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校務報告(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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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課堂設計及多元教學策略，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提出新意念，培養學生的

創造力。 

2. 創設各種學習體驗，讓學生敢於接受生活及學習中的各種挑戰，培育學生的承擔精神。 

 

三、教職員編制及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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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1 2 9 17 29 3 6 2 1 1 1 3 1 2 2 6 

 
本校教職員共 86 人。 

教師資料：(包括校長)62 人 
學歷 認可教育文憑 博士 碩士 正在修讀碩士 大學學位 

佔全校教師人數％ 100％ 2% 54% 2% 100％ 
年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以上 

佔全校教師人數％ 20％ 20% 60% 

 



四、班級結構及學生人數 
 
       本學年度共有三十班，學生人數共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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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科學科技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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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藝術

巴士教室、流動星空球幕影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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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校的 STEAM 科學科技室亦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啟用，為同學提供一個具備先進設施的場地，進行科學科技學習。本校

在二零一九年五月四日進行了多媒體藝術巴士教室及流動星空球幕影院開幕禮，巴士教室

為同學增設了一個悠閒的空間進行小組學習；為配合六年級的 STEAM 課程，本校加設流動

星空球幕影院，學生走進球幕內，有如置身於一個星空世界中，了解天象的奧秘。除此以

外，本校特在各樓層設立閱讀角，地下設悠閒閱讀台、文化廊及魚池等，為學生提供舒適

的學習場地。  

 

資訊科技校園 

 

    本校於各課室均設電腦、數碼投映機和實物投映機，本學年更於四至六年級課室加設智

慧互動電子白板，輔助老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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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校共有二百多台電腦、二百多部平板電腦、四十部數碼投影

機及四十部實物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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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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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報名等項

目，提升了本校的行政效率。 

    本校於二零一一年獲教育局挑選參加為期三年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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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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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我們舉辦了親

子耕種工作坊，讓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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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寶湖親子讀書會」設「綠田園讀書會」，透過閱讀有關田園的故事，加上親身

體驗，讓親子共享閱讀與耕種之樂趣。 
配合校本課程──藝文課，本校在綠田園復耕水稻。三年級學生在「農情‧濃情」這主

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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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及感謝農夫在

農耕工作之辛勞。 
 
生態池 
 

本校於綠田園設生態池，讓同學走進田園，觀看大自然的生態環境與動植物的關係，從

中認識生態池水質及生物多樣性，把課堂所學的知識與實質的生活結合，進行探究活動，

引發學生的好奇心，激發學生的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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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聯同救世軍大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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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農田 

 

本校於綠田園設科學農田，配合二年級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讓學生可以透過觀察種

子的生長過程，了解植物與土地的關係，進行探究活動。透過親身實踐，更易引發學生的好

奇心，激發學生的探究精神。 



盾臂龜園 

 

本校於綠田園加設一個盾臂龜園，在小息和午間活動時段，學生可到盾臂龜園觀察盾臂

龜的日常活動情況，了解動物與生活環境的關係，從中引發學生對動物探奇的心。 
 

寶湖號――魚菜共生系統 

 

本校在三樓走廊加設了魚菜共生系統，配合三年級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系統的原理

是讓魚類為溉灌植物的水提供養份，水又經植物吸收後流回魚塘，循環不息。學生能透過親

身觀察，了解生態環境及生態平衡的問題，從中探索大自然的奧妙。 

 
STEAM 科學科技室 

 

本校的 STEAM 科學科技室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啟用，為同學提供了一個先

進設施的場地進行科學科技學習。本校推展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於五年級課程中引入編

程，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讓學生掌握編程的技巧，應用到不同的情境之中，以完成所設定

的任務。我們希望能從中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STEAM)的學

科知識與技能，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協作及解決問題能力， 以配合二十一世紀所需的創新思維

和開拓與創新精神。 
 
流動星空球幕影院 

 

本校的流動星空球幕影院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四日正式開幕，為同學提供了一個先進設施

的場地進行科學科技學習。流動星空球幕影院配合六年級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學生走進

球幕內，通過特製的軟件，觀看浩瀚宇宙神秘及壯觀的一面，令人親歷其境。另配合老師的

講解，讓學生對星空、科學的研究等課題有更深入的認識，擴闊他們的學習面，加強他們的學

習深度。 
   

多媒體藝術巴士教室 

 

本校的多媒體藝術巴士教室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四日正式開幕。多媒體藝術巴士教室上層

為「多媒體藝術工作室」，設有平板電腦、攝影器材、塑膠積木等創作工具，用作多媒體藝術

創作活動；下層將佈置成休閒舒適的「遊藝車廂」，用作展示學生藝術創作，以及讓學生進行

遊戲、閱讀等休憩活動，亦會在外面加設「流動劇場」，進行表演、話劇等藝術活動，增加學

生使用學習場地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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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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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學習課程。當天有三百多位家長及學

生一起乘船到香港地質公園、西貢鹽田梓、滘西洲等地方遊玩，家長與子女一起觀看六角岩

柱和玩樂，加強彼此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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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義工隊 
 
    本校「愛心家長隊」積極而熱心協助學校推展日常事務，他們每天到校協助不同類型的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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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童軍領袖，推行各項學習活動等，他們默默付出自己的時間及心思，讓本校不少事務均 
能順利推展。 
 
親子讀書會 
 
    本校於二零一四年正式成立「寶湖親子讀書會」，由本校家長組織，籌辦與閱讀有關親子 

活動，讓家長及他們子女可以一起參與活動之餘，同時享受閱讀的樂趣。過去一年，「寶湖親 

子讀書會」舉辦了不少活動，如夜宿寶湖、早餐讀書會、家長讀書會：詞彙的累積 VS 文字 

的力量、家長讀書會：「楊桃．白兔．走馬燈：中秋遊園會」、家長讀書會：「歡迎來殼斗 

村過新年」、「才」德兼備讀書會、綠田園讀書會、基地親子共學讀書會：騎著恐龍去上學、 

大自然系列之「尋找魔鬼的巢穴」、大自然系列之「尋訪二戰中的軍事要塞」、真人圖書館活 

動：「肢義行難」分享會、「展翅飛．大步走」跨校互訪等，每個活動都跟圖書結合，參與者 
十分投入，享受活動中每一個環節，我們期盼透過「寶湖親子讀書會」的推動，可以讓更多 
家長及學生把閱讀與生活緊扣在一起，並能從中發掘書中的樂趣。 



家長參與活動 

 

  要讓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家長的配合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讓新一年級家長更了解本校

的學習事宜，本校於小一開學前的七月為即將入學的小一學生家長舉辦「迎新會」，在八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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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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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產品與親子溝通」家長講座 

 家長日  傾談拉闊兩個鐘--孩子的安全感 

 家長網絡代表會議  傾談拉闊兩個鐘--心態的魔法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基地共學讀書會―騎著恐龍去上學 

 家長座談會  小一至小三親子活動 

 綠田園讀書會  「才德兼備 – 親子理財家長工作坊 

 家長網絡代表聚會  「情緒會傷人」家長講座 

 電子教學家長座談會  「代代傷傳」家長工作坊 

 親子售旗  小一至小六親子活動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有關學校發展」家長講座 

 家長靜觀小組  「中學生生活與學習的平衡點」升中家長座談會 

 「情緒共舞」家長小組  「如何提升子女的語言思維能力」家長講座 

 家長太極拳研習班  親子禪繞樂 

 四升五電子教學家長座談會  英文親子伴讀講座 

 書蟲特工隊-親子購書樂  「快樂聯盟」情緒教育小組 

 MYmind「靜觀親子平衡小組」  「性格透視®我是個怎樣的父母」工作坊 

 親子伴讀活動(小一、小二)  Patrick sir 講座﹕不要再講小學雞英語 

 「掌握家居訓練技巧、融入日常生活當中」家長講座 

 



八、校友會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校友會」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正式成立，我們期望透過校

友會活動，與校友保持緊密的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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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校每年均為剛畢業的校友舉辦「畢業生重聚日」，讓校友互相傾訴升中後的生

活及適應情況，保持與母校的聯繫。校友對學校歸屬感強，經常回校探訪老師，又在學校的

典禮、籌款活動、開放日等回校參與，回饋母校，為學弟學妹樹立良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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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在 2015 年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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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於 2019 年 4 月期間，啟發潛能教育聯盟大會 派代表到校

探訪，在訪校報告中亦讚賞本校教學以學生為中心，是一所能全面照顧學生及提升學生國際

視野的學校。這些 來自啟發潛能教育聯盟大會的獎項及報告肯定了我們的付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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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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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星期四的英文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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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Activity Club 」、「Great Britain Club 」、「Book Club」、「Debate Team」、「English 

Club」、「Science Club」、「English Fun Club 」、「Nature Time」、「Arts & Craft」、「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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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六年級學生準備英語日營，以英語跟學生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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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於本年四月帶領學生到新西蘭 Greenpark 
Pr imary School 作學校生活交流體驗，他們除了到學校與新西蘭的學生一同上課學習外，

還寄住在當地學生的家裏，體驗他們的生活文化，並與他們一同遊覽名勝及進行不同的學習

活動。我校的學生能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親身體驗英語在實際生活的應用，並能擴闊視野，

提升自己的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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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於本學年亦與英文科、常識科、

藝文課展開跨學科學習—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劃。教學主要為三個層次：1.圖書精教 2.課堂

延展閱讀 3.課後延展閱讀，更會以五個核心元素為課程的基石，設計中文的校本課程。為此，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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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小說及古典文學，提

升語文能力。為了讓學生提升對古典文學的興趣，本校於中文科不同級別加入古詩文教學，

藉此增加學生對古詩文的學習，且更讓學生能欣賞古典文學之美。除此，本校中文科組每年

均舉辦詩歌創作比賽，讓同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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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演譯比賽」、寫作

比賽等；而校外的比賽，如「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朗讀比賽」、「小學語文菁英比賽」、



「滬粵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比賽」、「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香港賽馬會社區資

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第十三屆『孝情滾動』系列活動

『給父母的心聲』徵文比賽」等等，皆讓學生透過互相觀摩、學習，提升個人的語文能力。

從這些比賽的結果中，我們欣然看見學生的中文水準及表現亦不斷提升，獲取得佳績。除此，

本校更將學生的中文佳作結集成《校園創作集》及《青蔥校園》文集，一方面提供平台讓學

生展示學習成果，另一方面，希望學生透過閱讀同儕的作品，互相學習，提升語文能力。 

為了進一步讓語文能力優異的學生得到更適切的發展，本校中文科設立不同的資優抽離

小組，如「小編輯」，透過學習製作報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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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及明辦思維的能力；「校園創作小能手」、「戲劇編寫創作班」、「辯論技

巧培訓班」及「童詩創作小組」，透過不同的活動，引發學生寫作的思維，讓學生掌握不同的

寫作技巧，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及文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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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又定星期二為普通話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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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期二的午膳時間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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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配合

校本課程—「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畫」，本校更於課室設置主題學習圖書櫃，讓學生進行大量

閱讀。本校刻意營造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讓學生隨時隨地均能借閱圖書，提升學生對閱讀

的興趣，讓學生沉浸在知識的大海。除此，本校於有蓋操場旁邊的「悠閒閱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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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獎勵計劃及班級讀書會，



透過有系統的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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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了提升學生的閱讀氣氛，學校分別於三月份邀請了作家林溥來先生分享自己學習

英語的經驗、閱讀心得及介紹輕鬆有趣的英語學習方法。此外，四月份更邀請了香港作家耿

啟文先生到校與學生分享「故事演繹及如何改編經典童話」及香港作家余遠鍠先生與學生分

享「兒童圖書及人物角色的創作」。學生透過認識作家分享自己的創作經歷，大大提升了對閱

讀的興趣。接著，本校每年皆舉行「寶湖舊『書』墟」活動，家長及同學以低廉的價錢購買

其他同學捐出珍貴的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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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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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讀書會」、「閱讀報告比賽」、「故事爸媽」、「大哥哥大姐姐伴讀計劃」、

「伴讀樂」、「閱讀滿 FUN」、拔尖閱讀活動「社區足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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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本校更成立了「寶湖親子讀書會」，進一步推展閱讀的文化及氣氛，讓父母與

孩子在不同的主題下閱讀，不但增進親子關係，亦能讓孩子感受與父母一同閱讀的樂趣。本

年「寶湖親子讀書會」舉辦了不少閱讀活動，當中最受家長及同學歡迎的就是「夜宿圖書館」，

能在學校圖書館度過一個充滿「書香」的晚上，更能在當中參與不同的閱讀活動，實在教人

難忘。另外，「寶湖親子讀書會」於本年亦舉辦了不少閱讀活動，如「楊桃．白兔．走馬燈：

中秋遊園會」、「大自然系列之〈尋找魔鬼的巢穴〉」、「歡迎來殼斗村過新年」、「『才』德兼備

讀書會」……讓學校的家長及學生一起享受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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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古詩文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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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視藝科在課堂介紹不同的畫家及其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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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團及手鐘隊，讓學習不同樂器的

同學互相交流學習音樂的心得。除此，音樂科特意加入「音樂生活分」，鼓勵學生課餘時參加

不同類型的音樂欣賞會，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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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情緒健康品德培育講座，更為學生舉辦不同的體驗活動，如飢饉周、清潔校園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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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曾到新西蘭、日本、台灣、北

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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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計劃多媒體實踐跨範疇課程計劃」、「多

元化體驗式校本 STEAM 課程」、「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發展計劃」、「中文科自主學習計劃」、

「中文科單元教學」、「中文古詩文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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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閱讀帶領學習 

 

    面對廿一世界的挑戰，課程改革的大前提是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掌握不同的技

能，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因此，本校深明課程的目的已非單一傳統性課程哲學

概念可以涵蓋，必須擴闊學習層面，深化學習內容，拓展學生眼界。本校期望透過「以閱讀

統整各學科課程發展計劃」，讓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建構及增進知識，培養良好的品格，能關

懷身邊的人和事，更期望他們能夠具有國際視野，貢獻社會和國家。 

    計劃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發展，將各個已實行計劃之菁萃連結，配合家長及學校圖書

館，讓學生長期作廣泛及有焦點深度閱讀，藉著閱讀作為統整策略，讓學生在學習中、英、



常和藝文課時產生協同效能，亦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自主學習者。 

    本計劃中文科會自行設計校本課程，再將常識及英文的校本課程與中文科以主題形式結

合，並在這些科內加上廣泛及有焦點的深度閱讀，相信一定有助學生的學習。計劃會以閱讀

切入，中、英科與常識科選取主題相同的圖書，在教學中互相補足。而語文科主要在讓學生

聚焦不同故事的內容和情節，並沉浸在書中優美的語句中，提升學生的文學造詣，同時培育

情意發展及正確的價值觀。此外，常識科在主題透過非連續文本、混合文本及公共情景的閱

讀文本拓展學生對於不同議題的認識和理解，並作為常識科核心知識概念內容，配合思維能

力的發展。最後，在藝文課的現有主題，如墟市、節氣等，加入多元化的閱讀材料，為學生

提供更具深廣度的人文價值教育的校本特色課程。 

    本校期望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和跨課程閱讀計畫，讓學生涉獵不同領域的知識，並運

用閱讀策略和技巧有效提取不同類型的知識內容，引發學生連繫個人生活經驗、已有知識及

世界事務，深入反思和融會貫通閱讀的內容，作批判性及創造性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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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性思維等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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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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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在高年級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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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五、六年級全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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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著同學定期進進行網上自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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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科學科技的學習 

 

   本校重視科學科技的學習，因此建構校本 STEAM 課程，以常識科科學科技的學習為基

礎，融合各個學科的知識，使學習與生活扣連，讓學生通過活動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意義，從

而培養學生整全的人文價值和具備科學科技素養的創新思考能力。學生設置一系列的設備以

助學生學習，如寶湖天文台、魚菜共生系統、綠田園生態池，科學科技室等等，讓學生的學

習更多元化。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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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更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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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我校老師及學生代表香港到

美國出賽，更於美國「ROBOFEST 機械人國際賽」中獲得冠軍，老師和學生在科學科技上的

表現確實出類拔萃。 

 

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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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一至六年級常識課加

入了新聞討論及資料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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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透過議題探究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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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明辨性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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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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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透過認識不同的畫家

及其作品，擴闊自己的創作眼界，思考的空間。除此，本校視藝科設視藝歷程冊，讓學生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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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緊要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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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五月四日「學習成果

