 5E 王雅雯 

5E 尹嘉敏 5E 葉津茗 6A 葉尙志 6A 陳衍朗 6A 陳樂恩 

6A 陳彥希 6A 曾善衡 6A 鄭考峰 6A 張迪森 6A 張錦俊 

6A 張艾雯 6A 張艾如 6A 方貴堯 6A 葉鎂珩 6A 關樺靖 

6A 黎駿希 6A 林天恒 6A 羅錦泳 6A 李衍凝 6A 梁駿熹 

6A 彭卓縈 6A 曾容玲 6A 鄧祉妤 6A 曾棨禧 6A 曾祉雪 

6A 黃悅程 6A 胡梓瑩 6A 邱  悠 6A 楊綺雯 6A 葉文英 

6B 袁嘉琳 6B 洪嘉朗 6B 李嘉慧 6B 勞翠琳 6B 蘇恩彤 

6B 鄧特德 6B 楊思晴 6D 楊德忠 6D 張睿文 6D 馮國傑 

6D 馮國偉 6D 劉希雅 6D 李泳姿 6D 蘇子程 6D 戴偉軒 

6D 黃俊傑 6D 黃嘉琪 6D 黃樂心 6E 甄景琛 6E 區  朗 

6E 陳卓琳 6E 陳卓穎 6E 陳學琳 6E 張守一 6E 蔣穎兒 

6E 蔡俊曦 6E 何學泓 6E 高珀鋒 6E 鄺芷茵 6E 李銓軒 

6E 李煒鍵 6E 梁晏榕 6E 梁芷菁 6E 李子諾 6E 孟肇天 

6E 吳嘉謙 6E 吳梓維 6E 鄧凱瑤 6E 尹思穎 6E 王頌君 

6E 黃德如 6E 胡可欣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上學期) 

銀獎 1A 程瀚 1A 徐銘彤 1A 鍾卓穎 1A 李彥衡 1A 鄧淑媛 

1A 曾以軒 1B 陳琛翹 1B 陳慧襄 1B 張展霖 1B 張嘉軒 

1B 梅倩桐 1B 徐梓殷 1C 陳凱澄 1C 李 浠 1C 石然 

1D 劉樂勤 1E 陳栢豪 1E 崔名欣 1E 鄧兆淳 1E 范珮詩 

1E 李浩禎 1E 鄧敏瑜 1E 袁駿峰 2A 徐維俊 2A 吳希韻 

2A 溫嘉琪 2A 鄭祖光 2B 羅曉桐 2B 曾嘉棋 2B 黃愷晴    



 

2C 陳捷盈 2C 張詠甯 2C 許心怡    2C 梁曦睿    2C 呂樂謙 

2C 冼旭倫    2D 蔣穎萳    2D 麥菀涵 2D 蘇文澤 2D 黃國軒 

2D 殷嘉謙 3A 陳鉦欣 3A 梁茵潼 3A 黃鏘行 3C 鄧棨陽 

3C 周凱欣 3C 梁晉熙 3D 何悅喬 3E 蔣詩穎 3E 何承宗 

4A 李芷澄 4A 李珮禎 4A 謝芷鈴 4A 袁朗晴 4B 陳綽玲 

4B 莊卓朗 4B 徐雅媛 4B 廖靜怡 4B 潘煒婷 4D 李茜桐 

4D 黃詩媛 4D 周瑩瑩 4D 徐健業 4D 劉嘉瑤 4E 莫靖敏 

4E 楊芷淇 5A 吳君瑤 5A 葉佩霖 5A 何芷嬉 5A 李天朗 

5A 梁文皓 5A 林梓健 5B 張稀堯 5B 蘇卓琳 5C 唐心渝 

5D 周穎妍 5D 唐瑞琳 5E 張家銘 5E 許俊希 5E 劉任 

6A 陳錫銘 6A 何詠欣 6B 陳健弘 6D 鄭晏菱 6E 陳曈棽 

6E 尹嘉琦 6E 袁志朗 6E 黃詩敏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上學期) 

銅獎 1A 馮皓晴 1A 韓霓彬 1A 侯日建 1A 孔思穎 1A 李泳芯 

1C 李  逸 1C 伍展鋒 1C 彭文瑄 1C 曾鐘澤 1D 黎卓奇 

1D 羅曉嵐 1D 羅美萱 1E 鄭浚翹 1E 劉青霖 1E 文詠嬉 

1E 崔逸晴 1E 尹靖茼 1E 溫貝絲 2A 鄒宛庭  2A 何少豐 

2B 張仲行    2B 鄒泓釗 2B 簡雪瑩 2B 李肇章 2B 廖子航 

2B 潘正軒    2B 蘇奕駧 2B 施恩樂    2B 施恩欣    2B 嚴日言 

2B 袁家強 2C 區宇恒 2C 陳筠濼 2C 朱珮嘉    2C 林靖恩 

2C 林凱澄    2C 徐梓齊 2C 溫曉楠    2C 黃熙文 2D 黃可茵 

2D 賴彥情 2E 趙泳彤 3A 徐永恆 3B 張璐華 3C 李銘諾 

3D 羅凱琪 3E 伍倚汶 4A 許盛俊 4A 詹詠琛 4A 何沛然 

4C 陳雋希 4D 蘇卓希 4D 黃頌鏗 4D 葉卓霖 4D 陳泳圻 

4E 魏竣一 4E 顏善朗 4E 戴君澤 4E 李昕霖 5A 吳嘉駿 

5A 蘇晉新 5A 徐浩宏 5A 李芷喬 5B 葉子柔 5C 張騏韜 

5D 何愉恩 5D 林卓盈 5D 陳以心 5E 林凱婷 5E 李駿傑 

5E 吳君灝 5E 孫若彤 5E 鍾旨穎 6A 高  政 6A 葉  晴 

6A 陳子宜 6D 謝婥瑗 6D 李芷莘 6E 梁宇軒 6E 張雋鍵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下學期) 

金獎 1A 張頌瑤 1A 張凱盈 1A 程  瀚 1A 徐銘彤 1A 鍾卓穎 

1A 鍾欣澄 1A 馮皓晴 1A 韓霓彬 1A 侯日建 1A 何諾晴 

1A 孔思穎 1A 梁芯慈 1A 李泳芯 1A 李彥衡 1A 鄧淑媛 

1A 曾以軒 1A 徐頌祈 1A 王霖鍵 1A 黃德恩 1A 胡慶誠 

1A 楊嘉瑤 1B 陳衍攸 1B 陳心兒 1B 陳琛翹 1B 陳慧襄 

1B 陳梓泰 1B 張展霖 1B 張嘉軒 1B 鄒盟定 1B 桂楚杰 

1B 黎曉慧 1B 廖啟朗 1B 梅倩桐 1B 蘇穎琛 1B 曾卓楓 

1B 徐梓殷 1B 王淑婷 1B 丘芷蕎 1B 楊鈞昊 1B 嚴穎心 

1B 葉倩婷 1C 陳凱澄 1C 張子樂 1C 周子盛 1C 李  逸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下學期) 

金獎 1C 黎俊諾 1C 劉令詩 1C 李 浠 1C 伍展鋒 1C 彭文瑄 

1C 石  然 1C 曾鐘澤 1C 曾浚銘 1C 謝子琳 1C 徐 邦 

1C 黃彥朗 1C 黃思穎 1C 黃昀熙 1C 葉家蕙 1C 余采誼 

1C 趙  容 1D 張芷晴 1D 黎卓奇 1D 賴卓泓 1D 劉樂勤 

1D 羅曉嵐 1D 李 銘 1D 李梓聰 1D 李悅寧 1D 李敏晴 

1D 羅美萱 1D 吳凱瀠 1D 吳 熙 1D 黃梓欣 1D 袁曉晴 

1E 陳令韜 1E 陳栢豪 1E 陳悅潼 1E 鄭浚翹 1E 張嘉敏 

1E 趙衍  1E 崔名欣 1E 鄧兆淳 1E 范珮詩 1E 高浩梃 

1E 劉青霖 1E 李浩禎 1E 文詠嬉 1E 莫筱柔 1E 吳逸駿 

1E 鄧敏瑜 1E 崔逸晴 1E 尹靖茼 1E 溫貝絲 1E 袁駿峰 

1E 鄭曉玟 2A 陳泓蒨 2A 鄭瑋樂 2A 鄭言希 2A 張凱晴 

2A 張睿珊 2A 趙敏婷 2A 鄒宛庭  2A 朱  鈞     2A 徐維俊 



 

2A 何少豐 2A 黎百刂宬   2A 吳希韻 2A 沙逸藍 2A 蘇子傑    

2A 溫嘉琪 2A 黃泳晞 2A 楊美欣 2A 葉寶淇    2A 黃子進 

2A 鄭祖光 2B 區逸懷 2B 陳言維 2B 鄭沛枝 2B 張仲行    

2B 詹東尼 2B 周美妙    2B 鄒泓釗 2B 鄧凱琪    2B 何仲熙    

2B 簡雪瑩 2B 劉諾思 2B 羅曉桐 2B 羅肇朗 2B 李子軒 

2B 梁壬藍 2B 李君頤 2B 李肇章 2B 廖子航 2B 盧智高 

2B 吳雪玟 2B 潘正軒    2B 蘇奕駧 2B 施恩樂    2B 施恩欣    

2B 曾嘉棋 2B 黃愷晴    2B 嚴日言 2B 袁家強 2B 李嘉珩 

2C 區宇恒 2C 陳捷盈 2C 陳筠濼 2C 張凱宜 2C 張詠甯 

2C 朱珮嘉    2C 馮東桓 2C 許心怡    2C 鄺思穎 2C 林靖恩 

2C 林凱澄    2C 林民熙 2C 梁曦睿    2C 李穎堯 2C 羅雪嵐 

2C 呂樂謙 2C 麥曼嬅 2C 冼旭倫    2C 徐梓齊 2C 溫曉楠    

2C 黃熙文 2C 黃芷汶 2C 葉漢傑 2C 袁志安 2D 陳滿婷 

2D 蔣穎萳    2D 詹曉霖    2D 蔡俊浩 2D 蔡梓豪 2D 黃可茵 

2D 金俊澧    2D 賴彥情 2D 李天靖    2D 梁展欣 2D 黎琇惠 

2D 羅昆航 2D 麥菀涵 2D 吳栢軒    2D 蘇文澤 2D 謝芷睿 

2D 黃國軒 2D 王梓聰    2D 王逸熹    2D 殷嘉謙 2E 陳嘉晴    

2E 陳瑞昊    2E 陳琛頤 2E 張維維 2E 趙泳彤 2E 蔡  泓 

2E 林芷亦 2E 羅諾謙 2E 李沚茵 2E 蘇健朗 2E 譚芷礽    

2E 徐朗僖 2E 王凱寧 2E 黃詠梅 3A 區  浚  3A 陳嘉琪 

3A 陳鉦欣 3A 張家杰 3A 趙衍菁 3A 周世紘 3A 朱芊芊 

3A 徐永恆 3A 杜恩恆 3A 何嘉明 3A 賴家熙 3A 賴韻心 

3A 劉浩楠 3A 李昕澄 3A 梁茵潼 3A 黃鏘行 3A 王曉蔚 

3A 黃穎琳 3A 楊綺霏 3A 葉宇晴 3A 姚景峰 3B 張璐華 

3B 張羡茹 3B 傅斯唯 3B 何紀諭 3B 黎奕濤 3B 林政言 

3B 梁諾晞 3B 吳汶希 3B 王嘉逸 3C 吳嚳禮 3C 姚穎嵐 

3C 歐倩珩 3C 馮禮謙 3C 高樂禧 3C 江凱彥 3C 黎洛汶 

3C 黎旭慧 3C 羅卓雅 3C 梁依雯 3C 羅嘉德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譚家熙 3C 杜正淳 3C 王浩澤 3C 黃芷澄 