展------55 周年校慶學習成果展暨『巴士教室』及『球幕影院』開幕禮」中展出他們的創作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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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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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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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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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更獲不同團體

邀請分享課程，將課程的精神推廣，讓更多同工因應自己學校校情創設更多有質素及成效的

校本課程，讓學生的學習更積極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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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六年級全面以

平板電腦進行英文、數學及常識的課堂。學生透過平板電腦即時接收教學活動，建構不同學

科的概念，亦可作即時分享，互動學習，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此外，教師透過平板電腦在課

堂中與學生進行互動的學習，即時查看學生的學習情況，並給予回饋，讓學生能掌握學習重

點，提升學習效能。 



    除此以外，本校的電腦課程是由本校老師因應學生學習程度及科技發展的步伐而編撰，

課程切合學生學習需要，讓學生更能掌握世界資訊及運用電腦的技能，提升學生運用資料科

技來學習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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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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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統整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在五天的學習中，各級以一個主題引入，如「自

理「智」叻星』」、「動物專員」、「香港旅遊好去處」、「營養調醬師」、「隱世『保』藏」及

「同一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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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五月四日舉行「學習成果展------55 周年校慶學習成果展暨『巴士教室』及『球幕

影院』開幕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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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統整研習周」、「音樂繽紛 show」、「中文周」、「英文日營」、「STEAM 探究活動周」、「視

藝周」、「萬聖節學習日」、「飢饉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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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開放了部分年級予家長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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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數據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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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閱讀氣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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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氣氛」、「校園關愛文化」及「師生關係」這三方面更給予我們許多的欣賞及

鼓勵。 

項目 18 至 19 年度 (%) 

中文科教學 94.28 

英文科教學 94.82 

數學科教學 95.03 

常識科教學 96.23 

電腦科教學 93.64 

普通話科教學 92.02 

視藝科教學 93.95 

音樂科教學 93.85 

體育科教學 94.18 

藝術文化課程 94.61 

課外活動 90.94 

學生管教 94.39 

午膳安排 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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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我們的專業交流 
 

一、 專業進修 

 
    本校教師在工餘時積極進修，以求在專業上增值，提升教學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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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他們在學校的

適應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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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行校本專業發展

計劃，逢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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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校的發展及各項課程的推展。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二百零三萬開展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為了汲取更多學校及

專家推展科學科技課程的經驗，因此，本校老師曾赴日本，參觀當地的學校、科學科技展館

等，2018 年 10 月，校長帶領全體老師到深圳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參觀，了解無人機的發

展及功用；另到了南山港灣小學參觀，了解內地發展創科教育的情況，讓老師大開眼界。這

些交流讓我們獲益良多，給了我們不少的啟發，實有助本校推展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本

校十分重視閱讀，因此，校長於本年六月帶領兩位老師到台東參加「夢的 N 次方@花東場教

師專業研習活動」，也跟當地老師分享本校跨科閱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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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專題講座：科學科技工作坊 

 專題講座：贏得你的學生 

 校本專題講座：「才」德兼備工作坊 

 課堂教學片段分享 

 建立團隊精神活動 

 課程統整學習周規劃及設計工作坊 

 三年發展計劃工作坊 

 教學設計分享 

 星空球幕體驗工作坊 

 教師身心健康工作坊 

 分科分享：創造力的教學實踐 

 分科分享：試卷分析 

 分科分享：如何在課堂內運用高層次的思維策略，提升學生多角度思考和創造力 

 

 



本校老師積極參與不同的專業進修，本年度獲取之學歷/資格概況如下： 

1. 本年度完成碩士課程 
 哲學文學碩士 朱靜璇老師 
2. 本年度完成培訓課程 
 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初級培訓) 周紹堂主任 
 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深造培訓) 吳利娥副主任 
 感知、溝通及肢體需要專題課程(針對肢體傷殘及視障學生需要) 吳利娥副主任 
 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初級培訓) 王煒東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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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一八年九月至今，校長及老師已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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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課程規劃及校本課程發展」、「學校電子教學經驗

分享」、「ETV、電子學習如何在校本課程上推展」、「如何落實 BYOD 電子教學」、「優質教學

基金主題網絡計劃---數學科分享」、「跨課程閱讀的規劃與實踐」、「如何規劃及設計各項跨學

科校本課程」、「體驗式學習與社區學習的課程設計」、「常識科校本課程的規劃與實踐」、「才

德兼備理財學校總結分享」、「校本理財教育課程的規劃及實踐」、「幼小銜接」等；本校亦獲

報章、雜誌的邀請，如星島日報、文匯報、灼見名家、明報、香港 01、蘋果日報等，接受他

們的訪問，將我們的經驗跟同工分享。 

 
在過去一年，有不少來自本港、國內、海外的教育團體蒞校參觀或作專業發展活動，超

過三百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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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 Consultants (Kathy Fields & Silva Wu)IE Visit Programme 訪校 

 國家教育研究院系統創新人才培育 (SITEP)計劃專家到校參觀 

 新任校長(NAPs)到校交流 

 恩主教書院校長及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聖公會靈愛小學參觀校長、主任、老師到校交流 

 寶血屬校中層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深圳麗中學校校長及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台灣康橋國際學校校長及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主任及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瑪利曼小學主任及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聖公會主風小學主任及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小學中層人員領導培訓課程學員到校參觀 

 教育局課程：小學校長/副校長課程領導及管理系列---學校整體課程規劃及校本課程發

展：老師到校參與講座及參觀交流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校長到校參觀交流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副校長及主任到校觀課交流 

 石湖墟公立學校副校長及老師到校觀課交流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老師到校觀課交流 

 台灣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小學老師及學生到校參觀交流 

 深圳市福田區蓮花小學校長、主任及老師到校參觀交流 

 

三、集體備課及同儕觀課 

 
為了提升教學效能，本校教師定期進行集體備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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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

級學生編訂更合適的課程及教學策略。觀課後，老師及科主任透過專業對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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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多年中，在「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中，本校曾與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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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 
嘉許狀 徐俊祥校長 

2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8 / 2019) 卓越教學獎(常識科) 陳志松主任 

曾瑞麟主任 

3 全國名師課堂展示暨武漢市江岸區「語

文主題學習」實驗成果展示交流會 
優秀教學示範 楊可琪主任 

4 香港女童軍總會區內各組別傑出領袖 最積極參與領袖獎 楊可琪主任 

5 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

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 
香港代表隊教練 黃玉娟主任 

6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小學組」 最佳導演 王煒東副主任 
 

7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乒乓球比賽大

埔區男子組教練 
葉億兆副校長 

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區小學分會校際游泳比

賽駐場幹事 
郭偉健副主任 

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大埔

區總教練 
郭偉健副主任 

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區小學分會校際游泳比

賽駐場幹事 
黃志文副主任 

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大埔

區男子丙組教練 
黃志文副主任 

1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大

埔區女子組教練 
黃志文副主任 

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大埔

區女子乙組教練 
廖嘉譽老師 

14 第二十四屆表揚教師計劃 表揚狀 陳志松主任 

15 第二十四屆表揚教師計劃 表揚狀 溫智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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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創作小能手  中文童詩創作班   

戲劇編寫創作班  中文辯論技巧培訓班  English Activity Club  Book Club 

English Fun Club  Great Britain Club  Debate Team  English Club   

Science Club  Nature Time  Art & Craft  Travel Club 

數學 數學拔尖培訓班(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公民教育 問答比賽校隊  升旗隊   寶湖通識小博士  Civic Smarties 

科學科技 機械特工隊   綠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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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之星   蚱蜢音樂劇團   查篤撐粵劇培訓班   中國舞蹈校隊 

體育 田徑校隊  乒乓球校隊   籃球校隊  羽毛球校隊   游泳校隊    

游泳訓練班  田徑訓練班   足球校隊  游泳種籽隊  田徑預備班 

領導才能 校園小領袖  校園小記者  社區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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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功課加油站 

 

    為解決一至二年級學生在學科上的學習困難，本校設初小功課加油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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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本功課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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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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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學習情況及跟進的事宜，並提供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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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購 SEN 駐校服務 
 
    本校聘用一位社工進行 SEN 駐校服務，每星期到校三次，定期為學生進行訓練小組，為

家長開辦工作坊，與家長面談，分析學生學習情況，支援老師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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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墟寶湖人」、「生日快樂」、「情書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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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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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讓同學了解北京 

的城市面貌，學生更步上長城，從親身體驗中，感受長城的宏偉壯觀。此外，本校亦設「Civic  

Smarties」，他們配合學校的關注重點，透過校園電視台，與同學分享名人的堅毅故事，同時， 

他們也訪問了校長、老師及同學，讓同學了解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如何堅毅，鼓勵同學做任何 

事情也不可輕言放棄，要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 

 
四、健康教育 
 

本校重視同學的健康，老師會透過不同的活動向學生帶出健康生活的訊息，如零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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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學生亦參加「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2018-2019，成為的愛牙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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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更利用綠田園讓同學定時到田園，進行農耕體驗活動，讓同

學從實踐中學習，從學習中培養環保的生活習慣，體驗農耕的辛勞，明白食物得來不易的道

理。本校於本年度獲取「綠得開心學校」智惜用電計劃(2018 )-小學組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

大獎及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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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亦與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合辦「長幼綠資源」

計劃，推廣友善社區長者概念，我們學校的小義工聯同長者義工合作，一起外出探訪，照顧

一些年紀更大的長者，回饋社會。除此，透過「長幼綠林大使」計劃，本校學生與長者一起

照顧農田，達至長幼共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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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有核心成員 5 名，由全校師生投票選出，5 位核心成員選出後，再在議會

中的成員互選，選出主席 1 名、副主席 2 名、秘書 2 名。5 位核心成員帶領各議會代表討論，

各議會代表是學校的小領袖，他們就著學校各事務的推展，先行在班中收集同學的意見，並

在議會中討論有關學校生活、設備、活動、政策等事宜，由議會核心成員作出跟進。 

    學生議會對於學校的事務十分關注，從學生議會討論中，同學表示很希望讓同學更認識

學校，如學校的歷史、學校的人、學校不同的地方及設施，在六月下旬，學生議會舉辦了一

個名為「尋寶圖」的活動，由學生自由報名參加，同學從「尋寶」的過程中，對學校各方面

有更清晰的了解，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八、成長飛躍助學基金 
 

「成長飛躍助學計劃」早於 2009 年成立，是由一班熱心人士捐助而成立的助學基金，自

成立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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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適切的課程，如﹕成長課程、生活技

能課程、歷奇活動等，鼓勵學生積極向上，努力學習，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學以致用，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扶助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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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笛班   鼓樂隊 

管弦樂團  中樂團  楊琴班   古箏班   柳琴班  琵琶班  二胡班  笛子班 

大提琴班笙  嗩吶班  非洲鼓班  夏威夷結他  卡拉 OK 自由唱  國畫班   

超級新聲 SINGSING 星  書法班   西畫班  卡通漫畫班  色彩及素描班     

陶藝班  活學陶藝  彩色世界之旅  趣味木顏色  西洋書法班  讀戲攻心   

樂陶陶  遊樂藝術  七彩世界  動物摺紙樂  畫走煩惱  遊樂藝術  我是磚家  

小小漫畫家  未來插畫家  「紙」想和你玩    西洋書法家  習字工房 

齊來合奏 Music Fun     

體育 

足球  足球興趣班  乒乓球  乒乓球班  乒乓球大比拼  閃避球   田徑興趣班 

閃避球大激鬥  籃球  籃球訓練班  羽毛球班  羽毛球基礎班  羽毛球初班  

羽毛球中班  跆拳道班  排球校隊  排球興趣班  中國武術  中國舞興趣班 

小飛魚班  游泳預備隊  體育舞蹈班  男子足球訓練班  街舞  集體遊戲   

大家一起動起來  帶式欖球  

 
 
 
 



 

學 

術 

 

語文 

神奇魔法書  劍橋英語班  英語拼音班  語文遊戲室   普普樂園   語文天地    

故弄玄虛  字詞多面睇  Fun Fun English  English Game  Tuesday Club  

Clips making  Spelling Game  English Club  English lover 

數學 奧林匹克數學班  Fun Fun Maths  數學繽紛樂 

科學與 

科技 

科學小先鋒   機械人工程師    機械人模型設計師課程   程式設計師     

資訊素養特攻  機械人學堂 

園藝 寶湖小農夫  綠得喜     

思維訓練 
棋趣天地  圍棋初班  圍棋入門班  圍棋深造班  魔術班  棋樂無窮  桌遊樂 

出棋制勝  「棋」趣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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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飛躍助學計劃 

 視覺藝術創意日營  English Day Camp 

 校際朗誦節  世界數學測試 World Class Arena 

 校際音樂節  I like 舊墟寶湖人 

 綠色旅行  親子農耕樂活動   

 校運會  中普拉 OK 比賽 

 水運會  「寶湖舊『書』墟」圖書義賣活動 

 圖書館課  第三十八屆大埔區校際舞蹈比賽 

 才藝匯演  步行籌款及全校運動日 



 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幸福非必然、貧苦共體驗」---飢饉周 

 2019 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大埔區)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18-2019年度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9  2018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18-19 年度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第五屆查篤撐校際兒童粵曲歌唱比賽 

 大埔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學校文化日計劃 2018/19—粵劇導賞演出 

 游泳校隊集訓  音樂劇欣賞：原創音樂劇《高唱夢與想》 

 2019沙田武術錦標賽(集體操)  第十四屆校際手鈴比賽 

 大埔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第十六屆香港活力鼓令 24式擂台賽 

 籃球隊友誼賽  第四十七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賽馬會五人足球賽 U10( (學校組)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優勝者表演 

 「齊玩做個 Friend」社交小組  全港各區青少年繪畫日-區區畫畫(大埔區) 

 生涯規劃小組(小六)  「閱讀樂滿『FUN』」計劃 

 戲劇比賽  English Day activity – Halloween 

 「查篤撐兒童粵劇節」匯演  大埔區學校匯展 2019 

 金紫荊獎章遠足活動  2019-2020年度地域總監盃小童軍比賽 

 金紫荊獎章大潭露營  感覺統合運動訓練(小一、小二)小組 

 「成長 GROWTH、GO、GOAL」小組  「學習技巧」(小二至小五)」輔導小組 

 大埔文藝之夜 2019  專注力訓練(小二、小三、小四)」小組 

 「小學無人機任務挑戰賽」  全國航天航空模型錦標賽 

 成長的天空計劃  「I．CAN．FLY」小組 

 音樂會欣賞：「獅子座弦樂四重奏」《瘋狂古典月遊記》 

 「Nestlé for Healthier Kids Programme」活動 

 「2019 Google Blocks & Google Tilt Brush」虛擬藝術創作比賽 

 作家講座及簽名會﹕耿啟文、貓十字及蔓玲姐姐  題目:故事演繹及如何改編經典圖畫 

 作家講座及簽名會﹕余遠鍠  題目:兒童圖書和人物角色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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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活動 

 親子義工  公益金慈善義賣 

 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  蓬瀛仙館大埔老人中心   

 香港崇真會福康老人中心  探訪中華傳道會恩光老人中心 

 鳳溪公立學校鳳溪長者鄰舍中心  <書送快樂>義工服務 
 

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活動 

 

 環保為公益活動  自然 x 歷史「綠」趣遊 

 「成長飛躍助學計劃」  「幸福非必然、貧苦共體驗」---飢饉周 

 「長幼綠林大使」計劃  「My Voice‧My Choice」活動計劃 

 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舊衣物 / 校服 / 月餅盒回收 

 校園小領袖訓練計劃  2019/20「鄰舍第一．送米助人」計劃 

 哈密瓜劇團  「著綠校園計劃暨環保隊長計劃」環保車大賽。 

 參觀塱原濕地及水稻田  環保為公益——清潔校園慈善籌款活動 

 大埔區「禁毒大使」宣傳計劃  「禁毒大使計劃——參觀沙嶺警犬隊總部」活動 

 「逐夢·觸職」工作坊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級挑戰 

 大埔中、小學及幼稚園專題講座——「我愛閱讀‧更愛學習」 

 「健康生活你我他 遠離毒品誇啦啦」活動 

 「跨代綠之園」活動 ─ 「長者友善健康傳愛」——跨代樂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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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風紀選舉 寶衞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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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幼綠林大使」計劃 禁毒大使計劃  

 

學生參觀及交流活動 

 參觀迦密柏雨中學  參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參觀王肇枝中學  英文科實地考察教學――大埔警署 

 參觀沐恩中學  英文科實地考察教學――香港電台 

 參觀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二年級課程統整：參觀動植物公園 

 電車之旅――參觀中環及上環  二年級 STEAM課程：參觀嘉道理農場 

 游泳技術特訓之旅  藝術文化課程──大埔富善街考察活動 

 一年級 STEAM課程：林村河畔觀鳥  藝術文化課程──參觀沙田城巿藝坊 

 一年級 STEAM課程：參觀大埔海濱公園昆蟲館 

 三年級藝術文化課程──參觀塱原濕地及水稻田 

 三年級課程統整：屏山文物徑 及 濕地公園 

 三年級課程統整：上環文武廟、孫中山紀念館、香港公園 

 英文科實地考察教學――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赤子情‧中國心 2018：京城科技探索之旅 

 台灣遊學文化保育交流團---三重區三光國民小學 

 新西蘭學校生活交流體驗團----Greenpark School 

 日本九州歷史文化與社區營造體驗交流團---福岡雙葉小學校 



第五章：學生表現 

一、學生的學業表現 

升中學位分配  

2016-2018 年度升中派位統計 

全級 161 人 

 
學校名稱 獲派位數 

拔萃女書院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1 
喇沙書院 3 
協恩中學 4 
伊利沙伯中學 1 
德望中學 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1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 
荃灣官立中學 1 
聖羅撒學校 2 
德信中學 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1 

李國寶中學 1 
王錦輝中學 1 
香港神託會 培基書院 2 

賽馬會體藝中學 1 

迦密柏雨中學 1 4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1 0  
王肇枝中學 2 1  
沐恩中學 1 2  

恩主教書院 9  

羅定邦中學 8  
救恩書院 1 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6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5  
神召會康樂中學 8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5  

迦密聖道中學 4  

劉梅軒中學 1 1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3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2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4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1  
香港航海學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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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禮貌、堅毅、自律、感恩等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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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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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閃耀之星計劃獲閃耀之星(邏輯數學/語言智能)、(邏輯數學/身體動覺)各一名。 

(資優教育基金) 

2. 第二十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全國賽)

獲一項一等獎、一項二等獎、兩項三等獎及三項優勝獎。  

(「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太模型教育競賽活動組織委員會) 

3. 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 (香港賽區)獲

三項冠軍、兩項亞軍、一項季軍、兩項殿軍、四項二等獎、三項三等獎及兩項優勝獎。

其中三位同學獲選為香港代表隊到國內參加全國賽。 

(「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太模型教育競賽活動組織委員會) 

4. 著綠校園計劃暨環保隊長 Captain Green 2018/19—STEM 模型車設計比賽(小學組)獲 

綠 STEM 王。 (環保促進會) 

5. 第 13 屆傳媒初體驗—跨代共融獲小學錄像組季軍。 (香港電台) 

6.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 2018 獲卓越團隊合作獎季軍。 

(大埔區議會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7. 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傑出合作獎、八名傑出演員獎。 (香港教育局) 

8.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獲優異整體演出、最佳女演員、最佳導演獎。 

(大埔文藝協進會) 

 



 

多 

元 

智 

能 

9. 小童軍 A 團、小童軍 B 團、幼童軍 A 團、幼童軍 B 團獲獲選為 18-19 香港童軍優異旅

團。(香港童軍總會)   

10. 獲 2018 香港童軍總會金紫荊獎章的幼童軍共 12 名。 (香港童軍總會) 

11. 2018-2019 年度小童軍遊戲比賽（區總監盃）獲全場總亞軍、全場總季軍，三項單項比

賽冠軍、一項單比賽亞軍、四項比賽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12. 19-20 年度地域總監盃小童軍比賽全場總冠軍，單項比賽獲冠軍、亞軍、季軍各一項。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13.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五位同學獲獎)。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14. 2017-2018 年度大埔區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積極團隊獎。 (香港教育局) 

15.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香港教育局) 

 
16. 大埔北區小學中國歷史文化暨基本法常識問答比賽冠軍。(迦密柏雨中學) 

17.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小學組冠軍。(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語

文 

18.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8/2019）—全港小學中國語文菁英競賽菁英銅獎一名。一項團

體寫作優異獎、一項中華文化問答比賽優異獎。(香港教育局) 

19. 2018-2019 年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現場作文)初賽獲七名一等獎、十二名二等獎

及十五名三等獎；決賽獲一名特等獎，四名一等獎、十名二等獎、十四名三等獎，並

在全國總決賽(在深圳舉行，對手來自全國各省優異學生)中獲三名二等獎及九名三等

獎、三名優異獎的佳績。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 第十三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獲六名一等獎、五名二等獎、五名

三等獎，並在總決賽 (在香港舉行，對手包括香港各區、上海、汕頭、肇慶、吉林、

海南及清遠等地的寫作小能手) 中獲五名優異獎。 (新界校長會)    

21. 第十四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中文組獲兩名特級優異獎、十七名優異獎、二十

七名良好獎；英文組獲一名特級優異獎、二十二名優異獎、十八名良好獎。 

(大埔三育中學) 

22. 2018 國際聯校學校評估及比賽(英文科)獲高級榮譽(High Distinction)兩名、榮譽

(Distinction)兩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23. 鵬程盃第六屆朗誦大賽(2018)普通話詩歌獨誦冠軍一名。 (香港朗誦藝術語言中心 ) 

24.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獲 A 等級的學生共二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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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十一項亞軍、九項季軍、九十項優良獎及九項良好獎。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http://www.recitation.com.hk/


 

數

學 

26.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獲四名一等獎、九名二等獎及三

名三等獎；總決賽(在國內舉行)獲一名特等獎(首三十名)、兩名二等獎及兩名三等獎。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7.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獲三名金獎及一名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8.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一至六年級)獲兩名金奬、六名銀獎及十二名

銅獎。(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29. 2018-2019 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獲七項三等獎。 (保良局) 

30. 2019 多元智能盃心算組獲一名金獎及一名優異獎；數學組獲一名總冠軍、三名二等

獎、三名三等獎、四名優異獎、並獲學校大獎。(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 

31.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獲小四組團體獎賽第五名、小五組團體賽第九名、小

六組團體賽優異獎，個人賽獲三名金獎、五名銀獎、三名銅獎及五名優異獎；決賽獲

小四團體賽優異獎、小五個人賽第五名、小四個人賽優異獎。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及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32.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19—小學組個人賽獲一名季軍及一名銅獎，校際賽優異獎 

(MathConceptition 全港數學大激鬥) 

33. 2019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數學科)獲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兩名、榮譽

(Distinction) 十二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34.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精英 2019 精英邀請賽獲小三組數學科最佳表現獎及小三組解難

科最佳表現獎 (World Class Arena Asia Limited） 

35.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數學組獲五名優異獎(Distinction)、解難分析組獲兩名優異獎

(Distinction)；當中二人獲雙優成績，獲邀參加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精英選拔賽。(World 

Class Arena Asia Limited） 

科

學

與

科

技 

36.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國際賽)(在美國舉行) —UMC 機械人終極挑戰賽初級組冠

軍。 

是香港首次在此比賽中獲取冠軍。(Robofest©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TU)) 

37.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UMC 機械人終極挑戰賽初級組亞軍及一等

獎，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賽初級組季軍；並獲邀為香港代表隊到美國底特律比賽。  

(香港機械人學院 香港科學園) 

38. 第 33 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西南政法大學專項獎。 (中國科協  教育部等) 

39. 第 21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小學組研究及發明（研究論文）一等獎及最優秀項

目大獎。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及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40. 2018-19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全場總冠軍、機械人表現賽亞軍，獲邀到澳洲代

表香港參加國際賽。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教育協會) 

41. 資訊科技挑戰計劃 2018-2019 年度獲金章共 3 名。 (香電腦教育學會) 

http://www.ltu.edu/


 

體

育 

42. 2018-2019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屈臣氏集團) 

43. 大埔劍擊 2019 年第二季重劍分齡賽 8-11 歲組冠軍。 (大埔劍擊) 

44. 第 6 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2018-2019 一項單打亞軍、一項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及香港網球總會) 

45. 深港青少年網球邀請賽 2018 香港分站賽男子 10 歲或以下單打冠軍。 

(中國網球協會) 

46. 2018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獲兩八項冠軍、九項亞軍及兩項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埔體育會) 

47.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獲七項冠軍、十四項亞軍、十項季軍、七項殿 

軍、四項團體冠軍、一項團體季軍；兩位同學獲傑出運動員，並在男子甲組 100 米蛙 

式破大會紀錄及在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破大會紀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48. 第三十三屆界新界區際水運會 2019 獲一項冠軍、四項亞軍及一項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49. 第二十二屆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獲六項冠軍、六項亞軍、五項季軍、兩項殿軍、 

一項團體冠軍、兩項團體亞軍、三項團體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0. 2018 至 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獲一項女子單打亞軍、一項女子團體冠

軍及兩名傑出運動員。(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1. 2018 至 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一項團體冠軍、一項團體殿軍及兩名傑

出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2. 2018 至 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3.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8 獲一名冠軍、兩名亞軍。 (香港跆拳道協會) 

體

育 

54.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品勢比賽獲一名亞軍、一名殿軍。  (香港跆拳道正道舘) 

55. 大埔體育會 2018-2019 年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獲一名冠軍、五名亞軍、兩名季軍 

及兩名殿軍。 (大埔體育會 香港跆拳道正道舘) 

56. 2019 年鳳凰武藝國際邀請錦標賽——2019 年學界和香港合氣道公開賽獲十項冠軍、 

十項亞軍、十三項季軍。 (香港合氣道總會) 

57.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初小(中國舞組)甲級獎、高小(中國舞組)優等獎、(體育舞蹈)

查查查及牛仔舞各兩項乙級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及教育局) 

58. 大埔區第三十七屆校際舞蹈比賽—初小組銀獎及高小組金獎、最佳服裝獎。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59. 第 47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中國舞高小組銀獎。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 

 
 
 

http://wc48.wchost.com/%7Ektcraorg/event.php?id=9


藝

術 

60.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一項冠軍、七項亞軍、十三項季軍、七十九項優良獎及

三十三項良好獎。(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61. 第五屆查篤撐校際兒童粵曲歌唱比賽初小組獲一項冠軍及一項亞軍、高小組獲兩項突

出表現獎。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62.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鐘比賽獲金獎。 (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 

63. 第十四屆校際手鈴比賽銀獎。 (香港手鈴藝術協會) 

64. 2018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銀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65.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合唱團比賽獲初小組銀獎、高小組金獎。 (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 

66.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獲高小組銀獎及初小組銅獎。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67. 第七屆國際公開音樂大賽獲一項亞軍及一項冠軍。(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68. The Next BMW Designer 汽車設計比賽獲冠軍，獲邀到德國與 BMW 汽車設計師對話，

並接受商業電台訪問。(BMW Hong Kong)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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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獲六項一等奬、 十一項二等獎、三

項三等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編輯委員會) 

71.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獲兩項一等獎及四項二等獎。  (星島雜誌集團) 

72. 第七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 獲金獎兩名及銀獎一名。(青少年兒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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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 (每年均獲此榮譽)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 (語文教育)  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懷文抱質獎 

第十四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獲懷文抱質獎 (大埔三育中學) 

4. (數學)  專業發展學校 

連續十四年獲教育局邀請成為專業發展學校(首六年為英文科)  (香港教育局) 

6. (數學)  多元智能盃學校大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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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多元智能)  香港學校戲劇節獎項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19 獲最佳導演獎、傑出演員獎  (香港教育局) 

8. (多元智能)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獎項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獲優異整體演出、傑出女演員、最佳導演獎  

(大埔文藝協進會) 

9. (童軍)  香港童軍優異旅團 

小童軍 A 團、小童軍 B 團、幼童軍 A 團、幼童軍 B 團獲選為 17-18 香港童軍優異旅

團 （香港童軍總會） 

10. (體育)  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團體獎項(田徑)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男子乙組團體亞軍、男

子丙組冠軍、女子甲組團體亞軍、女子乙組團體殿軍、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ttp://www.jsma.org.hk/jsmc/2018
http://www.lcsd.gov.hk/tc/mo/activities/upcoming/2015_hkymi/chinese.html
http://www.jsma.org.hk/jsmc/2018


 

 
11. (體育)  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團體獎項、最佳運動員(游泳)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團體季軍、男子乙組團體季軍、男

子丙組團體冠軍、女子甲組團體冠軍、女子乙組團體冠軍、男子甲組最佳運動員、

女子甲組最佳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2. (體育)  大埔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團體獎項(籃球)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女子籃球比賽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3. (體育)  大埔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團體獎項(足球)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4. (體育)  大埔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團體獎項、傑出運動員(乒乓球)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團體冠軍、女子團體殿軍、男子傑出

運動員、女子傑出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5. (體育)  大埔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團體獎項、傑出運動員(羽毛球)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團體冠軍、女子傑出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6. (體育)  大埔區小學校際全年總錦標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校際全年總錦標男子組金獎及女子組金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7. (健康教育)  榮譽嘉許狀及金獎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2018-2019 榮譽嘉許狀及金獎   (香港衛生署) 

18. (健康教育)  活力校園獎 

SportACT 獎勵計劃活力校園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19. (健康教育)  卓越護脊校園 

2018-2019 年度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卓越護脊校園 (兒童脊科基金)  

20. (環保教育)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季軍 

『綠得開心學校』智惜用電計劃(2018)-小學組『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季軍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21. (環保教育)  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大獎(小學組) 

『綠得開心學校』智惜用電計劃(2018 )-小學組三星級『綠得開心學校』大獎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22. (公益)  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獎 

2017-2018 年度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獎  (香港教育局) 

23. (公益)  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銀獎(全港) 

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慈善遠足、「你想」環保籌款活動銀獎 

(香港公益金) 

24. (公益)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金獎(大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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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益金) 

25. (公益)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銀獎(大埔區) 

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活動銀獎  (香港公益金) 

26. (視覺藝術)  校際參與率優異獎 

家校齊心繫中小 2018—小學生填色比賽—校際參與率優異獎  (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3. 傳媒報導 
 

日期 
(日/月/年) 

報紙名稱 標題 

09/07/2018 文滙報 【智惜用電@校園】學生蒙眼摸樹體驗大自然 
(本校環健康課程) 

14/07/2018 灼見名家 以跨科閱讀課程及親子讀書會進行閱讀革命 
(本校跨科閱讀課程) 

20/08/2018 大公報 全國青少年科創賽閉幕香港師生攬 21 獎項 
(本校學生獲獎) 

24/08/2018 東方日報 全國青少年科創賽閉幕 港隊奪近 80 獎 
(本校學生獲獎) 

09/2018 2018 菁英文集 
(小學中國語文) 

西安學習之旅 
(本校學生獲獎) 

01/09/2018 灼見名家 回歸自然的科學探索 校本課程革新系列的總結 
(本校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 

22/9/2018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通訊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優勝者表演花絮 
(本校舞蹈校隊) 

28/09/2018 KISS 教育 2018 全港 60 間優質熱門小學 
06/10/2018 e-zone STEM 成就走在全國前列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本校學生獲獎) 
10/2018 語文教師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7/2018 

(本校學生獲獎) 
10/2018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第 20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1718)作品集 

(本校學生獲獎) 
11/2018 紫荊出版社 2018 紫荊盃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獲奬作品集 

(本校學生獲獎) 
02/11/2018 明報升學網 把握創科展機遇 STEM 教師求才若渴 

(本校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 
01/2019 兒童的科學 165 期 校園採訪隊 - 國際機械人比賽獲佳績 

(本校學生獲獎) 
01/2019 今日常識新領域 常識新課程與您攜手跨進新領域 

(本校常識課程) 
18/01/2019 文匯報 生活創科 

(本校資優小組機械人特工隊) 
18/01/2019 PCM 創科@大埔 2019 二月於科技園召開 

(本校資優小組機械人特工隊) 
18/01/2019 晴報 小學生研「智能餵貓機」 遙距投放貓糧 

(本校資優小組機械人特工隊) 
12/02/2019 東網 on.cc 中小學生創科作品展 見識 STEM 諗頭 

(本校資優小組機械人特工隊) 
05/03/2019 香港中文大學 才德兼備理財學校計劃 

(本校才德兼備計劃) 
05/03/2019 大公報 小學生義賣學賺錢理財 

(本校才德兼備計劃) 
 