3C 楊鈉然 3C 葉文亮 3D 陳嘉晞 3D 陳梓濠 3D 容正逸 

3D 張雅晴 3D 何悅喬 3D 洪樂瑤 3D 姚慶煒 3D 林塏桀 

3D 羅凱琪 3D 梁皓言 3D 李詩穎 3D 廖志毅 3D 馬樂瑤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下學期) 

金獎 3D 謝芷晴 3E 楊正浩 3E 陳霈虹 3E 陳明希 3E 鄭宇軒 

3E 蔣詩穎 3E 何承宗 3E 簡顯正 3E 葛灝然 3E 劉耀男 

3E 李凱晴 3E 梁絡怡 3E 梁恩彤 3E 羅卓言 3E 盧希朗 

3E 伍倚汶 3E 蕭顯林 3E 謝卓穎 3E 王銘燊 3E 胡倩珩 

3E 甄浩雲 4B 陳綽玲 4A 鄭卓顒 4A 卓恩丞 4A 張嘉峯 

4A 張芷澄 4A 張譯浚 4A 幸珞妡 4A 何嘉怡 4A 何君彤 

4A 何沛然 4A 許盛俊 4A 詹詠琛 4A 李嘉穎 4A 李芷澄 

4A 李珮禎 4A 李彥浚 4A 盧芷蕎 4A 吳藹蒑 4A 司徒依諾 

4A 邵翠瑩 4A 蕭湙朗 4A 杜守一 4A 曾頌僖 4A 謝芷鈴 

4A 黃俊穎 4A 黃韻琦 4A 甄靜文 4A 楊一聖 4A 嚴樂瑤 

4A 葉錫熹 4A 姚依琳 4A 袁朗晴 4A 袁詠儀 4B 姚睿軒 

4B 莊卓朗 4B 徐雅媛 4B 何志輝 4B 賴柏諺 4B 廖靜怡 

4B 雷曉玟 4B 吳嘉欣 4B 潘煒婷 4B 蘇堃朗 4B 施希雯 

4B 戴珞瑩 4B 葉文華 4C 麥有晟 4C 陳雋希 4D 葉家樂 

4D 陳泳圻 4D 陳盈慧 4D 鄭梓瑜 4D 趙宏曦 4D 周瑩瑩 

4D 徐健業 4D 關銳熙 4D 劉嘉瑤 4D 劉穎欣 4D 李茜桐 

4D 李晉熹 4D 羅宇希 4D 蘇卓希 4D 曾梓豪 4D 徐子晴 

4D 黃頌鏗 4D 黃詩媛 4D 王燕菲 4D 葉卓霖 4E 嚴諾希 



 

4E 歐梓鎬 4E 陳憓樺 4E 鄭卓林 4E 鄭凱文 4E 張頌欣 

4E 張愷桐 4E 張樂怡 4E 張瑋珊 4E 趙曉晴 4E 蔡潔 

4E 高雅文 4E 郭浚祺 4E 郭芷瑋 4E 官穎瑜 4E 李紫晴 

4E 李昕霖 4E 李碩恩 4E 馬子喬 4E 莫靖敏 4E 吳詩穎 

4E 魏竣一 4E 顏善朗 4E 戴君澤 4E 譚樂瑤 4E 曾伊汶 

4E 謝兆沂 4E 王顥峯 4E 黃彥芯 4E 楊芷淇 5A 葉佩霖 

5A 陳梓軒 5A 陳皓靈 5A 陳紀垣 5A 陳彥宏 5A 陳瑞曦 

5A 鄭凱禧 5A 張軒誠 5A 張欣宓 5A 馮㮾曦 5A 何芷嬉 

5A 黎文希 5A 李進熙 5A 李天朗 5A 李芷喬 5A 梁文皓 

5A 林梓健 5A 文鈿勇 5A 文紫婷 5A 吳嘉駿 5A 吳君瑤 

5A 蘇晉新 5A 司徒潁榆 5A 鄧皓琪 5A 鄧湘研 5A 鄧子謙 

5A 蔡愷穎 5A 徐浩宏 5A 黃宏立 5A 丘廷臻 5B 葉子柔 

5B 陳樂豐 5B 鄭俊輝 5B 張稀堯 5B 張鎧琳 5B 劉建豐 

5B 羅世昌 5B 蘇卓琳 5B 黃澔銘 5B 黃梓晴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下學期) 

銀獎 3C 周凱欣 3C 梁晉熙 3C 鄧棨陽 5C 蘇凱嵐 5C 唐心渝 

5C 陳梓健 5C 張志行 5C 張騏韜 5C 徐惠祺 5C 江希琳 

5C 黎政熙 5C 林韻月 5C 李信恩 5D 唐瑞琳 5D 王紫慧 

5D 陳以心 5D 周穎妍 5D 何愉恩 5D 高卓琳 5D 林卓盈 

5D 李樂希 5D 邱達偉 5E 葉津茗 5E 袁可兒 5E 陳泓誠 

5E 陳雅楠 5E 張可怡 5E 張家銘 5E 蔡幸晉 5E 周臻欣 

5E 鍾旨穎 5E 方嘉敏 5E 方鍵如 5E 許俊希 5E 鄺祉瑋 

5E 林凱婷 5E 林嘉禧 5E 林怡蓁 5E 劉騏鋒 5E 劉任 

5E 李駿傑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梁弘澔 5E 廖梓鋒 

5E 羅雅文 5E 雷紜睿 5E 馬振航 5E 麥昕希 5E 吳君灝 

5E 蘇浩瑩 5E 孫若彤 5E 黃晴熙 5E 王雅雯 5E 尹嘉敏 

6A 方貴堯 6A 何詠欣 6A 陳衍朗 6A 陳樂恩 6A 陳錫銘 

6A 陳子宜 6A 陳彥希 6A 曾善衡 6A 鄭考峰 6A 張迪森 

6A 張錦俊 6A 張艾雯 6A 張艾如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下學期) 

銅獎 3C 李銘諾 6A 高  政 6A 關樺靖 6A 黎駿希 6A 林天恒 

6A 羅錦泳 6A 李衍凝 6A 梁駿熹 6A 彭卓縈 6A 曾容玲 

6A 鄧祉妤 6A 曾棨禧 6A 曾祉雪 6A 黃悅程 6A 胡梓瑩 

6A 邱  悠 6A 楊綺雯 6A 葉  晴 6A 葉文英 6A 葉尙志 

6A 葉鎂珩 6B 洪嘉朗 6B 李嘉慧 6B 勞翠琳 6B 蘇恩彤 

6B 鄧特德 6B 楊思晴 6B 袁嘉琳 6B 陳健弘 6D 張睿文 

6D 馮國傑 6D 馮國偉 6D 劉希雅 6D 李芷莘 6D 李泳姿 

6D 蘇子程 6D 戴偉軒 6D 謝婥瑗 6D 黃俊傑 6D 黃嘉琪 

6D 黃樂心 6D 楊德忠 6D 鄭晏菱 6E 陳卓琳 6E 陳卓穎 

6E 陳學琳 6E 陳曈棽 6E 張雋鍵 6E 張守一 6E 蔣穎兒 

6E 蔡俊曦 6E 何學泓 6E 高珀鋒 6E 鄺芷茵 6E 李銓軒 

6E 李煒鍵 6E 梁晏榕 6E 梁芷菁 6E 梁宇軒 6E 李子諾 

6E 孟肇天 6E 吳嘉謙 6E 吳梓維 6E 鄧凱瑤 6E 尹思穎 

6E 王頌君 6E 黃詩敏 6E 黃德如 6E 胡可欣 6E 甄景琛 

6E 尹嘉琦 6E 袁志朗 6E 區  朗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下學期) 

金獎 1A 張頌瑤 1A 張凱盈 1A 程瀚 1A 徐銘彤 1A 鍾卓穎 

1A 鍾欣澄 1A 何諾晴 1A 梁芯慈 1A 徐頌祈 1A 王霖鍵 

1A 黃德恩 1A 胡慶誠 1A 楊嘉瑤 1B 陳衍攸 1B 陳心兒 

1B 陳琛翹 1B 陳梓泰 1B 張嘉軒 1B 鄒盟定 1B 桂楚杰 

1B 黎曉慧 1B 廖啟朗 1B 梅倩桐 1B 蘇穎琛 1B 曾卓楓 

1B 王淑婷 1B 丘芷蕎 1B 楊鈞昊 1B 嚴穎心 1B 葉倩婷 

1C 張子樂 1C 周子盛 1C 黎俊諾 1C 劉令詩 1C 李 浠 

1C 石  然 1C 曾浚銘 1C 謝子琳 1C 徐 邦 1C 黃彥朗 



 