 



 

 
日期 

(日/月/年) 
報紙名稱 標題 

05/03/2019 香港 01 小學生以為保暖水樽價值 500 元？中大與小學推理財

計劃學精明消費 
(本校才德兼備計劃) 

05/03/2019 明報 小學教理財 學生擺攤籌錢有成功感 
(本校才德兼備計劃) 

05/03/2019 星島教育 舊墟寶湖學校跨科滲理財觀 
(本校才德兼備計劃) 

23/03/2019 東網透視 點解要翻土先播種  校園農耕悟學習真諦 
(本校藝文課程) 

27/03/2019 大公報 小息齊種田粟米格外甜 
(本校校長專訪) 

01/04/2019 文匯報 促進「帶路」青年交流  創科賽頒奬 
(本校學生獲獎) 

05/2019 學校舞蹈節通訊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本校學生獲獎) 

22/05/2019 蘋果日報 小學生機械人國際賽奪冠  香港共贏 16 奬項 
(本校學生獲獎) 

17/06/2019 文匯報 【綠得開心@校園】體驗種稻米 學生學惜食 
(本校環健康課程) 

 
 
 
 
 
 
 
 
 
 
 
 
 
 
 
 
 
 
 
 
 
 
 
 
 
 
 
 
 



 

第六章：回饋與跟進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已進入第十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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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多年獲頒發啟發潛能教育大獎，可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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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本周期的關注事項是(I)引發學生好奇心，對事物進行探究，激發創新精神，成為

具創造力的學習者；(II)共同培養學生成為積極樂觀，勇於面對挑戰、並擁有承擔精神的人。

在學與教方面，配合關注事項，本校重點發展 STEAM 科學科技課程，強調人文價值和科學

探究的有機結合，老師從日常生活作切入點，選取具趣味性的題材，讓學生走進大自然，引

發學生好奇心，讓學生從觀察去發現，從發現去發問，從發問去探求，培育學生的探究精神。

在各科的課程中，我們加入不少元素，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觸動學生的內心世界，引發學生

去追尋事物的真諦，探求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除此，本校亦刻意安排了不同的學習機會，

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校內及校外服務，讓學生從服務中學習，展現學生在不同崗位的領袖特質，

培育學生成為有內涵、具自主能力、有責任感及擁有承擔精神的「舊墟寶湖人」。 

 

     本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是一所「學習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的老師一定

會堅守信念，為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學生提供適合的平台，幫助每個學生達致全面及具個性的

發展，邁進成功，創出更美好的明天。去年一月，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到本校進

行校外評核，對本校所有範疇均給予高度評價，能印證學校管理層、教師、家長及學生等不

同持分者多年來的努力成果。外評報告中指出本校敢於創新，力臻完善，學習型組織早已植

根；發展計劃及具體措施的落實充分體現以學生為中心，推動他們從多元經歷中體驗學習，

培養獨立學習能力，並協助及支援他們健康及愉快地成長。為裝備學生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

戰，在校長的專業領導下，學校課程不斷發展，聚焦深化；專業發展架構完備，持續提升課

堂學與教效能。 

 

外評隊的高度評價，給予本校一個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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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本校會貫徹辦

學宗旨，繼續為學生的學習及成長鍥而不捨，追求卓越，為未來的社會培育領袖人材。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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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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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耀之星 邏輯數學/語

言智能 

5E 許肇哲         

邏輯數學/身

體動覺 

6A 徐啓邦         

第 13 屆傳媒初體驗跨代共

融 

小學錄像組 

季軍 

5A  柯心竹 5E  賀樂瑤 6A  陳令韜 6A 余采誼 6E  徐梓殷 

6E 陳廣泰 6E 陳琛翹       

常識 8 寶箱網上學習計劃

2017-2018 年度常識科全校

優秀學生獎 

常識科全校

優秀學生獎 

3C  戴懿婷         

Trinity College London 

Musical Group Drama  

(Grade 2) 

Distinction 1D  梁凱晴         

第八屆青少年德育勵進盃

全港校際圍棋錦標賽 

小學一年級 

優異獎 

1C  林朗棋         

第 10 屆小棋聖盃全港 

學界棋藝大賽 

圍棋初小組 

亞軍 

1C 林朗棋         

2018/19 年度香港學校 

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2A  黃熙純 4A  施禮軒 5A 林懷信 5E  李卓彥 6A  范珮詩 

6A 陳悅潼 6E 陳琛翹 6E  楊一情     

傑出合作獎 2A  黃熙純 2A 廖信恩 3A 王希楠 4A 施禮軒 4C  梁卓慧 

4E 林奕翹 5A 黃欣賢 5A 林懷信 5E  李卓彥 5E 王晞桐 

5E 徐筱詠 5E 賀樂瑤 5E 譚樂陶 6A  陳悅潼 6A 范珮詩 

6E  陳琛翹 6E 楊一情 6E 區卓華     

 

多元智能比賽 

新界及大埔區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大埔小學圍棋邀請賽 2018 初小組 

冠軍 

4A  林炡言 4E  楊嘉傑       

‘18 聖誕盃圍棋賽 亞軍 4E  黃適行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 小學組 

優異整體演

出 

2A  黃熙純 2A 廖信恩 3A 王希楠 4A 施禮軒 4C  梁卓慧 

4E 林奕翹 5A 黃欣賢 5A 林懷信 5E  李卓彥 5E 王晞桐 

5E 徐筱詠 5E 賀樂瑤 5E 譚樂陶 6A  陳悅潼 6A 范珮詩 

6E  陳琛翹 6E 楊一情 6E 周仲稻     

小學組 

最佳女演員 

6E  陳琛翹         

小學組 

最佳導演 

1415 劉逸妍         

 

  



語文 

全國性及國際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台灣文化交流寫作大賽 小學一至二

年級組別 

銅獎 

3A  鄭啓宥         

Cambridge English Learners 

2018 Exam 

Movers 

13 個盾 

3C 戴懿婷         

Flyers 

14 個盾 

3C  柯錦安         

Flyers 

13 個盾 

3C 戴懿婷         

Cambridge English Entry 
Level Certificate in ESOL 

International (Entry 2) (Key) 

Merit 4E 吳梓諺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 A 級 1D  陽承錫 1E  李明骏 1E 劉旭昆 2C  吳宇碩 2E  胡智閎 

2E 秦睿涵 3A  朱俊熙 3B  鄧泳儀 4C  黃樂怡 4E  盧康雅 

4E 王子涵 5A  張譯謙 5A 高子澄 5A 于卓彤 5A 余鎮希 

5E  陳思婷 5E 鄭智心 5E 趙敏 5E 鄒泓恩 5E 賀樂瑤 

6A  徐頌祈 6D  陳梓泰 6E  馮皓晴 6E 桂楚杰 6E 黃彥朗 

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5E 楊柏堯         

2018-19 年全國青少年「菁

英盃」語文知識大賽——現

場作文總決賽 

二等獎 3A  黃仴佟 3D 徐愷潼 4A  吳芷晴     

三等獎 2A  趙一然 2D  李莃童 2D 蘇源圻 2E  徐詠琪 2E  楊啟言 

4A  陳心攸 4A 梁浩臻 4A 李悅僮 4A 劉灝揚   

優異獎 1B  陳子睿 2C  孫健友 3A  鄭啓宥     

2019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語測試 

Distinction 4A  林炡言 4A 梁浩臻 4A 吳柏澔 5A  謝天允 5E  李卓彥 

6E  邱奕諾         

Merit 4A  羅懿翹 4C  鄭雍澄 4E  李樂儀 5E  梁鳴煒   

Credit 4A  施禮軒 4A 李悅僮 4A 吳芷晴 4D  何昊謙 4E 林奕翹 

4E 鄧懿 4E 謝真希 4E 王子涵 4E 楊淩光 5A  鍾錦浩 

5B 謝美恩 5C  鄭恩皓 5C 劉姬延 5E  歐陽穎添 5E 陳梓恒 

5E 鄭貽升 5E 鄭智心 5E 賀樂瑤 5E 林祉錡 5E 李子樂 

5E 李彥君 5E 楊柏堯 6A 李逸 6A 何諾晴 6C  李昊臻 

6E 桂楚杰         

第十三屆滬粵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總決賽） 

三年級 

優異獎 

3C  謝琬兒 3C 楊曦瑤       

四年級 

優異獎 

4A  勞灝洋         

六年級 

優異獎 

6A  王霖鍵 6E  黎曉慧       

 

 

語文 

全港性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中 國 語 文 菁 英 計 劃 

(2018/2019) 

菁英銅獎 5A  許肇哲         

團體寫作比

賽優異獎 

5A  許肇哲 5A  柯心竹 6E  楊一情     

中華文化問

答比賽 

優異獎 

5A  許肇哲         

GAPSK 中小學普通話水平

考試 

高小組 

A 等 

6E  黎曉慧         

 



語文 

全港性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i-Learning English 

Programme (2018-2019 

First Tern) 

Reading 

i-Learner 

Platinum 

Award 

4A  林炡言 4A  陳心攸       

Reading 

i-Learner 

Gold Award 

1C  謝皚澄 2E  梁恩慈       

Vocabulary 

i-Learner 

Gold Award 

5A 余紫琳 6A  徐啓邦       

2018-19 年全國青少年「菁

英盃」語文知識大賽——現

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1B  陳子睿 2C  孫健友 3A  嚴日柔 5A  張譯謙 5A 黃欣賢 

6B  石詠瑜 6E 鄒盟定       

二等獎 2D 蘇源圻 2E  楊啟言 3C 楊曦瑤 3D 林思睿 3D 徐愷潼 

4A  林炡言 4A 陳心攸 4A 劉灝揚 5E  李子樂 5E 凌雯嫣 

6A  黎政欣 6E  陳琛翹       

三等獎 2A  趙一然 2D  李莃童 2E  徐詠琪 3A  黃仴佟 3A  鄭啓宥 

3D  蔣樂曈 4A  吳芷晴 4A 李悅僮 4A 梁浩臻 4E 林奕翹 

4E 楊嘉傑 5A  林懷信 5E  賀樂瑤 6E 程瀚 6E 黎曉慧 

2018-19 年全國青少年「菁

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決賽 

特等獎 4A 陳心攸         

一等獎 3D 徐愷潼 4A 李悅僮 5A  張譯謙 5A 黃欣賢   

二等獎 1B  陳子睿 3D 林思睿 3C 楊曦瑤 4A  吳芷晴 4E 林奕翹 

5A  林懷信 5E  李子樂 5E 凌雯嫣 6A  黎政欣 6B  石詠瑜 

三等獎 2A  趙一然 2C  孫健友 2D 蘇源圻 2D  李莃童 2E  徐詠琪 

2E  楊啟言 3A  黃仴佟 3A  鄭啓宥 3A  嚴日柔 4A 梁浩臻 

4A 劉灝揚 4E 楊嘉傑 5E  賀樂瑤 6E 鄒盟定   

領略詞中物故事編寫大賽 入選特訓班 2D  李莃童         

2019 第 13 屆給父母的心聲

徵文比賽 

小六 

亞軍 

6D 鍾欣澄         

小六 

季軍 

6B 謝子琳         

小六 

字體優美獎 

6A 楊嘉瑤 6E 潘芷欣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

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

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

賽 

四年級 

優異獎 

4A 李芷恩 4A 蘇凱澄 4B 謝卓軒 4B 李凱翹 4C 吳匡笭 

4D 楊紫妍  陳昕瑤 4E 劉令希 4E 林樂僖 4E 伍思曉 

4E 黃適言         

 

 

語文 

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紀念國慶盃賀辭寫

作比賽 

小學組 

季軍 

5C  孫浩朗         

2018-2019 大埔區公民教育

運動委員會——徵文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E 賀樂瑤         

 

  



語文 

新界及大埔區語文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十三屆滬粵港『寫作小能

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三年級 

一等獎 

3C  謝琬兒 3C 楊曦瑤       

三年級 

二等獎 

3A  朱俊熙 3C  馮芷君 3D  馮皓昕     

三年級 

三等獎 

3B  郭梓瑩         

四年級 

一等獎 

4A  勞灝洋         

四年級 

三等獎 

4A  吳欣恩 4E  周善齊       

五年級 

二等獎 

5E  凌雯嫣 5E  李子樂       

五年級 

三等獎 

5A 黃欣賢 5E  區卓華       

六年級 

一等獎 

6A  王霖鍵 6A  陳令韜 6E  黎曉慧     

第 14 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

作文比賽 

 

懷文抱質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小六中文 

特級優異 

6E  張凱盈         

小六中文 

優異獎 

6A  侯日建 6A 莫筱柔 6A 徐頌祈 6E 張嘉敏 6E 程瀚 

6E 鄒盟定 6E 徐戩鴻 6E 桂楚杰 6E 黃梓欣 6E 楊一情 

6E 嚴穎心         

小六中文 

良好獎 

6A  彭文瑄 6A 余采誼 6B  梁日桐 6B 蘇穎琛 6D  蕭恩桐 

6E  陳柏晞 6E 陳琛翹 6E 張芷晴 6E 黎曉慧 6E 劉令詩 

6E 曾鐘澤 6E 黃彥朗 6E 黃敬熙     

小五中文 

特級優異 

5A 黃欣賢         

小五中文 

優異獎 

5A  劉菁蕾 5A 彭靜萱 5A 許肇哲 5A 楊浩禮 5E  鄧柏航 

5E 歐陽穎添         

小五中文 

良好獎 

5A  張金琇 5A 林懷信 5A 李琳 5B 簡霨桐 5C  孫浩朗 

5E  張嘉樂 5E 賀樂瑤 5E 黎卓詩 5E 凌雯嫣 5E 麥旨豐 

5E 鄧正彤 5E 譚樂陶 5E 黃菁然 5E 楊柏堯   

小六英文 

Distinction 

6A  何諾晴 6A 余采誼 6A 彭文瑄 6E  陳琛翹 6E 張凱盈 

6E 程瀚 6E 周卓翹 6E 鄒盟定 6E 黎曉慧 6E 黃敬熙 

6E 邱奕諾 6E 楊一情       

小六英文 

Merit 

6A  李逸 6A 林梓 6A 林子言 6A 劉青霖 6A 劉令詩 

6A 莫筱柔 6B 陳栢豪 6D  李梓搴 6E 張嘉敏 6E 張芷晴 

6E 桂楚杰 6E 黃昀熙 6E 嚴穎心     

小五英文 

特級優異 

5E  鄧柏航         

小五英文 

Distinction 

5A  張譯謙 5A 黃欣賢 5A 許肇哲 5C  劉姬延 5E 張嘉棋 

5E 歐陽穎添 5E 張嘉樂 5E 賀樂瑤 5E 李子樂 5E 李彥君 

小五英文 

Merit 

5A  何卓楠 5D  梁晉僖 5E  梁鳴煒 5E 李卓彥 5E 馬詩詠 

5E 楊柏堯         

 

  



數學 

全國性及國際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 奧林匹克數學三維杯

環亞太國際邀請賽 

初小組個人

獎 

2D 李莃童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決賽 

小學四年級

升五年級組 

三等獎 

5E  賀樂瑤         

2019《環亞太杯》國際數學

邀請賽初賽 

小學二年級 

二等獎 

2D  李莃童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2019 

精英邀請賽 

小三組別 

數學科 

最佳表現獎 

4A  林炡言         

小三組別 

解難科 

最佳表現獎 

4A  林炡言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

開賽《港澳盃》 

一年級組 

金獎 

1E  劉俊霆 1B  張展朗       

二年級組 

金獎 

2B  徐永諾         

三年級組 

金獎 

3C  黃瀞嬅         

四年級組 

銅獎 

4D  陶廣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19 全國總決賽 

小學一年級 

特等獎 

1B  張展朗         

小學二年級 

三等獎 

2D  李莃童         

小學四年級 

二等獎 

4E 盧康雅         

小學四年級 

三等獎 

4A 陳毅堯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數學） 

優 5A  李奕朗 5A 羅昆效 5A 許肇哲 5E  賀樂瑤 6E  陳柏晞 

良 4A  施禮軒 4A 陳毅堯 4A 黎杏兒 4E  周善齊 4E 楊嘉傑 

4E 楊淩光 4E 王子涵 5A  何梓浩 5A 李建鋒 5B  簡霨桐 

6B  廖啟朗 6E 鄒盟定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解難分析） 

優 5A 許肇哲 6E  陳柏晞       

良 6E 鄒盟定         

2019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測試 

High 

Distinction 

4A  林炡言 5E  林祉錡       

Distinction 4A  陳琛銘 4A 施禮軒 4A 吳柏澔 4E  洪庭浠 4E 劉芯如 

4E 黃適行 4E 楊嘉傑 4E 楊淩光 5A  李奕朗 5A 羅昆效 

5E  鄭貽升 6A 李逸       

Merit 4A  林穎彤 4A 吳芷晴 4A 潘承錕 4E  江柔 5A  鍾錦浩 

5A 鍾易庭 5A 楊浩禮 5E  李子樂 5E 楊柏堯 6C  李昊臻 

Credit 4A  陳毅堯 4A 黎杏兒 4A 李悅僮 4A 梁浩臻 4B  陳鈞諾 

4E  林奕翹 4E 李樂儀 4E 盧康雅 4E 王子涵 5A  張譯謙 

5A 余鎮希 5B  梁柏熹 5E  區卓華 5E 賀樂瑤 5E 馬詩詠 

5E 鄧柏航 6A  何諾晴 6C  朱浩民 6E  徐戩鴻 6E 黃彥朗 

6E 邱奕諾         

 

 

 

 



數學 

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7-2018 年度數學科全校

優秀學生獎 

數學科全校

優秀學生獎 

3C  戴懿婷         

第 5 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初賽 

小四組個人賽 

金獎 4A  林炡言         

銀獎 4E  梁昊藍 4E 楊嘉傑       

優異獎 4A 陳毅堯         

第 5 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初賽 

小五組個人賽 

金獎 5A 許肇哲         

銅獎 5E  賀樂瑤         

優異獎 5A  李奕朗 5A 何卓楠 5E  梁鳴煒     

第 5 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初賽 

小六組個人賽 

金獎 6A  徐啓邦         

銀獎 6A  鄭浚翹 6B  徐梓朗 6E  陳廣泰     

銅獎 6A  林梓 6E  黃彥朗       

優異獎 6E  黃敬熙         

第 5 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初賽 
 

小四組 

團體賽 

第五名 

4A 陳毅堯 4A 林炡言 4E 楊嘉傑 4E  梁昊藍   

小五組 

團體賽 

第九名 

5A  張譯謙 5A 許肇哲 5A 楊浩禮 5E  賀樂瑤   

小六組 

團體賽 

優異獎 

6A 徐啓邦 6A 林梓 6E 黃昀熙 6E 陳廣泰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賽決賽 

小四組 

個人賽 

優異獎 

4A  林炡言         

小五組 

個人賽 

第五名 

5A 許肇哲         

小六組 

個人賽 

首六十名 

6A 徐啓邦         

小四組 

團體賽 

優異獎 

4A 陳毅堯 4A 林炡言 4E  梁昊藍 4E 楊嘉傑   

小五組 

團體賽 

首六十名 

5A  張譯謙 5A 許肇哲 5A 楊浩禮 5E  賀樂瑤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香港賽區） 

預選賽 

一等獎 

1E  劉俊霆         

選拔賽 

探花獎 

1E  劉俊霆         

2019 香港數學及奧數挑戰

賽 

小二奧數組 

金獎 

2E  秦睿涵         

小二奧數組 

銅獎 

2B  徐永諾         

小二數學組 

卓越獎 

2B  徐永諾 2E  秦睿涵       

 

 

  



數學 

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 

選拔賽 

數學競賽 

三等獎 

6B  徐梓朗 6E  張凱盈 6E  陳廣泰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E  黃敬熙         

總成績 

三等獎 

6B  徐梓朗 6E  張凱盈 6E  陳廣泰     

第 26 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一年級 

銀獎 

1E  劉俊霆         

三年級 

金獎 

3A  朱俊熙         

三年級 

銀獎 

3C  黃瀞嬅         

三年級 

銅獎 

3A 栗心悅         

四年級 

金獎 

4A  林炡言         

四年級 

銅獎 

4E  楊嘉傑 4E 盧康雅       

五年級 

銀獎 

5A  許肇哲         

五年級 

銅獎 

5A  羅昆效 5E 賀樂瑤       

六年級 

銀獎 

6A  徐啓邦 6E 鄒盟定 6E  張凱盈     

六年級 

銅獎 

6A 鄭浚翹 6A 李逸 6A 林梓 6B  徐梓朗 6E  陳柏晞 

6E 陳廣泰 6E 黃敬熙       

Math Concept 數學思維 

大激鬥 2019 

四年級競賽 

季軍 

4A  林炡言         

四年級競賽 

銅獎 

4E 楊嘉傑         

校際賽 

優異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三年級組 

銀獎 

3C  黃瀞嬅         

四年級組 

銅獎 

4D  陶廣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決賽 

一年級組 

金獎 

1E  劉俊霆         

2019 香港國際珠心算競技

大賽 

小二組 

冠軍 

2E  陳証昊         

第 30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9 

最佳個人成

績 

三等獎 

6A  徐啓邦 6E  張凱盈 6E 鄒盟定 6E 陳柏晞   

 

 

  



數學 

全港性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 

初賽 

小學一年級 

一等獎 

1B  張展朗         

小學二年級 

二等獎 

2B  潘衍行 2B 徐永諾 2D  李莃童 2E 梁榛庭   

小學三年級

一等獎 

3A  栗心悅         

小學三年級

二等獎 

3A 莊峻寧 3C  王子驍       

小學三年級

三等獎 

3B  張樂瑤         

小學四年級

一等獎 

4A 林炡言 4E  盧康雅       

小學四年級

二等獎 

4A 陳毅堯 4E  王子涵 4E 楊嘉傑     

小學四年級

三等獎 

4D  陶廣         

小學五年級

三等獎 

5E  賀樂瑤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 

晉級賽 

小學一年級 

特等獎 

1B  張展朗         

小學二年級 

三等獎 

2D  李莃童         

小學三年級

三等獎 

3C  王子驍         

小學四年級

一等獎 

4A 林炡言         

小學四年級

二等獎 

4E  盧康雅         

小學四年級

三等獎 

4A 陳毅堯 4E  王子涵       

小學五年級

三等獎 

5E  賀樂瑤         

2019 年多元智能盃 學校大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9 年多元智能盃 

——數學組 

三年級 

總冠軍 

3A 朱俊熙         

三年級 

三等獎 

3C 黃瀞嬅 3E 陳漪橦       

三年級 

優異獎 

3E 姚忻彤         

四年級 

二等獎 

4A 林炡言 4E 楊嘉傑 4E 盧康雅     

四年級 

優異獎 

4E 洪庭浠         

六年級 

三等獎 

6E 鄒盟定         

六年級 

優異獎 

6A 徐啓邦 6E 陳廣泰       

2019 年多元智能盃 

——心算組 

中級組 

金獎 

4E 王子朗         

高級組 

優異獎 

6E 陳廣泰         

 



數學 

新界及大埔區數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年度全港小學數

學比賽（大埔區） 

優異獎狀 6A  徐啓邦 6E  陳柏晞 6E  陳廣泰     

優良獎狀 5A  張譯謙 5A 楊浩禮 5E  盧俊豪 6A  林梓 6A 鄭浚翹 

6B  徐梓朗 6E  張凱盈 6E 曾鐘澤 6E 黃敬熙   

 

 

資訊科技 

全港性資訊科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A 鍾易庭 5E  李子樂 5E 周仲稻     

校際網上問答比賽—— 

知識產權大決鬥 

小學組 

個人優異獎 

4A 關卓然 4B 曾朗睿 6A 莫筱柔 6C 袁駿峰   

 

 

 

視覺藝術 

全國性及國際視覺藝術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

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西畫 

一等獎 

2C  周寗洝 3B  陳晸橋 4B  陳晉禧 4C  張穎言 4C  鄭雍澄 

二等獎 2A  沈珈如 2A 鄭嘉儀 2B  江依晴 2B 吳卓頤 2C  麥卓妍 

2C 鄭曉彤 2D  湯慕勤 2E  許鈞皓 2E 廖善蕎 3E  陳善資 

4A 李晞瑜         

三等獎 2B  姜蕊喬 2E  梁天恩 4E  羅蓓蔚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

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展 

攝影 

一等獎 

5C  陳劭旻         

第八屆國際巡迴賽 (日本

站)——繪畫/書法/攝影/中

英文寫作比賽 

少年組攝影 

冠軍 

5C  陳劭旻         

國際公開填色大賽 2018 冠軍 2E  楊啟言         

全國師生書畫攝影展 金獎 5C  陳劭旻         

第二屆“墨香杯”全國青

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兒童組 

二等獎 

4B  李焯賢         

第 21 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

畫攝影作品交流展 

銀獎 3D  黃進彥         

銅獎 5E 葉浩琛         

IYACC 第八屆國際公開繪

畫大賽 

西畫組 

冠軍 

2E  楊啟言 3A  郭俙妏       

IYACC 第九屆國際公開繪

畫大賽 

銀獎 2E  陳証昊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 西畫 

金獎 

3A  郭俙妏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

賽 2018 

小童組西畫 

銀獎 

2E 梁榛庭         

第 10 屆 ICEHK2019「夢

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一等獎 5E  趙敏         

三等獎 1B  林子羽 6E 潘芷欣       

第 9 屆“新星杯”全國青

少年兒童國際書畫作品展

評活動 

二等獎 4E  羅蓓蔚         

三等獎 3A  嚴日柔 3D  徐愷潼 5A  高巧儀 5E  葉浩琛   

優勝獎 3C  馮穎晞 5E  林祉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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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紫荊盃』兩岸暨港

澳青少年書畫大賽 

小學毛筆組 

三等獎 

6E 楊一情         

第十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

及攝影比賽 

9-11 歲組 

油畫季軍 

6C  葉芷君         

9-11 歲組攝

影項目冠軍 

5C  陳劭旻         

第 11 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

使 

6E  潘芷欣         

你想童年由你繪畫青少年

及兒童繪畫大賽 

幼兒組 

金獎 

1C 鍾蔚翹         

2018 繽 FUN 夏日填色/繪

畫/書法/攝影比賽 

少年組攝影 

冠軍 5C  陳劭旻         

亞軍 5C  陳劭旻         

理想家園第 11 屆徵文、攝

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

計比賽 

香港區小學

組攝影比賽 

優異獎 

5C  陳劭旻         

2018 中秋節——填色/繪畫

/書法/攝影比賽 

少年組攝影 

亞軍 

5C  陳劭旻         

第 14 屆我的香港夢 2019

攝影比賽 

小學組 

冠軍 

5C  陳劭旻         

「書蟲愛書籤創意可萬千」

書籤設計比賽（親子組） 

優異獎 1A  雷以心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

比賽——西洋畫 

一等獎 2E  梁榛庭 3A  郭俙妏       

二等獎 1E  梁智茵 1E 梁智晴 2E  楊啟言 3E  林卓翹   

第七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 

黏土創作 

小童組 

金獎 

3A  郭俙妏         

第七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 

環保袋設計 小童組 

金獎 2E 梁榛庭         

銀獎 3A  郭俙妏         

2018 海洋大探險兒童繪畫

比賽 

銀星獎 2E  楊啟言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畫出

我愛的書 

優勝獎 

(作品將會在

全港的公共

圖書館展出) 

2E  楊啟言 3C  黃瀞嬅       

2019 全港兒童繪畫暨鏡座

黏土創作比賽 

冠軍 3C  戴懿婷         

「The Next BMW Designer 

2018」 未來汽車設計比賽 

冠軍 6E 曾卓楓         

 

  

https://designer.bmwhk.com/
https://designer.bmw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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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齊心繫中小 2018——

小學生填色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1E  代承熙 2A  洪詠茵 2A 廖信恩 2C  賴心然 2E  楊啟言 

高小組 

優異獎 

5A 黃欣賢         

高小組 

冠軍 

5E  凌雯嫣         

校際參與率 

優異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積極學習——小學生硬筆

書法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3A  何耀軒         

高級組 

優異獎 

5A  許肇哲         

 

 

音樂 

全國性及國際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七屆國際公開音樂大賽 

 

Grade 1 鋼琴 

亞軍 

3A  郭俙妏         

中央音樂學

院一級至二

級揚琴 冠軍 

3A  郭俙妏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韓國亞洲音樂藝術家大賽

(釜山)2018 香港區選拔賽 

鋼琴四級 

銀獎 

6B  吳逸駿         

2018 第五屆香港青少年鋼

琴比賽 

少年 A 組 
Distinction 

4A  陳心攸         

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

演藝術節 2018——香港賽

區 

香港學校鋼琴

學年自選組小

學 P1-P2 組 

銀獎 

1C  麥睿洋         

2018 第 20 屆香港—亞洲

鋼琴公開比賽 

優良 3A  郭俙妏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小學合唱團

（初級組） 

銀獎 

1A  陳億芯 1A 唐卓言 1A 王俊森 1B  陳凱然 1B 陳栢慧 

1B 馮子建 1B 林子羽 1B 巫裕揚 1C  鍾劭謙 1C 施禮傑 

1C 甘梓霖 1C 高朗瑜 1C 王卓盈 1D  羅卓琳 1D 蕭駿宇 

1E  蘇菱雅 2A  詹皓霖 2A 郭鉞婷 2A 李瑞瑤 2A 黃熙純 

2B  陳祉荍 2B 鄭俊軒 2B 馮欣然 2B 姜蕊喬 2B 劉睿燊 

2B 梁海霖 2B 吳卓頤 2B 潘衍行 2C  鄧焌豐 2C 柯心月 

2C 林熙姸 2C 麥卓妍 2C 黃梓瑛 2D  陳曉彤 2E  徐詠琪 

2E 梁天恩 2E 梁榛庭 2E 胡睿晴 3A  朱嘉敏 3B  陳珈瑩 

3B 陳雅妍 3B 張樂瑤 3B 郭梓瑩 3B 丁巧游 3B 黃巧璇 

3B 橫川羚 3C  馮芷君 3C 馮穎晞 3C 李家雯 3C 王子驍 

3D  陳曉葵 3D 呂宛蕎 3E  林卓翹 3E 黃尹靖 3E 黃詠彤 

小學合唱團

（高級組） 

金獎 

4A 陳琛銘 4A 鍾詠芯 4A 劉灝揚 4A 李芷恩 4A 吳欣恩 

4A 蘇凱澄 4A 蘇楒芸 4A 楊思潁 4B  張潔心 4B 葉一臻 

4B 甘焯琳 4B 翁晞敏 4D  陳昕瑤 4D 鄧啟謙 4E  朱炫炫 

4E 江柔 4E 林樂僖 4E 林奕翹 4E 羅蓓蔚 4E 李彥穎 

4E 李樂儀 4E 黃適言 5A 陳承澤 5A 陳承毅 5A 鍾錦浩 

5A 何卓楠 5A 高巧儀 5A 鄺頌庭 5A 林鎧晴 5A 蘇卓眉 

5B  蔡芷喬 5C  陳子晴 5C 陳芷凝 5C 林澄鈴 5C 黃巧瑩 

5D  許汶希 5E 鄭智心 5E 趙敏 5E 李卓彥 5E 馬詩詠 

5E 譚樂陶 5E 黃菁然 6A 陳悅潼 6A 余采誼 6B  鄧敏瑜 

6B 吳凱瀠 6B 梁子聰 6B 劉諾謙 6D  鍾欣澄 6E  張芷晴 

6E 周卓翹 6E 鄒盟定 6E 馮皓晴 6E 潘芷欣 6E 徐梓殷 

6E 崔逸晴 6E 黃梓欣       

第五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 

初小組 

冠軍 3C  王子驍 3C 余帕羲 3C 張展圖     

亞軍 3A  鄧渝靜 3C 林佩鈴 3C 楊曦瑤 3C 姚善妤 3E  曾悅潼 

第五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 

高小組 

突出表現獎 4D  黃沛霖 4E  雷鎧澄 6E  尹靖茼 6E 葉倩婷   

突出表現獎 6E  尹靖茼 6E 葉倩婷       

2019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藝

術節歌唱比賽 

兒童組獨唱 

冠軍 

1C  管淳珏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18)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3C 陳澤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2C 賴心然 2D  杜牧之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 