1C 黃思穎 1C 黃昀熙 1C 葉家蕙 1C 余采誼 1C 趙  容 

1D 張芷晴 1D 賴卓泓 1D 劉樂勤 1D 李 銘 1D 李梓聰 

1D 李悅寧 1D 李敏晴 1D 吳凱瀠 1D 吳 熙 1D 黃梓欣 

1D 袁曉晴 1E 陳令韜 1E 陳栢豪 1E 陳悅潼 1E 張嘉敏 

1E 趙衍  1E 鄧兆淳 1E 范珮詩 1E 高浩梃 1E 莫筱柔 

1E 吳逸駿 1E 鄧敏瑜 1E 鄭曉玟 2A 陳泓蒨 2A 鄭瑋樂 

2A 鄭言希 2A 張凱晴 2A 張睿珊 2A 趙敏婷 2A 朱  鈞     

2A 黎百刂宬   2A 沙逸藍 2A 蘇子傑    2A 溫嘉琪 2A 黃泳晞 

2A 楊美欣 2A 葉寶淇    2A 黃子進 2B 區逸懷 2B 陳言維 

2B 鄭沛枝 2B 詹東尼 2B 周美妙    2B 鄧凱琪    2B 何仲熙    

2B 劉諾思 2B 羅肇朗 2B 李子軒 2B 梁壬藍 2B 李君頤 

2B 盧智高 2B 吳雪玟 2B 曾嘉棋 2B 李嘉珩 2C 張凱宜 

2C 馮東桓 2C 許心怡    2C 鄺思穎 2C 林民熙 2C 梁曦睿    

2C 李穎堯 2C 羅雪嵐 2C 麥曼嬅 2C 黃芷汶 2C 葉漢傑 

2C 袁志安 2D 陳滿婷 2D 蔣穎萳    2D 詹曉霖    2D 蔡俊浩 

2D 蔡梓豪 2D 金俊澧    2D 李天靖    2D 梁展欣 2D 黎琇惠 

2D 羅昆航 2D 麥菀涵 2D 吳栢軒    2D 蘇文澤 2D 謝芷睿 

2D 王梓聰    2D 王逸熹    2E 陳嘉晴    2E 陳瑞昊    2E 陳琛頤 

2E 張維維 2E 蔡  泓     2E 林芷亦 2E 羅諾謙 2E 李沚茵 

2E 蘇健朗 2E 譚芷礽    2E 徐朗僖 2E 王凱寧 2E 黃詠梅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下學期) 

金獎 3A 區  浚  3A 陳嘉琪 3A 張家杰 3A 趙衍菁 3A 周世紘 

3A 朱芊芊 3A 杜恩恆 3A 何嘉明 3A 賴家熙 3A 賴韻心 

3A 劉浩楠 3A 李昕澄 3A 梁茵潼 3A 黃鏘行 3A 王曉蔚 

3A 黃穎琳 3A 楊綺霏 3A 葉宇晴 3A 姚景峰 3B 張羡茹 

3B 傅斯唯 3B 何紀諭 3B 黎奕濤 3B 林政言 3B 梁諾晞 

3B 吳汶希 3B 王嘉逸 3C 吳嚳禮 3C 姚穎嵐 3C 葉文亮 

3C 歐倩珩 3C 馮禮謙 3C 高樂禧 3C 江凱彥 3C 黎洛汶 

3C 黎旭慧 3C 羅卓雅 3C 梁依雯 3C 羅嘉德 3C 文鈿慧 

3C 蘇建榮 3C 譚家熙 3C 杜正淳 3C 王浩澤 3C 黃芷澄 

3C 楊鈉然 3D 容正逸 3D 陳梓濠 3D 陳嘉晞 3D 張雅晴 

3D 何悅喬 3D 洪樂瑤 3D 姚慶煒 3D 林塏桀 3D 梁皓言 

3D 李詩穎 3D 廖志毅 3D 馬樂瑤 3D 謝芷晴 3E 楊正浩 

3E 陳霈虹 3E 陳明希 3E 鄭宇軒 3E 簡顯正 3E 葛灝然 

3E 劉耀男 3E 李凱晴 3E 梁絡怡 3E 梁恩彤 3E 羅卓言 

3E 盧希朗 3E 蕭顯林 3E 謝卓穎 3E 王銘燊 3E 胡倩珩 

3E 甄浩雲 4A 楊一聖 4A 鄭卓顒 4A 卓恩丞 4A 張嘉峯 

4A 張芷澄 4A 張譯浚 4A 幸珞妡 4A 何嘉怡 4A 何君彤 

4A 李嘉穎 4A 李彥浚 4A 盧芷蕎 4A 吳藹蒑 4A 司徒依諾 

4A 邵翠瑩 4A 蕭湙朗 4A 杜守一 4A 曾頌僖 4A 黃俊穎 

4A 黃韻琦 4A 甄靜文 4A 袁詠儀 4A 嚴樂瑤 4A 葉錫熹 

4A 姚依琳 4A 袁朗晴 4B 姚睿軒 4B 徐雅媛 4B 何志輝 

4B 賴柏諺 4B 雷曉玟 4B 吳嘉欣 4B 蘇堃朗 4B 施希雯 

4B 戴珞瑩 4B 葉文華 4C 麥有晟 4D 葉家樂 4D 陳盈慧 

4D 鄭梓瑜 4D 趙宏曦 4D 關銳熙 4D 劉穎欣 4D 李晉熹 

4D 羅宇希 4D 曾梓豪 4D 徐子晴 4D 王燕菲 4E 嚴諾希 

4E 歐梓鎬 4E 陳憓樺 4E 鄭卓林 4E 鄭凱文 4E 張頌欣 

4E 張愷桐 4E 張樂怡 4E 張瑋珊 4E 趙曉晴 4E 蔡  潔 

4E 高雅文 4E 郭浚祺 4E 郭芷瑋 4E 官穎瑜 4E 李紫晴 

4E 李碩恩 4E 馬子喬 4E 吳詩穎 4E 譚樂瑤 4E 曾伊汶 



 

4E 謝兆沂 4E 王顥峯 4E 黃彥芯 5A 丘廷臻 5A 陳梓軒 

5A 陳皓靈 5A 陳紀垣 5A 陳彥宏 5A 陳瑞曦 5A 鄭凱禧 

5A 張軒誠 5A 張欣宓 5A 馮㮾曦 5A 黎文希 5A 李進熙 

5A 文鈿勇 5A 文紫婷 5A 司徒潁榆 5A 鄧皓琪 5A 鄧湘研 

5A 鄧子謙 5A 蔡愷穎 5A 黃宏立 5B 黃梓晴 5B 陳樂豐 

5B 鄭俊輝 5B 張鎧琳 5B 劉建豐 5B 羅世昌 5B 黃澔銘 

5C 蘇凱嵐 5C 陳梓健 5C 張志行 5C 徐惠祺 5C 江希琳 

5C 黎政熙 5C 林韻月 5C 李信恩 5D 邱達偉 5D 高卓琳 

5D 李樂希 5D 王紫慧 5E 袁可兒 5E 陳泓誠 5E 陳雅楠 

5E 張可怡 5E 蔡幸晉 5E 周臻欣 5E 方嘉敏 5E 方鍵如 

5E 鄺祉瑋 5E 林嘉禧 5E 林怡蓁 5E 劉騏鋒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梁弘澔 5E 廖梓鋒 5E 羅雅文 5E 雷紜睿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下學期) 

金獎 5E 馬振航 5E 麥昕希 5E 蘇浩瑩 5E 黃晴熙 5E 王雅雯 

5E 尹嘉敏 5E 葉津茗 6A 葉尙志 6A 陳衍朗 6A 陳樂恩 

6A 陳彥希 6A 曾善衡 6A 鄭考峰 6A 張迪森 6A 張錦俊 

6A 張艾雯 6A 張艾如 6A 方貴堯 6A 葉鎂珩 6A 關樺靖 

6A 黎駿希 6A 林天恒 6A 羅錦泳 6A 李衍凝 6A 梁駿熹 

6A 彭卓縈 6A 曾容玲 6A 鄧祉妤 6A 曾棨禧 6A 曾祉雪 

6A 黃悅程 6A 胡梓瑩 6A 邱  悠 6A 楊綺雯 6A 葉文英 

6B 袁嘉琳 6B 陳健弘 6B 洪嘉朗 6B 李嘉慧 6B 勞翠琳 

6B 蘇恩彤 6B 鄧特德 6B 楊思晴 6D 楊德忠 6D 張睿文 

6D 馮國傑 6D 馮國偉 6D 劉希雅 6D 李泳姿 6D 蘇子程 

6D 戴偉軒 6D 黃俊傑 6D 黃嘉琪 6D 黃樂心 6E 甄景琛 

6E 區  朗 6E 陳卓琳 6E 陳卓穎 6E 陳學琳 6E 陳曈棽 

6E 張守一 6E 蔣穎兒 6E 蔡俊曦 6E 何學泓 6E 高珀鋒 

6E 鄺芷茵 6E 李銓軒 6E 李煒鍵 6E 梁晏榕 6E 梁芷菁 

6E 李子諾 6E 孟肇天 6E 吳嘉謙 6E 吳梓維 6E 鄧凱瑤 

6E 尹思穎 6E 王頌君 6E 黃德如 6E 胡可欣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下學期) 

銀獎 1A 李泳芯 1A 李彥衡 1A 鄧淑媛 1A 曾以軒 1B 陳慧襄 

1B 張展霖 1B 徐梓殷 1C 陳凱澄 1D 羅美萱 1E 鄭浚翹 

1E 崔名欣 1E 李浩禎 1E 袁駿峰 2A 徐維俊 2A 吳希韻 

2A 鄭祖光 2B 簡雪瑩 2B 羅曉桐 2B 黃愷晴    2C 陳捷盈 

2C 張詠甯 2C 呂樂謙 2C 冼旭倫    2D 黃國軒 2D 殷嘉謙 

3A 陳鉦欣 3C 周凱欣 3C 梁晉熙 3C 鄧棨陽 3E 蔣詩穎 

3E 何承宗 4A 李珮禎 4A 謝芷鈴 4A 許盛俊 4A 李芷澄 

4B 潘煒婷 4B 陳綽玲 4B 莊卓朗 4B 廖靜怡 4D 周瑩瑩 

4D 徐健業 4D 劉嘉瑤 4D 黃詩媛 4D 李茜桐 4E 莫靖敏 

4E 楊芷淇 5A 吳君瑤 5A 葉佩霖 5A 何芷嬉 5A 李天朗 

5A 梁文皓 5A 林梓健 5B 張稀堯 5B 蘇卓琳 5C 唐心渝 

5D 周穎妍 5D 唐瑞琳 5E 許俊希 5E 劉  任 5E 張家銘 

6A 陳錫銘 6A 何詠欣 6D 鄭晏菱 6D 謝婥瑗 6E 梁宇軒 

6E 黃詩敏 6E 尹嘉琦 6E 袁志朗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FIT (下學期) 

銅獎 1A 馮皓晴 1A 韓霓彬 1A 侯日建 1A 孔思穎 1C 李逸 

1C 伍展鋒 1C 彭文瑄 1C 曾鐘澤 1D 黎卓奇 1D 羅曉嵐 

1E 劉青霖 1E 文詠嬉 1E 崔逸晴 1E 尹靖茼 1E 溫貝絲 

2A 鄒宛庭  2A 何少豐 2B 張仲行    2B 鄒泓釗 2B 李肇章 



 

2B 廖子航 2B 潘正軒    2B 蘇奕駧 2B 施恩樂    2B 施恩欣    

2B 嚴日言 2B 袁家強 2C 區宇恒 2C 陳筠濼 2C 朱珮嘉    

2C 林靖恩 2C 林凱澄    2C 徐梓齊 2C 溫曉楠    2C 黃熙文 

2D 黃可茵 2D 賴彥情 2E 趙泳彤 3A 徐永恆 3B 張璐華 

3D 羅凱琪 3E 伍倚汶 3C 李銘諾 4A 詹詠琛 4A 何沛然 

4C 陳雋希 4D 蘇卓希 4D 黃頌鏗 4D 葉卓霖 4D 陳泳圻 

4E 魏竣一 4E 顏善朗 4E 戴君澤 4E 李昕霖 5A 吳嘉駿 

5A 蘇晉新 5A 徐浩宏 5A 李芷喬 5B 葉子柔 5C 張騏韜 

5D 何愉恩 5D 林卓盈 5D 陳以心 5E 林凱婷 5E 李駿傑 

5E 吳君灝 5E 孫若彤 5E 鍾旨穎 6A 高政 6A 葉晴 

6A 陳子宜 6D 李芷莘 6E 張雋鍵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暑假) 

金獎 1A 張頌瑤 1A 鍾卓穎 1A 鍾欣澄 1A 馮皓晴 1A 何諾晴 

1A 林子言 1A 李國靖 1A 梁芯慈 1A 鄧淑媛 1A 徐頌祈 

1A 楊嘉瑤 1B 陳衍攸 1B 陳梓泰 1B 張展霖 1B 鄒盟定 

1B 廖啟朗 1B 曾卓楓 1B 徐梓殷 1B 王淑婷 1B 楊鈞昊 

1B 葉倩婷 1C 陳凱澄 1C 陳翰弘 1C 張子樂 1C 周子盛 

1C 黎政欣 1C 黎俊諾 1C 賴衍欣 1C 劉令詩 1C 李 浠 

1C 徐 邦 1C 黃彥朗 1C 黃思穎 1C 黃昀熙 1C 葉家蕙 

1C 趙  容 1D 陳遠哲 1D 鄭啓朗 1D 張景朗 1D 周卓翹 

1D 黎卓奇 1D 黎文諾 1D 劉樂勤 1D 李梓聰 1D 李悅寧 

1D 吳凱瀠 1D 吳 熙 1D 謝滿婷 1D 彩喬 1D 黃駿軒 

1D 黃梓欣 1D 葉焯敏 1D 袁曉晴 1E 陳栢豪 1E 陳悅潼 

1E 張愛靈 1E 趙衍  1E 崔名欣 1E 高浩梃 1E 莫筱柔 

1E 崔逸晴 1E 溫貝絲 1E 黃敬熙 2A 陳瑞珊    2A 鄭棓元 

2A 鄭言希 2A 張凱晴 2A 張睿珊 2A 鄒宛庭  2A 朱  鈞     

2A 黎百刂宬   2A 吳希韻 2A 蘇鈞慶 2A 蘇子傑    2A 黃泳晞 

2A 楊美欣 2A 葉寶淇    2B 區逸懷 2B 鄭沛枝 2B 詹東尼 

2B 周美妙    2B 鄧凱琪    2B 何仲熙    2B 簡雪瑩 2B 劉諾思 

2B 羅曉桐 2B 梁壬藍 2B 廖子航 2B 吳雪玟 2B 施恩樂    

2B 施恩欣    2B 曾嘉棋 2B 黃愷晴    2B 袁浩軒 2B 袁家強 

2C 區宇恒 2C 陳捷盈 2C 張綽恒 2C 朱珮嘉    2C 馮東桓 

2C 鄺思穎 2C 梁曦睿    2C 李穎堯 2C 麥曼嬅 2C 冼旭倫    

2C 徐梓齊 2C 黃芷汶 2C 袁志安 2D 陳凌蘊 2D 陳滿婷 

2D 蔣穎萳    2D 詹曉霖    2D 方曉嵐    2D 馮巧怡 2D 賴彥情 

2D 李天靖    2D 黎琇惠 2D 羅昆航 2D 吳栢軒    2D 謝芷睿 

2D 黃國軒 2D 王梓聰    2D 王逸熹    2D 殷嘉謙 2E 陳嘉晴    

2E 陳劭昇 2E 陳瑞昊    2E 陳琛頤 2E 張維維 2E 蔡  泓 

2E 林芷亦 2E 劉祖樂 2E 羅諾謙 2E 李國熙 2E 梁芷頤    

2E 李偉熊    2E 麥旨謙 2E 蘇健朗 2E 戴晉熙 2E 徐朗僖 

2E 黃千祐 2E 殷英博    2E 楊坤寶 3A 區  浚  3A 陳嘉琪 

3A 陳鉦欣 3A 張錦榮 3A 趙衍菁 3A 周世紘 3A 朱芊芊 

3A 徐永恆 3A 杜恩恆 3A 何嘉明 3A 賴韻心 3A 藍天朗 

3A 劉浩楠 3A 李昕澄 3A 梁茵潼 3A 蘇洛頤 3A 鄧特川 

3A 黃鏘行 3A 黃穎琳 3A 楊綺霏 3A 姚景峰 3B 陳凱淇 

3B 陳諾情 3B 鄭芊蔚 3B 張羡茹 3B 張偉俊 3B 徐聖軒 

3B 傅斯唯 3B 黎奕濤 3B 林政言 3B 吳卓軒 3B 吳汶希 

3B 王嘉逸 3B 黃思齊 3B 邱達强 3B 楊曉蒨 3C 陳泳嘉 

3C 周凱欣 3C 高樂禧 3C 江凱彥 3C 黎洛汶 3C 羅卓雅 

3C 梁依雯 3C 羅嘉德 3C 文鈿慧 3C 鄧棨陽 3C 王浩澤 

3C 葉文亮 3C 姚穎嵐 3D 陳嘉晞 3D 陳梓濠 3D 陳籽言 



 

3D 張晉軒 3D 張卓謙 3D 張雅晴 3D 洪樂瑤 3D 姚慶煒 

3D 顧詠琪 3D 林塏桀 3D 李卓桐 3D 梁皓言 3D 廖志毅 

3D 馬樂瑤 3D 唐采溵 3D 曾穎淇 3D 謝芷晴 3D 黃梃熙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暑假) 

金獎 3D 容正逸 3E 區穎欣 3E 陳霈虹 3E 陳明希 3E 鄭宇軒 

3E 蔣詩穎 3E 何承宗 3E 簡顯正 3E 葛灝然 3E 黎雪晴 

3E 劉耀男 3E 李凱晴 3E 梁曉晴 3E 梁絡怡 3E 梁恩彤 

3E 羅卓言 3E 盧希朗 3E 吳嘉怡 3E 邵俊淇 3E 蕭顯林 

3E 謝卓穎 3E 王銘燊 3E 胡倩珩 3E 甄浩雲 3E 楊正浩 

4A 鄭卓顒 4A 卓恩丞 4A 張嘉峯 4A 張芷澄 4A 張譯浚 

4A 幸珞妡 4A 何嘉怡 4A 何君彤 4A 何沛然 4A 詹詠琛 

4A 賴紈伶 4A 李嘉穎 4A 李芷澄 4A 李珮禎 4A 盧芷蕎 

4A 吳藹蒑 4A 司徒依諾 4A 邵翠瑩 4A 蕭湙朗 4A 杜守一 

4A 曾頌僖 4A 蔡愷錡 4A 黃俊穎 4A 黃詩哲 4A 黃韻琦 

4A 甄靜文 4A 楊一聖 4A 嚴樂瑤 4A 葉啟明 4A 葉汶昕 

4A 葉錫熹 4A 姚依琳 4A 袁詠儀 4B 陳綽玲 4B 陳繼燊 

4B 陳國寶 4B 張綽軒 4B 莊卓朗 4B 徐雅媛 4B 何志輝 

4B 賴柏諺 4B 劉軒兒 4B 廖靜怡 4B 雷曉玟 4B 吳嘉欣 

4B 蕭  瑤 4B 蘇堃朗 4B 施希雯 4B 謝凱琳 4B 葉文華 

4B 姚睿軒 4C 陳雋希 4C 張家琪 4C 蔡梓浩 4C 徐維彬 

4C 方潤祺 4C 林恩琳 4C 羅樂庭 4C 李曉澄 4C 梁巧頤 

4C 劉益楠 4C 麥有晟 4C 蘇珮婷 4C 鄧學謙 4C 謝思婷 

4C 徐梓渝 4C 黃婥翹 4C 甄仲怡 4C 葉駿曦 4D 陳盈慧 

4D 張方桓 4D 趙宏曦 4D 周瑩瑩 4D 關銳熙 4D 黎詠茹 

4D 林源晞 4D 劉穎欣 4D 李茜桐 4D 蘇卓希 4D 徐子晴 

4D 黃詩媛 4D 王燕菲 4D 余  懿 4D 葉家樂 4E 歐梓鎬 

4E 陳憓樺 4E 鄭卓林 4E 鄭凱文 4E 張頌欣 4E 張愷桐 

4E 張瑋珊 4E 趙曉晴 4E 蔡  潔 4E 高雅文 4E 郭浚祺 

4E 郭芷瑋 4E 官穎瑜 4E 李紫晴 4E 李昕霖 4E 梁穎妤 

4E 李碩恩 4E 馬子喬 4E 莫靖敏 4E 吳國彰 4E 吳詩穎 

4E 顏善朗 4E 譚樂瑤 4E 謝兆沂 4E 王顥峯 4E 王倩樺 

4E 黃穎怡 4E 黃彥芯 4E 楊芷淇 4E 楊穎峯 4E 嚴諾希 

5A 陳皓靈 5A 陳紀垣 5A 陳靄翹 5A 陳彥宏 5A 陳瑞曦 

5A 鄭凱禧 5A 張軒誠 5A 張欣宓 5A 馮㮾曦 5A 何芷嬉 

5A 葉智恩 5A 詹凱喬 5A 黎文希 5A 劉芷晴 5A 李進熙 

5A 李天朗 5A 李芷喬 5A 梁文皓 5A 林梓健 5A 文鈿勇 

5A 文紫婷 5A 吳嘉駿 5A 吳君瑤 5A 蘇晉新 5A 鄧皓琪 

5A 鄧湘研 5A 鄧子謙 5A 蔡愷穎 5A 徐浩宏 5A 黃宏立 

5A 葉佩霖 5B 陳樂豐 5B 鄭俊輝 5B 羅世昌 5B 黃澔銘 

5B 葉謦瑋 5C 陳梓健 5C 鄭棓之 5C 張志行 5C 方卓峰 

5C 江希琳 5C 黎政熙 5C 林韻月 5C 李信恩 5C 文靖君 

5C 蘇凱嵐 5C 唐心渝 5D 陳貞文 5D 陳以心 5D 高卓琳 

5D 尹希婷 5D 王紫慧 5D 胡希正 5D 邱達偉 5E 陳雅楠 

5E 張可怡 5E 張家銘 5E 蔡幸晉 5E 周臻欣 5E 方嘉敏 

5E 方鍵如 5E 鄺祉瑋 5E 林嘉禧 5E 林怡蓁 5E 劉騏鋒 

5E 李灝錇 5E 梁雅慧 5E 梁弘澔 5E 李斯雅 5E 廖梓鋒 

5E 羅雅文 5E 雷紜睿 5E 馬振航 5E 麥昕希 5E 伍鑫威 

5E 蘇浩瑩 5E 黃晴熙 5E 王雅雯 5E 尹嘉敏 5E 葉津茗 

5E 袁可兒 6A 陳樂恩 6A 陳錫銘 6A 曾善衡 6A 鄭考峰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暑假) 