1A  何棨政 1A 陳億芯 1C 麥睿洋 1C 鍾劭謙 1D  吳恩寧 

2D  黃梽朗 2E  陳証昊 2E 黃皓正 3A  嚴日柔 3A 郭俙妏 

3D 黃筱穎         

一級鋼琴獨奏 

良好 

1B  柯宇哲 1B 馮子建 3A  何耀軒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4D 陳亮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4E 徐沁蕎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2B  黃蕊翹 3A 盧凱琳 3B 廖曉彤 3B 鄧詠儀 3B 郭梓瑩 

3C 謝頌懷 3D 黃樂婷 3E  李子齊 4A  吳芷晴 4E  呂穎芊 

4E 劉令希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 

3B  橫川羚 3C  王子驍 4E  朱炫炫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3D  馮皓昕 6B  吳逸駿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2B 潘衍行 3C  馮芷君 3C 戴懿婷 3C 柯錦安 3D  郭峻霖 

5A  羅晶晶 5D  嚴靖彤 6D 葉珀銃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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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1B  林子羽 4E  李樂儀 6A  曾浚銘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5A  許肇哲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3E  陳漪橦 5C  歐倩縈 5E 陳樺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3A 朱俊熙 3D  高震朗 4A 勞灝洋 4B  葉一臻 5A  劉曉晴 

5E  區卓華 5E 楊柏堯 5E 李卓彥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 

5E  張嘉棋         

五級鋼琴獨奏 

亞軍 

5A  蘇卓眉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4A  陳心攸 5A  于卓彤 5A 黃欣賢 5E  賀樂瑤 6A 林子言 

6A 陳悅潼 6D  鍾欣澄 6E  周卓翹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 

4E  李彥穎 5E  凌雯嫣 6A  彭文瑄 6E  黃敬熙   

六級鋼琴獨奏 

季軍 

6E  馮皓晴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 

5E  李子樂         

七級鋼琴獨奏 

季軍 

6A 李浩禎         

七級鋼琴獨奏 

優良 

6E  黃彥朗         

鋼琴二重奏初

級組 

良好 

1B 林子羽 4E  林樂僖       

一級小提琴獨

奏 良好 

4E  王子朗         

二級小提琴獨

奏 亞軍 

2D 杜牧之         

三級小提琴獨

奏 良好 

5A 林懷信 5A 謝天允       

五級小提琴獨

奏 亞軍 

5A 陳承毅         

七級小提琴獨

奏 季軍 

5A 陳承澤         

大提琴獨奏初

級組 季軍 

5E 鄭智心         

大提琴獨奏初

級組 良好 

3E  林卓翹 4D  何昊謙       

直笛二重奏小

學 10 歲或以

下 優良 

5A  林鎧晴 5A 劉曉晴 5A 柯心竹 5A 李嵐晞 5E 譚樂陶 

5E  趙敏         

高音直笛獨奏

小學 10 歲或

以下 優良 

5E  趙敏         

單簧管獨奏小

學高級組 

良好 

6B  張愛靈         

單簧管獨奏小

學初級組 

優良 

6E 鄒盟定         



音樂 

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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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薩克斯管

獨奏小學初級

組 優良 

3E  廖卓楠         

箏獨奏中級組 

良好 

6A  余采誼         

箏獨奏初級組 

亞軍 

6E 馮皓晴         

箏獨奏初級組 

良好 

4C  程月 4E  李子霖       

琵琶獨奏初級

組 良好 

6C  鄧淑媛         

揚琴獨奏初級

組 優良 

3C 黃瀞嬅         

二胡獨奏中級

組 良好 

6E 張芷晴         

二胡獨奏初級

組 季軍 

4E  謝真希         

二胡獨奏初級

組 良好 

3E 劉楷瑞 4E  周善齊       

笛獨奏小學中

級組 良好 

4E 鄧懿         

笛獨奏小學初

級組 亞軍 

4B 葉一臻         

笛獨奏小學初

級組 良好 

4D 

 
彭信銘 4D 彭信然       

聲樂獨唱外文

歌曲男童聲或

女 童 聲 小 學

10 歲或以下 

優良 

4E  林樂僖  李彥穎       

聲樂獨唱外文

歌曲男童聲或

女童聲小學 7

至 8 歲 

優良 

2A  李瑞瑤         

小學合唱隊九

龍、新界東及

新界西區域外

文歌曲男子和

/或女子高級

組 

良好 

4A 陳琛銘 4A 鍾詠芯 4A 劉灝揚 4A 楊思潁 4A 吳欣恩 

4A 蘇凱澄 4A 蘇楒芸 4B 翁晞敏 4B  張潔心 4B 葉一臻 

4B 甘焯琳 4D  陳昕瑤 4D 鄧啟謙 4E  朱炫炫 4E 黃適言 

4E 江柔 4E 林樂僖 4E 林奕翹 4E 羅蓓蔚 4E 李彥穎 

4E 李樂儀 5A 蘇卓眉 5A 陳承澤 5A 陳承毅 5A 鍾錦浩 

5A 何卓楠 5A 高巧儀 5A 鄺頌庭 5A 林鎧晴 5B  蔡芷喬 

5C  陳子晴 5C 陳芷凝 5C 林澄鈴 5C 黃巧瑩 5D  許汶希 

5E 黃菁然 5E 鄭智心 5E 趙敏 5E 李卓彥 5E 馬詩詠 

5E 譚樂陶 6A 陳悅潼 6A 余采誼 6B 劉諾謙 6B  鄧敏瑜 

6B 吳凱瀠 6B 梁子聰 6D  鍾欣澄 6E 黃梓欣 6E  張芷晴 

6E 周卓翹 6E 鄒盟定 6E 馮皓晴 6E 潘芷欣 6E 徐梓殷 

6E 崔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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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音樂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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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合唱隊九

龍、新界東及

新界西區域中

文男子和 /或

女子初級組 8

歲或以下 

優良 

1A  陳億芯 1A 唐卓言 1A 王俊森 1B  陳凱然 1B 陳栢慧 

1B 馮子建 1B 林子羽 1B 巫裕揚 1C  鍾劭謙 1C 施禮傑 

1C 甘梓霖 1C 高朗瑜 1C 王卓盈 1D  羅卓琳 1D 蕭駿宇 

1E  蘇菱雅 2A  詹皓霖 2A 郭鉞婷 2A 李瑞瑤 2A 黃熙純 

2B  陳祉荍 2B 鄭俊軒 2B 馮欣然 2B 姜蕊喬 2B 劉睿燊 

2B 梁海霖 2B 吳卓頤 2B 潘衍行 2C  鄧焌豐 2C 柯心月 

2C 林熙姸 2C 麥卓妍 2C 黃梓瑛 2D  陳曉彤 2E  徐詠琪 

2E 梁天恩 2E 梁榛庭 2E 胡睿晴 3A  朱嘉敏 3B  陳珈瑩 

3B 陳雅妍 3B 張樂瑤 3B 郭梓瑩 3B 丁巧游 3B 黃巧璇 

3B 橫川羚 3C  馮芷君 3C 馮穎晞 3C 李家雯 3C 王子驍 

3D  陳曉葵 3D 呂宛蕎 3E  林卓翹 3E 黃尹靖 3E 黃詠彤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手鐘

比賽 

金獎 3B  鄧柏殷 3D 李凱恩 3E 陳明琛 3E 陳漪橦 3E 馬巧盈 

4A 勞灝洋 4D 李浩銘 5B 戴芷昕 5C 陳子晴 5D 賴知娸 

6E 陳心兒         

第十四屆校際手鈴比賽 銀獎 4D  黃子盈 4E 梁旲藍 4E 李彥穎 4E 林樂僖 5A 蘇卓眉 

5A 黃靖婷 5A 葉泳琳 5E 黎卓詩 6A 何諾晴 6B 吳凱瀠 

6B 鄧敏瑜 6E 張凱盈       

2018 香港青年音樂匯

演——中樂團比賽 

銀獎 4A 何雪澄 4B 葉一臻 4B 羅諾澄 4E 鄧  懿 4E 謝真希 

5A 柯心竹 5C 林頌羲 5C 黃駿傑 5E 區卓華 5E 鄭智心 

6A 陳令韜 6A 石然 6A 曾浚銘 6A 余采誼 6C 李梓聰 

6C 鄧淑媛 6D 周子盛 6D 黃德恩 6E 鍾卓穎 6E 馮皓晴 

6E 徐梓殷         

第 6 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9 音樂比賽 

兒童木管樂組

一等獎 

4A 李悅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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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組 

銀獎 

4A 陳琛銘 4A 鍾詠芯 4A 劉灝揚 4A 李芷恩 4A 吳欣恩 

4A 蘇凱澄 4A 蘇楒芸 4A 楊思潁 4B  張潔心 4B 葉一臻 

4B 甘焯琳 4B 翁晞敏 4D  陳昕瑤 4D 鄧啟謙 4E  朱炫炫 

4E 江柔 4E 林樂僖 4E 林奕翹 4E 羅蓓蔚 4E 李彥穎 

4E 李樂儀 4E 黃適言 5A 陳承澤 5A 陳承毅 5A 鍾錦浩 

5A 何卓楠 5A 高巧儀 5A 鄺頌庭 5A 林鎧晴 5A 蘇卓眉 

5B  蔡芷喬 5C  陳子晴 5C 陳芷凝 5C 林澄鈴 5C 黃巧瑩 

5D  許汶希 5E 鄭智心 5E 趙敏 5E 李卓彥 5E 馬詩詠 

5E 譚樂陶 5E 黃菁然 6A 陳悅潼 6A 余采誼 6B  鄧敏瑜 

6B 吳凱瀠 6B 梁子聰 6B 劉諾謙 6D  鍾欣澄 6E  張芷晴 

6E 周卓翹 6E 鄒盟定 6E 馮皓晴 6E 潘芷欣 6E 徐梓殷 

6E 崔逸晴 6E 黃梓欣       

初小組 

銅獎 

1A  陳億芯 1A 唐卓言 1A 王俊森 1B  陳凱然 1B 陳栢慧 

1B 馮子建 1B 林子羽 1B 巫裕揚 1C  鍾劭謙 1C 施禮傑 

1C 甘梓霖 1C 高朗瑜 1C 王卓盈 1D  羅卓琳 1D 蕭駿宇 

1E  蘇菱雅 2A  詹皓霖 2A 郭鉞婷 2A 李瑞瑤 2A 黃熙純 

2B  陳祉荍 2B 鄭俊軒 2B 馮欣然 2B 姜蕊喬 2B 劉睿燊 

2B 梁海霖 2B 吳卓頤 2B 潘衍行 2C  鄧焌豐 2C 柯心月 

2C 林熙姸 2C 麥卓妍 2C 黃梓瑛 2D  陳曉彤 2E  徐詠琪 

2E 梁天恩 2E 梁榛庭 2E 胡睿晴 3A  朱嘉敏 3B  陳珈瑩 

3B 陳雅妍 3B 張樂瑤 3B 郭梓瑩 3B 丁巧游 3B 黃巧璇 

3B 橫川羚 3C  馮芷君 3C 馮穎晞 3C 李家雯 3C 王子驍 

3D  陳曉葵 3D 呂宛蕎 3E  林卓翹 3E 黃尹靖 3E 黃詠彤 



朗誦 

全國性及國際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舞動青春，放飛夢想”

2019 CCTV 新春聯歡晚會

港澳優秀節目甄選 

朗誦 

銀獎 

6A  莫筱柔         

2018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Primary 3 & 4 

Solo Verse 

Speaking 

Gold 

4A  陳毅堯         

第 15 屆香港中小學生日語

比賽 

小學生詩歌

背誦 

準優勝(亞軍) 

5E 楊柏堯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8

（英普粵）『尖子盃』 

P1 粵語新詩 

季軍 

1D  蘇寶雅         

2018 全港學生精藝盃校際

普通話及粵語朗誦預賽 

女子組小學

一、二年級散

文獨誦普通

話 冠軍 

2E  李沚澄         

第 32 屆 GAPSK 全港普通

話朗誦比賽 

小學組 

P1-P2 香港校

際朗誦節預

賽 季軍 

2D 李浚賢         

小學組 

P3-P4 香港校

際朗誦節預

賽 優異 

3E  林卓翹         

2019 全港學童朗誦及講故

事比賽 

小學組英文

兒歌獨誦組 

銀獎 

4A  陳毅堯         

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P.1-P.2 

季軍 

1C  梁晞妍         

第 13 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

賽 

英語新詩獨

誦中小組 

銀獎 

4A  陳毅堯         

博學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普通話獨誦 

小童 3-4年級 

季軍 

4E  林樂僖         

鵬程盃第六屆朗誦大賽 

(2018) 

普通話 詩歌

獨 誦  小 學

3-4 年級 

冠軍 

4E  林樂僖         

第 12 屆普爾詩盃 普通話獨誦

中小組詩歌 

優秀 

3E  林卓翹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男子組

一年級詩詞

獨誦 良好 

1C  鍾劭謙         

粵語男子組

二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2D  湯慕勤         

粵語女子組

二年級散文

獨誦 良好 

2C  賴心然         

粵語男子組

三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3C  張展圖         

粵語女子組

三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3A  黃仴佟         

粵語女子組

三年級詩詞

獨誦 良好 

3A 鄧渝靜         

粵語男子組

三年級散文

獨誦 優良 

3C  張展圖         

粵語女子組

三年級散文

獨誦 優良 

3C  楊曦瑤         

粵語男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4C  黎百刂洭         

粵語女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4B  葉一臻 4E  劉令希 4E  李樂儀     

粵語男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亞軍 

6B  徐梓朗         

粵語男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6A  張展霖         

粵語女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亞軍 

6A  陳悅潼         

粵語女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季軍 

6D  鍾欣澄         

粵語女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6E 黎曉慧 6E 陳琛翹       

粵語男子組

六年級散文

獨誦 季軍 

6A  張展霖         

普通話女子

組一、二年級

散文獨誦 

亞軍 

2E  李沚澄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男子

組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 

季軍 

2A  詹皓霖         

普通話男子

組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2D  李浚賢 2E  李栢軒       

普通話女子

組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1A  李悅諪 2A  葉希晴 2E  胡睿晴     

普通話女子

組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 

良好 

2D 李莃童         

普通話男子

組三、四年級

散文獨誦 

優良 

3C  余帕羲 3D  邱宇澤       

普通話男子

組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亞軍 

3D  邱宇澤         

普通話男子

組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季軍 

3E 林卓翹         

普通話男子

組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3C 余帕羲 4A 陳毅堯 4A 潘承錕 4A 李悅僮 4E 林樂僖 

普通話女子

組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3B 丁巧游 3B 張樂瑤 3E 葉煒妍 4D 賴韻喬   

普通話女子

組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 

良好 

3B 段依宸         

普通話男子

組五、六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6C 朱浩民         

普通話女子

組五、六年級

散文獨誦 

亞軍 

6E 楊一情         

普通話女子

組五、六年級

詩詞獨誦 

優良 

5A 黃欣賢 5A 余紫琳 5A 蘇卓眉 5E 趙敏 5E 凌雯嫣 

5E 賀樂瑤 6C 梅倩桐 6E 張芷晴 6E 張凱盈 6E 葉倩婷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男子組

一、二年級詩

詞獨誦 亞軍 

2A  詹皓霖         

英語男子組

一、二年級詩

詞獨誦 優良 

1D  關桭㵆 2C 陳霆曦 2D 李浚賢     

英語女子組

一、二年級詩

詞獨誦 亞軍 

2E  李沚澄         

英語女子組

一、二年級詩

詞獨誦 優良 

2B 陳祉荍 2B 梁海霖 2B 姜蕊喬 2C 賴心然 2D 李莃童 

2E 鄭希彤         

英語男子組

三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3A 何耀軒 3A 朱俊熙 3B 王文卓 3E 林卓翹   

英語女子組

三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3A 郭俙妏 3A 鄧渝靜 3A 黎芷妤 3A 黃仴佟 3B 郭梓瑩 

3D 黃筱穎         

英語男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亞軍 

4A  陳毅堯         

英語男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季軍 

4A 林炡言 4E 林樂僖       

英語男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4A 李悅僮 4E 楊嘉傑       

英語女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季軍 

4A 呂曉瀅         

英語女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4A 陳心攸 4A 蘇凱澄 4A 鍾詠芯 4D 陳昕瑤 4D 黃沛霖 

4D 賴韻喬 4E 陳紫晴 4E 蘇倩頤 4E 黃適言   

英語女子組

四年級詩詞

獨誦 良好 

4A 李芷恩 4E 李彥穎 4E 伍思曉     

英語男子組

五年級詩詞

獨誦 亞軍 

5A 楊浩禮 5A 許肇哲       

英語男子組

五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5C 黃暋彥 5E 歐陽穎添 5E 張嘉棋 5E 李卓彥 5E 鍾昊 