金獎 6A 張迪森 6A 張錦俊 6A 張艾雯 6A 張艾如 6A 蔡曉揚 

6A 方貴堯 6A 何詠欣 6A 葉鎂珩 6A 關樺靖 6A 黎駿希 

6A 林天恒 6A 羅錦泳 6A 李希朗 6A 李衍凝 6A 梁駿熹 

6A 彭卓縈 6A 曾容玲 6A 鄧祉妤 6A 曾棨禧 6A 曾祉雪 

6A 黃悅程 6A 胡梓瑩 6A 邱  悠 6A 葉文英 6A 葉尙志 

6B 陳健弘 6B 左詠茵 6B 朱楚筠 6B 洪嘉朗 6B 李穎妍 

6B 勞翠琳 6B 蘇恩彤 6B 黃靖嵐 6B 黃建森 6B 王樂瑤 

6B 楊思晴 6B 袁嘉琳 6C 張善欣 6C 張穎潼 6C 程政愷 

6C 何嘉傑 6C 江穎欣 6C 賴嘉瑤 6C 賴瑋琛 6C 賴韻文 

6C 李皓泓 6C 羅孝賢 6C 馬梓蕎 6C 麥凱然 6C 石子妍 

6C 冼旭源 6C 蕭品蘭 6C 黃姬薏 6C 黃傑祺 6C 嚴嘉欣 

6C 葉  稀 6D 鄭晏菱 6D 張睿文 6D 朱淖鎣 6D 劉希雅 

6D 李芷莘 6D 李泳姿 6D 麥旻皓 6D 蘇子程 6D 謝婥瑗 

6D 黃俊傑 6D 黃嘉琪 6D 黃樂心 6D 楊德忠 6E 區  朗 

6E 陳卓琳 6E 陳卓穎 6E 張雋鍵 6E 張浩偉 6E 張守一 

6E 蔣穎兒 6E 蔡俊曦 6E 朱蔚芝 6E 何學泓 6E 高珀鋒 

6E 鄺芷茵 6E 劉海博 6E 李楚煊 6E 李銓軒 6E 李煒鍵 

6E 梁晏榕 6E 梁芷菁 6E 梁恩翹 6E 李子諾 6E 孟肇天 

6E 吳嘉謙 6E 吳梓維 6E 譚兆傑 6E 鄧凱瑤 6E 尹思穎 

6E 王  駿 6E 王頌君 6E 黃德如 6E 胡可欣 6E 甄景琛 

6E 尹嘉琦 6E 袁志朗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暑假) 

銀獎 1A 張凱盈 1A 侯日建 1A 孔思穎 1A 李昊臻 1A 李信華 

1A 梁日桐 1A 王霖鍵 1B 陳琛翹 1B 徐戩鴻 1B 梅倩桐 

1B 嚴穎心 1C 朱珮君 1C 余采誼 1D 何尚然 1D 劉家容 

1D 羅美萱 1E 陳令韜 1E 鄭浚翹 1E 莊殷傑 1E 劉青霖 

1E 李浩禎 1E 文詠嬉 1E 尹靖茼 2A 徐維俊 2A 沙逸藍 

2A 溫嘉琪 2B 羅肇朗 2B 嚴日言 2C 許心怡    2C 林凱澄    

2C 羅汶  2C 呂樂謙 2C 葉漢傑 2C 葉  穎     2D 蔡梓豪 

2D 金俊澧    2D 梁展欣 2D 麥菀涵 2E 陳凱琳 2E 周曉謙 

2E 石子龍 3A 莊殷樂 3B 陳信延 3C 杜正淳 3D 周中偉 

3D 孔思耀 3D 羅凱琪 3D 石懷谷 4A 袁朗晴 4B 徐婉兒 

4B 賴卓禧 4B 林君翹 4C 吳梓灝 4D 葉卓霖 4E 張樂怡 

4E 李咏恩 5B 黃梓晴 5C 張騏韜 5C 徐惠祺 5C 郭宇飛 

5C 羅紫恩 5D 周穎妍 5D 李宗航 5D 唐瑞琳 5E 陳思穎 

5E 鍾旨穎 5E 林凱婷 5E 孫若彤 6A 陳衍朗 6A 陳子宜 

6A 陳彥希 6A 高  政 6A 楊綺雯 6B 陳姍姍 6B 張騏鏗 

6C 張  悅 6C 馮振昇 6C 李圓緻 6E 陳學琳 6E 梁宇軒 

6E 曾厚然 6E 黃詩敏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暑假) 

銅獎 1A 徐銘彤 1A 李彥衡 1B 陳心兒 1B 黎曉慧 1B 蘇穎琛 

1B 楊一情 1C 盧芷莙 1C 莫泳銦 1C 伍展鋒 1C 顏稚心 

1C 曾浚銘 1D 張芷晴 1D 賴卓泓 1D 羅曉嵐 1D 石詠瑜 

1D 王凱穎 1E 陳妍伶 1E 張嘉敏 1E 鄧兆淳 1E 李嘉琳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夏日
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sportACT (暑假) 

銅獎 2A 張倬芝    2A 方泳彤 2A 黃宗揚 2B 鄒泓釗 2B 李肇章 

2B 潘正軒    2C 張凱宜 2C 張詠甯 2C 林靖恩 2D 陳逸朗 

2D 黃可茵 2D 簡聞達 2D 郭庭因 3A 吳兆朗 3A 譚煜達 

3B 徐婉琪 3B 何紀諭 3B 簡卓民 3B 劉卓軒 3B 劉蓉  

3C 歐倩珩 3C 黎旭慧 3C 李俊霆 3C 李銘諾 3D 李詩穎 

3D 黃裕臻 3E 羅梓翹 3E 伍倚汶 4A 李彥浚 4A 呂艾琳 

4A 吳凱婷 4A 沈卓翹 4A 謝芷鈴 4B 潘煒婷 4B 戴珞瑩 

4C 陳廷豪 4C 羅世龍 4D 陳泳圻 4D 羅宇希 4D 黃頌鏗 

4E 曾伊汶 5A 林正衡 5A 司徒潁榆 5B 石穎潼 5D 何愉恩 

5D 林卓盈 5D 吳明杰 5D 蘇曉澄 5E 許俊希 5E 伍梓釗 

6A 盧一鋒 6A 黃恩祈 6A 葉晴 6B 紀慧妍 6C 蕭廷匡 

6D 馮國偉 6D 羅天愛 6D 李肇陽 6D 戴偉軒 6E 陳曈棽 

6E 黃皓朗         

2013-2014 年度健康
軍團獎勵計劃 

優秀健康軍團
大使 

6A 黃恩祈 6A 何詠欣 6E 蔣穎兒 6E 陳曈棽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榮譽嘉許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積極推動自發
刷牙大使 

4A 司徒依諾 5A 李芷喬 5C 江希琳 5C 羅紫恩 5E 吳君灝 

別具心得大使 4E 譚樂瑤 5B 勞翠琳 5C 文靖君 5C 唐心渝 6E 蔣穎兒 

陽光笑容滿校
園行動金獎 

1A 陳俊軒 1A 張頌瑤 1A 張凱盈 1A 張煒燁 1A 張耀天 

1A 程  瀚 1A 徐銘彤 1A 鍾卓穎 1A 鍾欣澄 1A 馮皓晴 

1A 韓霓彬 1A 侯日建 1A 何諾晴 1A 孔思穎 1A 林可彤 

1A 林子言 1A 李衍慧 1A 李昊臻 1A 李國靖 1A 李信華 

1A 梁芯慈 1A 梁日桐 1A 李泳芯 1A 李彥衡 1A 鄧淑媛 

1A 曾以軒 1A 徐頌祈 1A 尹肇希 1A 王霖鍵 1A 黃德恩 

1A 胡慶誠 1A 楊嘉瑤 1B 陳衍攸 1B 陳慕妍 1B 陳心兒 

1B 陳琛翹 1B 陳慧襄 1B 陳梓泰 1B 張展霖 1B 張嘉軒 

1B 周曉盈 1B 鄒盟定 1B 朱浩民 1B 徐戩鴻 1B 桂楚杰 

1B 黎曉慧 1B 林亦熙 1B 劉諾謙 1B 梁子聰 1B 廖啟朗 

1B 梅倩桐 1B 蕭恩桐 1B 蘇穎琛 1B 曾卓楓 1B 徐梓殷 

1B 王淑婷 1B  1B 丘芷蕎 1B 楊鈞昊 1B 楊一情 

1B 嚴穎心 1B 葉珀銃 1B 葉倩婷 1B 姚子聰 1B 袁嘉慧 

1

C 

陳貞心 1C 陳俊耀 1C 陳凱澄 1C 陳翰弘 1C 張子樂 

1

C 

周仲稻 1C 周子盛 1C 朱珮君 1C 朱蔚藍 1C 徐梓朗 

1

C 

李逸 1C 黎政欣 1C 黎俊諾 1C 賴衍欣 1C 劉令詩 

1

C 

 1C 梁維軒 1C 盧芷莙 1C 莫泳銦 1C 伍展鋒 

1

C 

顏稚心 1C 彭文瑄 1C 石然 1C 曾鐘澤 1C 曾浚銘 

1

C 

謝子琳 1C  1C 黃彥朗 1C 黃思穎 1C 黃昀熙 

1

C 

葉家蕙 1C 余采誼 1C 趙容 1D 陳遠哲 1D 鄭啓朗 

1

D 

張景朗 1D 張芷晴 1D 周卓翹 1D 何尚然 1D 葉芷君 

1

D 

黎卓奇 1D 賴卓泓 1D 黎文諾 1D 劉家容 1D 劉樂勤 

1

D 

羅曉嵐 1D  1D 李建樂 1D  1D 李梓聰 

1

D 

李悅寧 1D 李敏晴 1D 羅美萱 1D 吳凱瀠 1D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陽光笑容滿校
園行動金獎 

1

D 

石詠瑜 1D 謝滿婷 1D  1D 王奕文 1D 黃駿軒 

1

D 

王凱穎 1D 黃梓欣 1D 楊鈺欣 1D 葉焯敏 1D 袁曉晴 

1E 陳令韜 1E 陳栢豪 1E 陳妍伶 1E 陳悅潼 1E 陳廣泰 

1E 鄭浚翹 1E 張嘉敏 1E 張愛靈 1E  1E 趙嵐天 

1E 莊殷傑 1E 崔名欣 1E 鄧兆淳 1E 范珮詩 1E 高浩梃 

1E 劉青霖 1E 李凱軒 1E 李浩禎 1E 李嘉琳 1E 文詠嬉 

1E 莫筱柔 1E 吳逸駿 1E 彭旭晉 1E 潘芷欣 1E 鄧敏瑜 

1E 崔逸晴 1E 尹靖茼 1E 溫貝絲 1E 黃浩霆 1E 黃敬熙 

1E 邱奕諾 1E 袁駿峰 1E 鄭曉玟 2A 陳兆亨    2A 陳瑞珊    

2A 陳泓蒨 2A 鄭棓元 2A 鄭瑋樂 2A 鄭言希 2A 張倬芝    

2A 張凱晴 2A 張睿珊 2A 趙敏婷 2A 鄒宛庭  2A 朱  鈞     

2A 徐維俊 2A 方泳彤 2A 何少豐 2A 何芷晴    2A 紀凱耀    

2A 黎百刂宬   2A 梁睿朗 2A 吳希韻 2A 沙逸藍 2A 蘇鈞慶 

2A 蘇子傑    2A 譚皓文 2A 鄧璞民 2A 溫嘉琪 2A 黃宗揚 

2A 黃泳晞 2A 楊美欣 2A 葉寶淇    2A 葉鑫華 2A 黃子進 

2A 鄭祖光 2B 區逸懷 2B 陳言維 2B 鄭沛枝 2B 張仲行    

2B 詹東尼 2B 周美妙    2B 鄒泓釗 2B 鄧凱琪    2B 何仲熙    

2B 簡雪瑩 2B 林榮希    2B 劉諾思 2B 羅曉桐 2B 羅肇朗 

2B 李子軒 2B 梁津睿    2B 梁曉桐    2B 梁壬藍 2B 李君頤 

2B 李肇章 2B 廖子航 2B 盧智高 2B 吳雪玟 2B 潘正軒    

2B 蘇奕駧 2B 施恩樂    2B 施恩欣    2B 曾嘉棋 2B 黃愷晴    

2B 嚴日言 2B 袁浩軒 2B 袁家強 2B 李嘉珩 2C 區宇恒 

2

C 

陳捷盈 2C 陳筠濼 2C 張綽恒 2C 張凱宜 2C 張詠甯 

2

C 

朱珮嘉    2C 徐浩楠    2C 馮東桓 2C 許心怡    2C 鄺思穎 

2

C 

林靖恩 2C 林凱澄    2C 林民熙 2C 李穎洋 2C 梁曦睿    

2

C 

李穎堯 2C  2C 羅雪嵐 2C 呂樂謙 2C 麥曼嬅 

2

C 

文誠希 2C 冼旭倫    2C 蘇梓睿 2C 徐梓齊 2C 溫曉楠    

2

C 

黃熙文 2C 王淳康 2C 黃芷汶 2C 葉漢傑 2C 葉  穎     

2

C 

袁志安 2D 陳凌蘊 2D 陳滿婷 2D 陳逸朗 2D 蔣穎萳    

2

D 

詹曉霖    2D 趙靜宜 2D 蔡俊浩 2D 蔡梓豪 2D 方曉嵐    

2

D 

方湋淇 2D 馮巧怡 2D 黃可茵 2D 金俊澧    2D 簡聞達 

2

D 

郭庭因 2D 黎珈亨    2D 賴彥情 2D 李天靖    2D 李欣霈 

2

D 

梁展欣 2D 黎琇惠 2D 羅昆航 2D 麥菀涵 2D 吳栢軒    

2

D 

蘇文澤 2D 謝芷睿 2D 黃國軒 2D 黃諾謙    2D 王梓聰    

2

D 

王逸熹    2D 殷嘉謙 2D 袁晞藍    2E 陳凱琳 2E 陳嘉晴    

2E 陳筠弦    2E 陳劭昇 2E 陳瑞昊    2E 陳琛頤 2E 張維維 



 

2E 趙泳彤 2E 蔡  泓 2E 周曉謙 2E 徐巧晴 2E 甘焯森 

2E 林芷亦 2E 劉祖樂 2E 羅諾謙 2E 李國熙 2E 李芷穎 

2E 李沚茵 2E 梁芷頤    2E 李偉熊    2E 麥旨謙 2E 石子龍 

2E 蘇健朗 2E 戴晉熙 2E 譚芷礽    2E 徐朗僖 2E 黃千祐 

2E 王凱寧 2E 黃詠梅 2E 胡曉琳 2E 殷英博    2E 楊坤寶 

3A 區  浚  3A 陳嘉琪 3A 陳鉦欣 3A 張家杰 3A 張錦榮 

3A 趙衍菁 3A 蔡雅雯 3A 莊殷樂 3A 周世紘 3A 朱芊芊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陽光笑容滿校
園行動金獎 

3A 徐永恆 3A 杜恩恆 3A 何嘉明 3A 賴家熙 3A 賴韻心 

3A 藍天朗 3A 劉浩楠 3A 李昕澄 3A 梁茵潼 3A 李汶洛 

3A 吳兆朗 3A 蘇洛頤 3A 譚煜達 3A 鄧特川 3A 黃浩謙 

3A 黃鏘行 3A 王曉蔚 3A 黃穎琳 3A 楊綺霏 3A 葉宇晴 

3A 姚景峰 3B 陳鉦洪 3B 陳凱淇 3B 陳諾情 3B 陳信延 

3B 陳睿熙 3B 周弘軒 3B 鄭芊蔚 3B 張証堤 3B 張璐華 

3B 張羡茹 3B 張偉俊 3B 朱淖賢 3B 徐聖軒 3B 徐婉琪 

3B 方僑浚 3B 傅斯唯 3B 何紀諭 3B 簡卓民 3B 黎奕濤 

3B 林政言 3B 劉卓軒 3B 劉  蓉 3B 李倩彤 3B 李永賢 

3B 梁諾晞 3B 吳卓軒 3B 吳汶希 3B 王嘉逸 3B 黃思齊 

3B 王穎恩 3B 邱達强 3B 丘子俊 3B 楊曉蒨 3C 歐倩珩 

3

C 

陳晉軒 3C 陳樂心 3C 陳泳嘉 3C 周凱欣 3C 馮禮謙 

3

C 

高樂禧 3C 江凱彥 3C 江焰華 3C 黎加雋 3C 黎洛汶 

3

C 

黎旭慧 3C 劉世顯 3C 羅卓雅 3C 李俊霆 3C 李樂琪 

3

C 

梁晉熙 3C 梁依雯 3C 李銘諾 3C 羅嘉德 3C 文鈿慧 

3

C 

莫寧軒 3C 蘇建榮 3C 譚家熙 3C 鄧棨陽 3C 鄧慧儀 

3

C 

杜正淳 3C 王浩澤 3C 黃芷澄 3C 楊鈉然 3C 葉文亮 

3

C 

姚穎嵐 3C 吳嚳禮 3D 陳嘉晞 3D 陳梓濠 3D 陳籽言 

3

D 

張晉軒 3D 張卓謙 3D 張雅晴 3D 周中偉 3D 何悅喬 

3

D 

洪樂瑤 3D 孔思耀 3D 姚慶煒 3D 顧詠琪 3D 林塏桀 

3

D 

羅凱琪 3D 李卓桐 3D 李曉楓 3D 梁皓言 3D 李詩穎 

3

D 

廖志毅 3D 廖樂曦 3D 陸柏橋 3D 馬樂瑤 3D 聶千峂 

3

D 

石懷谷 3D 鄧廸尹 3D 唐采溵 3D 曾穎淇 3D 謝芷晴 

3

D 

黃梃熙 3D 黃裕臻 3D 容正逸 3E 區穎欣 3E 陳霈虹 

3E 陳明希 3E 鄭宇軒 3E 蔣詩穎 3E 張倚僮 3E 何承宗 

3E 簡顯正 3E 葛灝然 3E 黎雪晴 3E 劉耀男 3E 羅梓翹 

3E 李凱晴 3E 李洛欣 3E 李崇賢 3E 梁曉晴 3E 梁絡怡 

3E 梁恩彤 3E 李文灝 3E 羅卓言 3E 盧希朗 3E 吳嘉怡 

3E 伍倚汶 3E 邵俊淇 3E 蕭顯林 3E 謝卓穎 3E 黃竣謙 

3E 王銘燊 3E 胡倩珩 3E 甄浩雲 3E 楊紫情 3E 楊正浩 



 

2013/14 年度學生環
境保護大使計劃-基礎
環保章培訓 

基礎環保章 4A 吳藹蒑 4A 司徒依諾 4A 鄭卓顒 4A 楊一聖 4E 譚樂瑤 

5A 陳皓靈 5A 李芷喬 5A 丘廷臻 5C 羅紫恩 5C 文靖君 

5

C 

江希琳 5E 唐心渝 5E 鄺祉瑋 5E 吳君灝 5E 尹嘉敏 

6A 吳子謠 6A 鄭考峰 6A 張錦俊 6B 勞翠琳 6E 朱蔚芝 

6E 李煒鍵 6E 梁宇軒 6E 張雋鍵 6E 黃德如 6E 陳學琳 

6E 甄景琛         

優異獎 4A 鄭卓顒 4A 吳藹蒑 4A 楊一聖 5A 陳皓靈 5A 李芷喬 

5A  丘廷臻 5C 羅紫恩 5C 文靖君 5C 唐心渝 5E 鄺祉瑋 

5E 吳君灝 5E 尹嘉敏 6A 鄭考峰 6A 何詠欣 6A 張錦俊 

6A 吳子謠 6A 黃恩祈 6B 勞翠琳 6E 陳學琳 6E 陳曈棽 

6E 張雋鍵 6E 蔣穎兒 6E 朱蔚芝 6E 李煒鍵 6E 梁宇軒 

6E 黃德如 6E 甄景琛       

 