5E 李彥君         

英語男子組

五年級詩詞

獨誦 良好 

5E 李子樂         

英語女子組

五年級詩詞

獨誦 亞軍 

5A 黃欣賢         

英語女子組

五年級詩詞

獨誦 季軍 

5E 王晞桐         

 



朗誦 

全港性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英語女子組

五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5E 趙敏 5E 譚樂陶 5E 鄭智心 5E 凌雯嫣 5E 徐筱詠 

5E 賀樂瑤         

英語男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季軍 

6E 黃昀熙         

英語男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6A 李浩禎 6A 徐啓邦 6E 程瀚 6E 鄒盟定   

英語女子組

六年級詩詞

獨誦 優良 

6A 莫筱柔 6A 莫泳銦 6A 劉令詩 6A 余采誼 6B 石詠瑜 

6D 蕭恩桐 6E 潘芷欣 6E 張芷晴     

 

 

體育 

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 年台灣世界盃武術錦

標賽 

奇乒器— 

功夫扇 

第一名 

6B  吳逸駿         

奇乒器— 

朴刀 第一名 

6B  吳逸駿         

器械團練—

集體盾牌刀 

第一名 

6B  吳逸駿         

2018 年台灣世界盃武術錦

標賽 

器械團練—

集體棍 

第二名 

6B  吳逸駿         

北拳—八極

拳 第二名 

6B  吳逸駿         

“舞動青春，放飛夢想” 

2019 新春聯歡晚會 

榮譽証書 3B  廖曉彤         

4Mi-FENCING 
ASIA-PACIFIC 

INVITATIONAL FENCING 

COMPETITION 2018 

U10 Boys 
Sabre 

4th 

Runner-up 

5C  陳劭旻         

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 2019 初級組群舞 

金獎 

1B  林子羽         

第 12 屆 IDTA 盃亞洲舞蹈

公開賽 2018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單

人標準單項

Tango 優異 

2B 黃均耀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雙

人拉丁單項

Samba 亞軍 

2B 黃均耀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單

人拉丁單項
SambaChamp

ion Group 

季軍 

3E 黃尹靖         



體育 

國際及全國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四屆澳門國際青少年體

育舞蹈公開賽暨 2018 澳門

國際標準舞拉丁舞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單

人拉丁單項
Paso Doble 

冠軍 

3E 黃尹靖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單

人標準單項

Waltz 冠軍 

3E 黃尹靖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單

人標準單項
Viennese 

Waltz 冠軍 

3E 黃尹靖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雙

人拉丁單項

Samba 亞軍 

3E 黃尹靖         

國際 8 歲或

以下單人拉

丁單項（C） 

二等獎 

3E 黃尹靖         

國際 8 歲或

以下組女子

雙人拉丁二

項（CR） 

亞軍 

3E 黃尹靖         

國際 8 歲或

以下組女子

雙人拉丁二

項（CJ） 

冠軍 

3E 黃尹靖         

國際 8 歲或

以下組女子

雙人拉丁三

項（CRJ） 

冠軍 

3E 黃尹靖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品勢及

花式碎板邀請賽 2018 

冠軍 5E  王晞桐         

跆拳道武藝及品勢比賽暨

嘉年華 

品勢 

冠軍 

1A  胡珈熙         

亞軍 5E  王晞桐         

深水埗區慶祝國慶暨傳統

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
2018 

銅獎 6D  趙衍伃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12th IDTA Cup Asia Open 

Dance Championships 

Solo Rumba 

4th 

6D  趙衍伃         

Solo C/J 

5th 

6D  趙衍伃         

Solo Cha Cha 

6th 

6D  趙衍伃         

Solo Jive 

7th 

6D  趙衍伃         

Solo C/R 

8th 

6D  趙衍伃         

環亞國際盃舞蹈公開賽 新秀單人組 

11-12 歲
Chacha/Solo 

第五名 

6D  趙衍伃         

11-12 歲
Jive/Solo 

第八名 

6D  趙衍伃         

11-12 歲
Rumba/Solo 

第八名 

6D  趙衍伃         

龍城康體邁向三十載之龍

城活力盃 

小四至小六 

獨舞 Rumba 

5th 

6D  趙衍伃         

小四至小六 

獨舞 Chacha 

5th 

6D  趙衍伃         

小四至小六 

獨舞 Jive 

6th 

6D  趙衍伃         

第七屆慶祝國慶小飛魚游

泳公開賽 2018 

女子 4-6 歲

4X50 米接力 

冠軍 

2D  陳雪柔         

女子 6 歲 50

米浮板踼腳 

季軍 

2D  陳雪柔         

女子 6 歲組 

優異獎 

2D  陳雪柔         

飛達新苗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女子 10 年組

60 米 第一名 

3B  張樂瑤         

女子 10 年組

100 米 

第二名 

3B  張樂瑤         

女子 07 年組

60 米 第一名 

6E  張凱盈         

女子 07 年組

100 米 

第一名 

6E  張凱盈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18 

女子 U12 60

米 季軍 

6E  張凱盈         

女子 U12 100

米 季軍 

6E  張凱盈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二屆精舞薈盃 單人 Cha 

冠軍 

4C 梁卓慧         

單人 Cha 

亞軍 

4A  劉灝揚         

單人 CRJ 

亞軍 

4C 梁卓慧         

單人 CRJ 

季軍 

4A  劉灝揚         

單人 CR 

亞軍 

4A  劉灝揚         

 單人 CR 

季軍 

4C 梁卓慧         

“中順潔柔杯”2018 香港

第 8 屆全球舞王挑戰賽 

公開單人 10

歲以下（等級

賽）拉丁舞 

二等獎 

4A  劉灝揚 4C 梁卓慧       

公開單人 10

歲以下（等級

賽）拉丁舞 

三等獎 

4A  劉灝揚 4C 梁卓慧       

啟毅學界熱身盃 小學男子組
2018/2019 

優異 

5C  孫浩朗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

賽 2018 

男童色帶組 

亞軍 

4B  陳晉禧         

第 6 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

比賽 2018-2019 

男子乙組單

打 亞軍 

5E 鍾昊         

男子乙組團

體 季軍 

4B 陳鈞諾 5E 鍾昊 5E 李卓彥     

香港國際（慈善第一杯）體

育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下單

人單項拉丁 

優異 

6D  趙衍伃         

12 歲以下單

人單項拉丁 

優異 

6D  趙衍伃         

12 歲以下單

人單項拉丁 

優異 

6D  趙衍伃         

12 歲以下單

人雙項拉丁 

6D  趙衍伃         

深港青少年網球邀請賽
2018 

香港分站賽

男子 10 歲或

以下單打 

冠軍 

5E 鍾昊         

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9-10 歲

組 100 米自

由式 

季軍 

5E  陳樺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7 屆慶祝國慶小飛魚游

泳公開賽 

女子 6 歲組

50 米蛙泳 

亞軍 

2E  何諾詩         

女子 6 歲組

50 米自由式 

優異獎 

2D  陳雪柔 2E  何諾詩       

女子 6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2E  何諾詩         

女子 6 歲組

50 米背泳 

優異獎 

2D  陳雪柔         

女子 6 歲組

50 米浮板踢

腳 

季軍 

2D  陳雪柔         

女子 6 歲組

50 米浮板踢

腳 

殿軍 

2E  何諾詩         

女子 6 歲組

2x50 米親子

接力可用浮

板 

殿軍 

2E  何諾詩 6A  何諾晴       

女子 6 歲組

4x50 米接力 

冠軍 

2D  陳雪柔 2E  何諾詩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7 屆慶祝國慶小飛魚游

泳公開賽 

男子 6 歲組

50 米蛙泳 

冠軍 

1E  代承熙         

男子 6 歲組

50 米自由式 

殿軍 

1E  代承熙         

男子 6 歲組

50 米背泳 

冠軍 

1E  代承熙         

男子 6 歲組

50 米浮板踢

腳 冠軍 

1E  代承熙 2A  曾卓楠       

男子 6 歲組

4x50 米接力 

冠軍 

1E  代承熙         

吐露港週年游泳錦標賽
2018 

女子 9 歲或

以下組 100

米背泳 季軍 

4A  楊思潁         

女子 9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背泳 殿軍 

4A  楊思潁         

女子 9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自由泳 殿軍 

4A  楊思潁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游泳錦標賽 

 

女子 11 歲組

50 米蛙泳 

亞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 歲組

50 米背泳 

冠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 歲組

100 米捷泳 

冠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 歲組

100 米蛙泳 

殿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 歲組

200 米混合四

式 冠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 歲組

50 米蝶泳 

季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 歲組

50 米捷泳 

冠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 歲組 

全場總冠軍 

6B 陳衍攸         

男子 9 歲組

50 米蛙泳 

季軍 

4A  潘承錕         

男子 9 歲組

100 米蛙泳 

亞軍 

4A  潘承錕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游泳錦標賽 

男子 9 歲組

200 米混合四

式 亞軍 

4A  潘承錕         

女子 8 歲組

50 米蛙泳 

季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組

50 米背泳 

亞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4C  李妙瀛         

女子 8 歲組

100 米捷泳 

亞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組

100 米蛙泳 

亞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組

200 米混合四

式 亞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組

50 米捷泳 

殿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組 

全場總冠軍 

3E  曾悅潼         

女子 9 歲以

下組 4x50 米

捷泳接力 

冠軍 

3E  曾悅潼         

男子 7 歲組

50 米蛙泳 

亞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組

50 米蛙泳 

季軍 

1E  代承熙         

男子 7 歲組

50 米背泳 

亞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組

50 米背泳 

殿軍 

1E  代承熙         

男子 7 歲組

100 米捷泳 

亞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組

200 米混合四

式 亞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組

200 米混合四

式 季軍 

1E  代承熙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游泳錦標賽 

男子 7 歲組

50 米蝶泳 

亞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組

50 米蝶泳 

殿軍 

1E  代承熙         

男子 7 歲組

50 米捷泳 

殿軍 

1E  代承熙         

男子 7 歲組 

全場總冠軍 

2D  李浚賢         

女子 9 歲以

下組 4x50 米

捷泳接力 

殿軍 

4B  甘焯琳 4E  江柔 4E 呂穎芊 4E 羅蓓蔚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品勢及

花式碎板邀請賽 2018 

雙人花式碎

板女子組 

亞軍 

6C  葉芷君         

個人品勢女

子色帶組 

亞軍 

1A  胡珈熙         

個人品勢女

子色帶組 

季軍 

6C  葉芷君         

2018-2019 年度全港跆拳道

觀摩邀請賽 

搏擊比賽 

冠軍 

5D  鄭柏豪         

搏擊比賽 

亞軍 

4B  陳晉禧 4B 謝卓軒 5B  林卓傑 5C  曾梓悅   

搏擊比賽 

季軍 

1A  胡珈熙 5D  張智樂       

個人品勢比

賽 亞軍 

5C  孫浩朗         

個人品勢比

賽 殿軍 

4B  陳晉禧 5D  鄭柏豪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8 

男童色帶組 

冠軍 

5D  鄭柏豪         

女童色帶組 

亞軍 

5B  簡尉芯 5C  曾梓悅       

第 10 屆恩格斯兒童田徑超

新星大賽 2018 

女子 2009 年

組擲壘球 

冠軍 

4A  關天堯         

第 7 屆亞太兒童田徑錦標

賽 2018 Round 2 

女子 2009 年

組擲壘球 

亞軍 

4A  關天堯         

第 9 屆超新星舞蹈公開比

賽 

5-6 歲 2-6 人

組合舞蹈 

亞軍 

1A  胡珈熙         

香港國際（慈善第一杯）體

育舞蹈公開賽 

10 歲以下單

人單項拉丁 

第二名 

5A  高巧儀         

10 歲以下單

人單項拉丁 

第二名 

5A  高巧儀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

賽 

男子 C 組跳

遠 優異獎 

4D  王佚汛         

女子 A 組 60

米 亞軍 

6E  張凱盈         

女子 F 組 60

米 亞軍 

3B  張樂瑤         

女子 F 組 100

米 亞軍 

3B  張樂瑤         

2018-2019 年度全港學界精

英乒乓球比賽 

小 學 男 子

組—雙打 

優異獎 

4D  王佚汛 6E 楊鈞昊       

NISSIN DEMAE ICCHO 

Hong Kong Junior Tennis 

NOVICE Competition 

Grand Master 

Boys’10 & 

Under 

Singles 

Runner-up 

5E 鍾昊         

ASICS Hong Kong Junior 
Age Group Athletic 

Championships 2018 

Girl’s D 60m 
1st Runner-up 

6E  張凱盈         

ASIAN OPEN DANCE 

CHAMPIONSHIPS 

U12 SOLO 

C/J 優異 

6D  趙衍伃         

U12 SOLO 

C/R 優異 

6D  趙衍伃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

年游泳分齡賽 

女子 10 歲 50

米背泳 季軍 

5A 余紫琳         

女子 10 歲 50

米捷泳 殿軍 

5A 余紫琳         

男子 7 歲以

下 50 米背泳 

冠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以

下 50 米蝶泳 

冠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以

下 50 米捷泳 

亞軍 

2B  田家澤         

男子 7 歲以

下 50 米蛙泳 

亞軍 

2B  田家澤         

男子 7 歲以

下 100 米捷

泳 亞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以

下 100 米捷

泳 殿軍 

2B  田家澤         

男子 7 歲以

下 100 米蛙

泳 亞軍 

2D  李浚賢         

男子 7 歲以

下 100 米蛙

泳 季軍 

2B  田家澤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

年游泳分齡賽 

男子 8 歲 50

米捷泳 季軍 

3C  陳澤         

男子 8 歲 50

米蝶泳 冠軍 

3C  陳澤         

男子 9 歲 50

米捷泳 冠軍 

4D  陳亮         

男子 9 歲 50

米蝶泳 亞軍 

4D  陳亮         

男子 9 歲 100

米蛙泳 殿軍 

4D  陳亮         

男子 9 歲以

下 4X50 米接

力賽 季軍 

3C  陳澤         

男子 10 歲 50

米捷泳 亞軍 

5E  陳樺         

男子 10 歲 50

米蝶泳 殿軍 

5E  陳樺         

男子 10 歲

100 米捷泳 

冠軍 

5E  陳樺         

第二組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9-10 歲

50 米蝶泳 

季軍 

5D 鄭柏豪         

男子 9-10 歲

100 米背泳 

季軍 

5D 鄭柏豪         

Boys 8-10 years Gross 

Division 
冠軍 4A  李悅僮         

袋鼠杯舞蹈比賽 2018 8-11 歲爵士

舞群舞 

金獎 

1B  林子羽 3B 廖曉彤       

深水埗區慶祝國慶暨傳統

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
2018 

銅獎 6D  趙衍伃         

2019 年鳳凰武藝國際邀請

錦標賽——2019 年學界和

香港合氣道公開賽 

雙截棍 

冠軍 

5C  曾梓悅         

雙截棍 

亞軍 

1A  胡珈熙         

護身術 4 式

對策 冠軍 

5C  曾梓悅         

護身術 4 式

對策 亞軍 

1A  胡珈熙         

跳遠 

亞軍 

1A  胡珈熙 5C  曾梓悅       

跳高 

冠軍 

1A  胡珈熙         

跳高 

季軍 

5C  曾梓悅         

套拳 1 章 

冠軍 

1A  胡珈熙         

套拳 2 章 

季軍 

5C  曾梓悅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9 年鳳凰武藝國際邀請

錦標賽——2019 年學界和

香港合氣道公開賽 

護身術策略

性對策 季軍 

1A  胡珈熙 5C  曾梓悅       

防身術-四式

對策 冠軍 

5C  孫浩朗         

防身術-四式

對策 亞軍 

1B  林卓晞         

防身術-四式

對策 季軍 

5B  林卓傑 5E  李彥君       

套拳 

冠軍 

5E  李彥君         

套拳 

亞軍 

5C  孫浩朗         

套拳 

季軍 

1B  林卓晞 5B  林卓傑       

跳躍-跳遠 

冠軍 

1B  林卓晞         

跳躍-跳遠 

亞軍 

5C  孫浩朗         

跳躍-跳遠 

季軍 

5B  林卓傑 5E  李彥君       

武器-雙節棍

初級 冠軍 

5B  林卓傑         

武器-雙節棍

初級 亞軍 

5E  李彥君         

武器-雙節棍

初級 季軍 

1B  林卓晞 5C  孫浩朗       

跳躍-跳高 

冠軍 

5E  李彥君         

跳躍-跳高 

亞軍 

1B  林卓晞         

跳躍-跳高 

季軍 

5B  林卓傑 5C  孫浩朗       

防身術-策略

性對策 

冠軍 

5E  李彥君         

防身術-策略

性對策 亞軍 

1B  林卓晞         

防身術-策略

性對策 季軍 

5B  林卓傑 5C  孫浩朗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
2019 

男子 8 歲 100

米捷泳 殿軍 

2D  李浚賢         

男子 8 歲 50

米背泳 季軍 

2D  李浚賢         

男子 8 歲 50

米蝶泳 殿軍 

2D  李浚賢         

 男子 8 歲 50

米蛙泳 亞軍 

2D  李浚賢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全港小學生生田徑測試

2018 精英運動員匯演 

女 子 A 組

4X100 米接

力 亞軍 

5A  余紫琳         

女子B組 100

米 亞軍 

5A  余紫琳         

女子 A 組 60

米 冠軍 

6E  張凱盈         

女子A組100

米 冠軍 

6E  張凱盈         

女子 A 組跳

遠 亞軍 

6E  張凱盈         

女 子 A 組

4X100 米 

亞軍 

6E  張凱盈         

女子 A 組 

優秀運動員 

6E  張凱盈         

女子甲組個

人全場 

總冠軍 

6E  張凱盈         

女子D組100

米 冠軍 

3B  張樂瑤         

女子 D 組 60

米 亞軍 

3B  張樂瑤         

女子 D 組 

優秀運動員 

3B  張樂瑤         

飛達新春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女子 07 年組

100 米 

第二名 

6E  張凱盈         

女子 07 年組

60 米 

第三名 

6E  張凱盈         

女子 10 年組

100 米 

第三名 

3B  張樂瑤         

女子 10 年組

60 米 

第六名 

3B  張樂瑤         

三武士 18 區小學劍手邀請

賽 2019 

男 子 佩 劍
(2006-2012

年) 