 
 

 

 

 

科學 

國際科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 GreenMech 機
關王城市盃小學組 

(在台灣舉行) 

整體關卡創意
說明獎銀牌 

6A 黃悅程 6A 何希活 6E 吳梓維 6E  譚兆傑   

FLL Asia Pacific Open 
Championship 
(在澳洲舉行) 

Excellence 6A 黃悅程 6E 吳梓維 6E  譚兆傑 1213 麥浩然 1213 盧希俊 

1213 楊梓希 1213 劉家謙 1213 羅琬茵 1213 林諾允   

 

科學 

全港性科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 FLL 暨 Jr.FLL 創
意機械人大賽-小學組 

總冠軍 5A  張軒誠 5A  蘇晉新 5E  廖梓鋒 6A  梁駿熹 6A 黃悅程 

6A 高  政 6A 何希活 6D  劉希雅 6E  譚兆傑 6E 吳梓維 

2013/14 香港機關王
競賽—高小組 

亞軍 5A  張軒誠 5A 蘇晉新 5E 廖梓鋒 6D 劉希雅   

最佳團體獎 5A  張軒誠 5A 蘇晉新 5E 廖梓鋒 6D 劉希雅   

第八屆 101 創意發明
大賽-初小組 

優異獎 2D 蘇文澤 2D 謝芷睿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
競賽-常規賽 

一等獎 6A  梁駿熹 6A 何希活 6E  譚兆傑     

 

 

 

公民教育 

全港性公民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4 5.24 全港賣旗日 表揚金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
色比賽-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6A  葉鎂珩 4A 幸珞妡 4E 李碩恩 3B 林政言 3E 胡倩珩 

4A 許盛俊 3D 黃裕臻 2E 羅諾謙 6E 吳嘉謙 6A 吳子謠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積極參與學校
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亞軍 6A 林天恆         



 

屆)比賽 

"華夏之光"中國特色
建築繪畫-中國古今建
築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華夏之光"中國特色
建築繪畫-虎門大橋 

優異金獎 6A 曾善衡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華夏之光"中國特色
建築繪畫-萬里長城 

良好獎 5C 鄭棓之         

 
 
 
 

公民教育 

全港性公民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錦秀中華"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哈尼族 

優異金獎 5E  林怡蓁 5E  林凱婷 5E  張家銘 5E  余思朗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錦秀中華"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回族 

優異金獎 5E  陳泓誠 5E  羅雅文 5E  林嘉禧 5E  許俊希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錦秀中華"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壯族 

優異獎 5E  孫若彤 5E  鐘旨穎 5E  王雅雯 5E  吳梓釗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錦秀中華"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中國建築 

優異獎 6E 李銓軒 6E 何學泓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錦秀中華"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藏族 

良好獎 5C 李信恩 5C 徐惠祺 5C 張志行 5C 鍾京祐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錦秀中華"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滿族 

良好獎 5E  方鍵如 5E  張可怡 5E  葉津茗 5E  孫尚德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錦秀中華"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蒙古族 

良好獎 5E 蘇珈琪 5E  蔡幸晉 5E 周臻欣 5E 黃晴熙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源遠流長"中國歷史

優異獎 4A 邵翠瑩 4A 袁朗晴       



 

漫畫創作-鑿壁偷光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源遠流長"中國歷史
漫畫創作-指鹿為馬 

優異獎 5C 鄭棓之 5C 李信恩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
國•齊顯愛國情(第五
屆)比賽 

"源遠流長"中國歷史
漫畫創作-鴻門宴 

良好獎 6A 李洐凝         

 

 

 

 

 

公民教育 

新界及大埔區公民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年度大埔
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
會—大埔區傑出服務
公民獎(小學組) 

大埔區傑出服
務公民獎 

6A 何詠欣 6E 蔣穎兒 6E 鄧凱瑤 6E 陳瞳棽 6A 黃恩祈 

6A 林天恒         

"中華五千年 "網上實
時國情問答比賽 

季軍 4A 何君彤 4A 李嘉穎 4A 邵翠瑩 4A 沈卓翹 4A 謝芷鈴 

4A 甄靜文 4A 姚依琳 4A 黃韻琦 5A 陳皓靈 5A 丘廷臻 

5E 方嘉敏 5E 孫若彤 5E 鍾旨穎 5E 梁弘澔 5E 吳君灝 

6E 何學泓 6E 李銓軒       

2013-2014 年度剪報
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6A 陳樂恩         

2013/2014 年度主題
活動「T 恤圖案設計」
比賽 

銅獎 6A  鄭考峰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
計劃 

橙章 6C 李圓緻 6A 何詠欣       

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
益」慈善清潔、慈善遠
足、創意環保籌款活動 

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香港公益金慈善花卉
義賣活動 

銀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關注事項(一) ：提升學生自我反省的能力，培育學生成為自我完善的追求者。 

 

1. 透過不同的課程及策略，讓學生認識自己，欣賞自己的獨特性，展現潛能，

追求自我完善 

 

成就及反思： 

 透過學校社工、訓輔組及各科組組織一系列的校本輔導活動、課程、周會等緊扣了解自

己及欣賞自己主題，讓學生從多元化的途徑反思及實踐。 

 成長課加入了解自己及欣賞自己的元素，在教學中，能提升學生批判思考、分析等能力，

從而認識個人的特質，欣賞自己的獨特性。 

 「每月之星」能表揚學生的進步及成就，有助強化正確的行為。 

 在日常的課堂中或學習活動中，學生均踴躍參與，樂意中作分享。 

 本學年在成長課加入性教育課題---「戀愛通識課」，六年級科任老師及學生均表示此課程

能讓學生對性的價值觀有更深入的探討，學生非常投入課堂，踴躍發表意見。 

 

跟進及建議： 

 建議從內容上及形式上考慮簡化「欣賞自己手冊」。 

 一年級學生難以用文字寫感受，建議低年級減省以文字作紀錄。 

 成長課主題可以更多元化，可加入合作、溝通等主題。 

 

2. 透過校本輔導活動，提升學生的個人素養 

成就及反思： 

 本學年深化「I like 舊墟寶湖人」活動內涵，以欣賞個人的獨特性為重點，並用活動形式

進行，學生有興趣，願意分享。 

 透過校本輔導活動，如「喜怒哀驚」、點唱、老師分享、生活事件簿等，讓學生體驗、感

受不同的內在美(人與自己：「負責」、「誠實」、「自律」、「堅忍」人與社會：「尊重」、「關

懷」)、欣賞美(説出周遭的善與美)、實踐美(立志、行善……) 

 老師能帶動校本輔導活動於日常校園生活中。 

跟進及建議： 

 「生活事件簿」能讓學生寫出個人感受，唯時間較緊迫，要讓學生有多一點時間完成。 

3. 發揮學生的領導角色，提升主動性帶領同學尋求自我完善 

成就及反思： 

 透過學生議會，讓每班學生代表參與，並表達意見；能給予機會予高年級的核心成員帶



 

領會議，學習分析問題及接納意見。 

 學生議會提供機會予學生組織、策劃「反轉校園」活動，透過扮演不同的學校職工的角

色，從而了解每個人在不同崗位的角色。學生表示活動有意義，在學生分享中，他們更

明白每個人的本分，如何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跟進及建議： 

 「反轉校園」活動有意義，來年繼續進行，可讓學生有更多時間準備。 

 

4.透過系統的輔導活動，提升個別學生了解自己，面對挑戰的抗逆力，面對成長

的困擾 

 

成就及反思： 

 透過成長的天空及成長小組系統的輔導活動，學生經歷不同的挑戰，學習解決難題，從

學生分享中，見到學生更了解自己的特質，在活動上亦展現自信的一面。 

 透過家長工作坊讓參與活動學生的家長與專家分享，更了解子女的特質，掌握協助子女

成長技巧。 

跟進及建議： 

 有個別家長不太願意參與活動，來年再多鼓勵這些家長。 

 

5 培育學生待人接物的良好態度. 

 

成就及反思： 

 本學年進行了多次家長座談會或講座，主題有「認識情緒健康、情緒教育技巧」、「反敗

為勝――最大進步學生的學習方法」、「做個有文化的家長，培養有內涵的子女」等，讓

家長了解學校方向並配合重點，培育學生具備良好的待人接物及學習態度。 

 不同科組、小組均以了解自己及欣賞自己作重點，大部分學生在學習中或活動參與中皆

能展現良好的待人接物態度。 

 本校透過不同的課外活動、資優班組讓學生參與，從中了解自己的能力及興趣。學生透

過一起學習的過程，互相觀摩，欣賞自己及他人的強項，從中了解每個人的獨特性。 

跟進及建議： 

 可於專業發展加入課室管理及秩序行為處理的策略講解，進一步加強教師支援及培育學

生的能力。 

 

 



 

關注事項 (二) ：透過創新而多元的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培育學生成為自主學

習者。 

 

1. 把自主學習教學理念貫穿各學科 

 

成就及反思： 

 本學年五年級英文科亦把「自主學習」理念加入課程設計中，透過課堂把理念實踐，得

到課程發展處專家的支援，對教學起了推動作用。 

 除此，本學年在五年級中文科及數學科優化「自主學習」教學設計，更推展至六年級中

文科及數學科，憑著過去一年的經驗，與及有經驗的老師分享及帶領課程設計，配合專

家到校支援，本學年推展更順利。 

 中、英、數三科科主任參與科的備課會議，聚焦討論課堂教學設計，對教學起了推進作

用。 

 數學科邀請專家定期到校跟同事備課、觀課及作教學分享，對提升數學科的教學起了促

進作用。 

 通識科是配合常識的課程作延伸學習，以議題探究為重心。為了更有系統推展，本學年

已把課程作了整理，學生感興趣。 

 

跟進及建議： 

 「自主學習」計劃取得初步的成果，見學生投入課堂，亦見到學生的理解能力有所提升。

期盼來年再整理本學年教學成果，把「自主學習」的教學理念牢固於各科教學中。 

 英文科在來年會繼續邀請課程發展處專家到校，協助英文科於六年級推展「自主學習」

計劃。 

 來年數學科會繼續邀請梁易天先生到校，進一步優化數學科的教學課程。 

 通識科大部分內容已就著一至六年級的常識科課作延伸/鞏固，部分課題仍有待改善，特

別是篩選對即時性議題，宜利用剪報形式。 

 來年將推展「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發展」計劃，在大主題下，學生除了學習教科書的

內容外，更重要是透過閱讀與主題相關的圖書，期盼學生學得更廣更深，提升學習質素。 

 

2. 透過電子學習，提升互動學習的質素，培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成就及反思： 

 本校在四至六年級開展電子學習計劃，學生透過平板電腦學習，能擴闊學習的時間及空

間，如視藝科在戶外學習時以平板電腦配合，學生能發揮平板的優點，把參觀所得的以

圖像或文字紀錄，擴闊了學習的時空。 



 

 本學年電子學習課程設計，主要集中在五年級的數學科。五年級其中兩班學生以平板電

腦上課，全面推展電子學習，見課堂的互動性甚佳，學生可以在平台上互相學習，互相

觀摩，對學習起促進作用。 

 為了讓電子學習課程設計更發揮其效用，本學年老師著力加強備課，因此，教學成效顯

著，能發揮電子學習在教學上的優勢，如即時性、互動性等。 

 本學年透過家長觀課，讓家長了解平板電腦上課範式的改變與學習旳關係，從家長問卷

中，見到大部分家長都十分支持電子學習，更讚賞透過電子學習，能提升學習的主動性

及自學能力。 

 從學生問卷中，大部分學生表示電子學習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課堂氣氛更活潑，學

習面更廣，而且學習更深刻。 

跟進及建議： 

 來年數學科電子學習將推展六年級其中兩班，五、六年級共四班以平板電腦上數學課。 

 來年本校參加了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加強學校的軟硬件設備，期盼在電子學習教學

再進一步推展。 

 

3. 透過文化藝術課程教學，帶動學生探索自己的潛能，進而提升學生的個人涵

養 

成就及反思： 

 藝文課能讓學生愉快地學習，如二年級透過活動讓學生了解中國節日文化，三年級可讓

學生身體力行，復耕水稻。 

 藝文課對學生有幫助，讓學生更加留意身邊事物及社會，學生可從另一角度看事物，能

訓練他們多角度思維，課程亦能擴闊學生視野。 

 藝文教學活動，學生十分投入，而且課題有趣，師生共同學習新知識。 

 課程新頴，跳出課本框框，能發展學生之共通能力，達致全人發展。 

跟進及建議： 

 藝文課之設計有特色，可於來年優化，須注意避免參觀重複的地點，如本學年四、五年

級已到富善街參觀。 

 宜編配專科或擅長該主題的老師到適合級別教授藝文課，如五年級可編配予熱愛戲劇的

同事教授。 

4. 加強閱讀與各科的扣連，提升學生的閱讀質素及自學能力 

 

成就及反思： 

 中文單元教學中加入優質的閱讀教材，配合閱讀策略，學生能運用策略在日常閱讀中，

在評估中的閱讀理解的分數亦有所提升。 



 

 學生已養成早會前閱讀的習慣，來年可以繼續。 

 六年級同學的閱讀量增加，連平日不愛看書的同學都會主動借閱相關圖書。 

 本校多次邀請了作家到校分享，中文科亦在閱讀課中加入作家作品推介，學生有興趣，

並享受閱讀的樂趣。 

 配合課程統整周主題，圖書館揀選了配合圖書，學生主動借閱有關主題的圖書。 

 

跟進及建議： 

 來年將透過「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發展」計劃，配合語文科及常識科教學，讓學生大

量閱讀與主題相關的圖書，提升學習質素。 

 閱讀理解的分析有助老師了解學生的問題及尋找根源問題，來年將繼續推展，透過定期

的小組會議作檢視，冀能進一步提升學生理解能力。 

 

5. 學生具有自評及互評的能力，能對學習作反思，提升學習的主動性 

 

成就及反思： 

 老師把自評及互評作為教學的一部分，在課堂教學中加入自評及互評元素，學生能從中

互相學習，提升學習成效。 

 在中文科的單元工作紙及寫作中，英文科的專題課業中，老師均加入自評元素，有助提

升學生的反思能力，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亦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有助老師了解

教學情況。 

 

跟進及建議： 

 自評及互評是教學的重要部分，能助學生反思，來年可再著力繼續推展。 

 

 

 

 

 

 

 

 

 

 

 



 

6. 透過分科分享或教學活動，讓老師掌握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教學技巧及

策略 

7. 培育整個教師團隊秉持以情意學習為核心的教學理念，以強化學生的情意及

心理質素 

 

成就及反思： 

 教師發展活動多元化。 

 教師發展活動問卷顯示，80%以上的老師表示這些教學分享對教學有幫助。 

 分科分享有效能，能邀請專業人士到校，例如英文科示範教故事書、寫作等。 

 分科分享亦能讓科任清晰了解科目的發展進度，各科發展重點及教學技巧，較針對性，

作用較大。 

 本學年星期五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集中與「文化藝術」課程有關的主題分享，邀請專家

到校分享，能強化以情意學習為核心的教學理念，老師在教學時運用，有助提升學生的

情意及心理質素及個人涵養。 

 同儕觀課以三人為一小組，以研究課的形式進行科研，能優化教學效能。除此，觀課亦

加入科主任及校長，同事表示這安排效果不錯，老師透過課後科主任的分享及與校長的

交流，與及個人的反思，提升教學效能。 

 同事可在觀課和評課上汲取前人的經驗，有助改善及優化自己的課堂。 

 

跟進及建議： 

 來年宜多加一些校外參觀，配合學校重點，提升專業水平。 

 建議來年加入常識科及其他術科的觀課，唯在時間安排上需要關注。 

 

 

 

 

 

 

 

 

 

 

 



 

關注事項(三)：共同營造及鞏固和諧關愛的氛圍，讓學生展現「舊墟寶湖人」的

特質。 

1. 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學生和諧關愛的特質 

成就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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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本年更以「健康生活」

為全年的主題，舉辦長幼共融課程，不但讓學生有機會擔當助教角色，達至長幼交流，

更能藉此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本年繼續組織「社區有機農友計劃」，透過長幼義工參與有機耕種，接觸大自然，認識保

護生態的重要性；藉著長幼義工參與健康活動，達致長幼共融，彼此欣賞。此外，亦把

園圃分配予一些地區團體，讓地區人士都能一同享受有機耕種的樂趣。 

 四至五年級繼續進行以「班」為單位的「服務學習」活動，效果良好。學生一共探訪了

十所長者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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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及建議： 

 深化服務學習計劃，擴闊服務對象的種類，讓學生有更深入的服務體驗及反思。 

 提升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活動的角色，讓學生擔當活動的策劃及帶領者。 

 加強親子義工活動的種類，如獨居長者探訪，擴闊服務經歷。 

 

2. 推廣關愛精神，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成就及反思： 

 學校為進一步增強學生對教師的關懷和認同，本年透過早會、校園電視台的訪問或介紹，

讓學生了解教師工作苦與樂。 

 本年舉辦了不少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的活動，如全校運動日、師生同樂周、敬師活動等，

亦透過校本輔導活動，讓師生間互相表達關懷和認同，例﹕情書活動、傾談活動。這些

活動都能提供一個讓教師與學生互相分享，表達關心的平台。 

 為了讓高低年級學生彼此認識，愛心天地組擴展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除了五、六年級與

一、二年級同學互相配對外，亦增加小老師、伴讀大使的人數，加強高低年級同學溝通，

建構校園和諧關愛氛圍。 

 六年級學生在老師的協助下，在校內組織長幼共融活動，邀請區內長者到校參與。學生

透過表演、互動遊戲、傾談等活動，不但與長者交流，同時亦提供機會讓學生欣賞別人

的獨特之處，有助增強學生自信。 

 

 



 

跟進及建議： 

 組織不同類型的長幼活動，不但讓地區長者參與，同時讓本校學生作有系統及具延續性

的參與及組織，並且擔任助教，促進長幼共融。 

 透過在不同的學生組織，如﹕風紀、學生議會、愛心大使等，豐富學生經歷，進一步凝

聚主動分享、互相欣賞的氛圍，同時激發學生的主動性與展現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態

度。 

 

3. 加強持份者彼此了解和支持 

 

成就及反思： 

 加強教師間彼此了解和支持，星期一主任會議的會議紀錄通傳各副主任，讓大家能在第

一時間知悉學校行政上的安排及原因。 

 在學期初安排同事分小組與校長及副校長進行會談。 

 教師代表、福利組和愛心天地組在本年舉辦了多次的聯誼活動，包括同事生日會、雙親

節等，刻意提供了不同的平台讓同事間互相表達感謝與關心，同事在活動中表現投入及

愉快。 

 在教師發展時段，增加科的分享，讓同事能互相交流及分享教學上的經驗，紓解工作上

的困難。 

 透過同儕觀課活動，不但能加強教學上的交流，而且藉著彼此坦誠的交流，分享教學的

優異及困難之處，加強了同事間的溝通，增強了互相支持及鼓勵的情感。 

 為加強家長與教師間的溝通，本年邀請班主任出席學校舉辦的親子活動。除家長日、家

長座談會外，亦組織各級的家長活動，如親子活動日、親子義工活動、親子烹飪等。 

 為方便家長的需要，本年多次於晚上進行家長講座，與家長溝通學校發展方向，及分享

學生學習心得。 

 委派專責同事統籌家長工作，一方面加強了由核心家長推動及組織的家長活動，同時開

展了家長全日在校內當值，協助處理家長事務及校務推展。 

 校長、副校長及學位教師出席家長網絡會議，加強的溝通渠道。 

 

跟進及建議： 

 繼續進行小組的觀課活動。 

 繼續在學期初安排同事分小組與校長及副校長進行會談，特別了解新入職同事的工作情

況，以提供支援，讓他們儘快適應學校的工作。 

 再發揮家長義工的能量，運用他們的力量協助校務工作；另一方面，讓他們更了解老師

及學校職工的工作情況，進一步加強溝通，更支持學校的發展工作。 



 

4. 表揚良好的行為表現，強化「舊墟寶湖人」的特質 

 

成就及反思： 

 透過「每月之星」、「好學生獎勵計劃」、「舊墟寶湖 super kid 成長計劃 」等不同的活動

表揚學生的行為表現，有助強化學生良好的行為。 

 

跟進及建議： 

 學生之間的相處基本上十分和諧友愛，惟部份學生在與人相處方面的表現未如理想，偶

有衝突，需老師提醒。建議透過活動及計劃，加強學生在欣賞他人，互相尊重的意識。 

 來年的表揚學生計劃將以熱情主動為重點，將展現學生其他方面的良好行為表現，進一

步培育「舊墟寶湖人」的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