亞軍 

5C 陳劭旻         

Academy of Fencing 2018 

Q4 Competition 

U10 Boys 

Sabre 

2nd 

Runner-up 

5C 陳劭旻         

第 21 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

比賽 

女子甲組 100

米 季軍 

6A  張凱盈         

女子甲組

4X100 米接

力 殿軍 

6A  張凱盈 6C  葉芷君       

第 21 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

比賽 

女子乙組 100

米 殿軍 

5A  余紫琳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 2018-2019 

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6E 張凱盈         

第六屆香港國際（第一盃）

體育舞蹈公開賽 

12 歲以下單

人單項 J 

第三名 

6D  趙衍伃         

12 歲以下單

人單項 C 

第三名 

6D  趙衍伃         

12 歲以下單

人單項 R 

第三名 

6D  趙衍伃         

新秀 12 歲以

下單人雙項
CR 

第三名 

6D  趙衍伃         

12 歲以下單

人雙項 CR 

第三名 

6D  趙衍伃         

12 歲以下單

人三項 CRJ 

優異 

6D  趙衍伃         

精英盃中小學生暨幼兒跆

拳道品勢錦標賽 

亞軍 1A  胡珈熙         

第 4 屆馬寶學林才藝 Show 馬百良大 B

組 優異獎 

1A  胡珈熙         

第 11 屆星舞盃舞蹈比賽
2019 

11-12 歲爵士

舞群舞 

金獎 

1B 林子羽 3B  廖曉彤       

5-6 歲雙人幼

童舞 

金獎 

1B 林子羽         

剛柔會 (誠和會) 空手道

大賽 2019 

8-10 歲男女

童混合套拳

(高級組) 

季軍 

3A  郭俙妏         

6-10 歲男女

混合套拳(隊

制) 亞軍 

3A  郭俙妏         

第 4 屆校際跆拳道搏撀及

品勢精英比賽暨海外邀請

賽 2019 

搏擊組 

銀獎 

5E  李彥君         

新春游泳錦標賽 (2019) 男子 8 歲 50

米 

蝶泳 

2D  李浚賢         

男子 8 歲 50

米自由泳 

殿軍 

2D  李浚賢         

新春游泳錦標賽 (2019) 男子 8 歲 50

米背泳 

殿軍 

2D  李浚賢         

女子 9 歲 5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李雲鶴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新春游泳錦標賽 (2019) 女子 9 歲 50

米蝶泳 季軍 

3A  李雲鶴         

女子 9 歲 50

米背泳 季軍 

3A  李雲鶴         

香港警察空手道會 2019 年

空手道邀請賽 

男子初級形 

(6 歲) 冠軍 

1C  林朗棋         

2019第9屆創毅英華全港5

人足球公開賽 

2009 組碗賽 

亞軍 

4A 關卓然         

足球小將培訓坊賀歲盃 

2019  

U10(2008) 

組 季軍 

4A 關卓然         

U10 (2010) 

組 季軍 

3E  陳明琛 3E 廖泓智       

U10 (2010) 

組 最佳防守

球員 

3E  陳明琛         

THE NIKE CUP HONG 

KONG FIVE 2019  
男女子混合

10 歲以下組

別 亞軍 

3E  陳明琛 3E 廖泓智       

2019 第九屆創毅英華全港

5 人足球公開賽 

2009 組盃賽 

季軍 

3E  陳明琛 3E 廖泓智       

香港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擲壘球 

(2009 組) 

亞軍 

4A  沙逸朗         

男子 60 米 

(2009 組) 

殿軍 

4A  沙逸朗         

第 25 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

標賽 2019 

男 子 B 組 

4X100 米 

季軍 

4A  沙逸朗         

男 子 B 組

4X100 米 

季軍 

4D  王佚汛         

男子 B 組跳

遠 優異獎 

4D  王佚汛         

女子 C 組 60

米 季軍 

3B  張樂瑤         

女子C組 100

米 第 5 名 

3B  張樂瑤         

第 19 屆全港兒童細運會小

飛人大賽 

女子 D 組 60

米 亞軍 

3B  張樂瑤         

女子D組100

米 亞軍 

3B  張樂瑤         

女子A組100

米 冠軍 

6E  張凱盈         

女子A組200

米 冠軍 

6E  張凱盈         

第 7 屆天藝盃標準舞及拉

丁舞公開排名大賽 

青少年單人

標準舞 7-8歲

探戈 冠軍 

2B  黃均耀         

青少年單人

拉丁舞 8 歲

喳喳 B 組 

亞軍 

2B  黃均耀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迦密愛禮信小學跆拳道體

驗日暨國際跆拳道香港總

會分區交流 

挑戰賽 6-7歲

組 季軍 

2B  黃均耀         

品勢比賽 6-7

歲組 優異 

2B  黃均耀         

儷影盃 2018 全港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 

青少年單人

分齡單項公

開（基本步）
Viennese 

Waltz 

冠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標準

雙 項 公 開 

WT 亞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拉丁

三 項 公 開 

CRJ 亞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拉丁

五 項 公 開 

CSRPJ 冠軍 

3E  黃尹靖         

第三十屆週年舞會暨全港

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暨第

十二屆香港傑出青少年及

兒童舞蹈藝術家大獎頒獎

儀式及2018-2019青少年及

兒童精英種子選手大賽 

青少年高級

單項 D 組單

人喳喳喳 

冠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高級

單項 D 組單

人倫巴 季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高級

單項 D 組喳

喳喳 冠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高級

單項 D 組倫

巴 冠軍 

3E  黃尹靖         

2018 世界標準舞及拉丁舞

大賽香港代表暨全港傑出

青少年及兒童舞蹈藝術家

大獎 

全港傑出青

少年及兒童

舞蹈藝術家

大獎 

3E  黃尹靖         

WDC 世界單標準舞、拉丁

舞錦標賽暨香港國際標準

舞 、 拉 丁 舞 公 開 賽 暨

2017-2018 青少年及兒童精

英種子選手大賽 

青少年高級

單項 D 組倫

巴 

冠軍 

3E  黃尹靖         

2018 第十九屆區際校際標

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青少年高級

單項組單人

喳喳喳 

亞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高級

單項組單人

華爾滋 

優異 

3E  黃尹靖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三十一屆創藝盃及第十

七屆會長盃亞洲舞蹈公開

賽 2018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單

人拉丁五項

CSRPJ 亞軍 

3E  黃尹靖         

兒童及青少

年 8 歲組單

人標準五項
WTVFQ 

冠軍 

3E  黃尹靖         

公開組雙人

影子舞標準

單項 Waltz 

季軍 

3E  黃尹靖         

公開組雙人

影子舞標準

單項 Tango 

季軍 

3E  黃尹靖         

公開組雙人

影子舞標準

雙項 WT 

季軍 

3E  黃尹靖         

第七屆天藝盃標準舞及拉

丁舞公開排名大賽 

青少年單人

標準舞 9 歲

維也納華爾

滋 冠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單人

標準舞 9 歲

三項 冠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單人

標準舞 12 歲

以下五項排

名 冠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單人

拉丁舞花步

9-10 歲牛仔 

季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單人

拉丁舞 12 歲

以下三項排

名 季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單人

拉丁舞 12 歲

以下五項排

名 B 組 冠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雙人

拉丁舞同步 7

歲喳喳 亞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雙人

拉丁舞同步

7-8 歲牛仔 

季軍 

3E  黃尹靖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七屆天藝盃標準舞及拉

丁舞公開排名大賽 

青少年雙人

拉丁舞同步

10 歲喳喳 

亞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雙人

標準舞 10-11

歲探戈 亞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雙人

標準舞花步

10-11 歲華爾

滋 亞軍 

3E  黃尹靖         

IDA 香港國際標準舞及拉

丁舞大賽暨第 31 屆週年舞

會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青少年公開

單項單人喳

喳喳組 亞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公開

單項單人倫

巴組 季軍 

3E  黃尹靖         

青少年公開

單項單人華

爾滋組 亞軍 

3E  黃尹靖         

第十九屆全港校際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暨 2019 第 30

屆“會長盃”標準舞及拉

丁舞大賽 

高級單項單

人喳喳喳組 

優異 

3E  黃尹靖         

高級單項單

人倫巴組 

優異 

3E  黃尹靖         

第十五屆麗豪杯暨全港標

準舞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公開青少年

單人舞標準

舞組單人五

項 WTVFQ 

冠軍 

3E  黃尹靖         

公開青少年

單人舞標拉

丁舞組單人

三項 CRJ 

亞軍 

3E  黃尹靖         

公開青少年

單人舞標拉

丁舞組單人

五項 CSRPJ 

亞軍 

3E  黃尹靖         

第 13 屆卓姿盃香港舞蹈公

開賽 2019 

U12 Solo C/R 

3rd 

6D 趙衍伃         

U12 Solo C/J 

4th 

6D 趙衍伃         

U12 Solo Jive 

5th 

6D 趙衍伃         

U12 Solo Cha 

Cha 

5th 

6D 趙衍伃         

U12 Solo 

Rumba 

6th 

6D 趙衍伃         

 



體育 

全港性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

組中國舞 

甲級獎 

2A 黃熙純 2B  吳卓頤 2C  柯心月 2C 黎諾妍 2E  何諾詩 

2E 李沚澄 3A  單汝瑩 3A 黃仴佟 3B  鄧泳儀 3B 郭梓瑩 

3B 廖曉彤 3B 橫川羚 3C  馮芷君 3C 李家雯 3C 戴懿婷 

3C 尹仟漫 3D  陳恩祈 3D 蔣樂曈 3D 石珈頤 3D 曾悅潼 

小學高年級

組中國舞 

優等獎 

4A  程晴 4A 黎杏兒 4A 吳芷晴 4C  梁鳳晴 4E  朱炫炫 

4E  江柔 4E 羅蓓蔚 4E 盧康雅 4E 伍思曉 4E 蘇倩頤 

5A 劉曉晴 5A 李愷韻 5A 黃靖婷 5A 于卓彤 5B  蔡芷喬 

5B 崔韵枝 5C  劉姬延 5D 嚴靖彤 5E  陳思婷 5E 凌雯嫣 

6A  陳悅潼 6A 朱珮君 6A 何諾晴 6A 梁芯慈 6B  吳凱瀠 

6C  梅倩桐 6C 溫貝絲 6D  葉家蕙 6D 趙容 6E 葉焯敏 

體育舞蹈查

查查 乙級獎 

5A  蘇卓眉 6E  葉焯敏 6C  鄧淑媛 6E 尹靖茼   

體育舞蹈牛

仔 乙級獎 

5A  蘇卓眉 6E  葉焯敏 6C  鄧淑媛 6E 尹靖茼   

全港區際小學游泳比賽 男 子 乙 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 冠軍 

5C  黃暋彥 5D  鄭柏豪 5E  陳樺     

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6B  陳衍攸         

2018-2019 年度全港學界精

英乒乓球比賽 

小學男子雙

打 優異獎 

4D  王佚汛 6E  楊鈞昊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
(2019) 

女子 9 歲 100

米捷泳 冠軍 

3A  李雲鶴         

女子 9 歲 100

米蛙泳 季軍 

3A  李雲鶴         

全港小學學界跆拳道品勢

比賽 

亞軍 5D  鄭柏豪         

殿軍 4B  陳晉禧         

2019 3rd School Golf 

Driving Range Competition 

Individual 

Overall 

The First 

Runner-Up 

4A  李悅僮         

Men’s Single 

(9-10) 

Champion 

4A  李悅僮         

飛達田徑嘉年華 2019 女子 07

年組 100 米 

(百米飛人) 

第一名 

6E 張凱盈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2 周年

紀念回歸盃邀請賽 

U9 組別碟賽 

季軍 

2A  蔡鎧駿         

2019 年校際水陸兩項鐵人

賽 

(小學組) 

成功完成 

2E  陳証昊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沙田節 2018 沙田體育會盃

游泳錦標賽 

男子小飛魚

組 50 米踢板 

冠軍 

2D  李浚賢         

男子小飛魚

組 50 米自由

泳 季軍 

2D  李浚賢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游泳比

賽水試 

亞軍 3E  陳明琛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

賽 2018 

品勢組 

殿軍 

5C  孫浩朗         

搏擊組 

季軍 

1A 胡珈熙         

元朗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男子單打青

少年組 冠軍 

5E 鍾昊         

2018 大埔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8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自由式 

冠軍(破紀錄) 

4D  陳亮         

男子 8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蝶式 冠軍 

4D  陳亮         

男子 8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蛙式 亞軍 

3E  陳明琛         

男子 8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蛙式 季軍 

4D  何昊謙         

男子 8 歲或

以下組 100

米自由式 

亞軍 

4D  陳亮         

男子 8 歲或

以下組 100

米蝶式 亞軍 

3C 陳澤         

女子 8 歲或

以下組 100

米自由式 

冠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或

以下組 100

米蝶式 冠軍 

3E  曾悅潼         

女子 8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自由式 亞軍 

3E  曾悅潼         

男子 9-10 歲

組 100 米蛙

式 

冠軍(破紀錄) 

6C 張景朗         

男子 9-10 歲

組 50 米蛙式 

冠軍 

6C 張景朗         

男子 9-10 歲

組 50 米蝶式 

亞軍 

6C 張景朗         

男子 9-10 歲

組 4 乘 50 米

四式接力 

亞軍 

6C 張景朗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 大埔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 9-10 歲

組 100 米蝶

式 亞軍 

4A  鍾詠芯         

女子 9-10 歲

組 50 米自由

式 季軍 

5A  余紫琳         

女子 11-12 歲

組 100 米背

泳 冠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12 歲

組 50 米背泳 

冠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12 歲

組 50 米自由

式 亞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2 歲以

下組 4 乘 50

米自由式接

力 亞軍 

3E  曾悅潼 6B  陳衍攸       

2018 沙田節國慶盃 男子 8 歲組

25 米自由式 

冠軍 

4D 陳亮         

男子 8 歲組

25 米蛙式 

冠軍 

4D 陳亮         

男子 8 歲組

50 米自由式 

冠軍 

4D 陳亮         

男子 8 歲組

50 米蛙式 

冠軍 

4D 陳亮         

男子 8 歲組

50 米蝶式 

冠軍 

4D 陳亮         

男子 8 歲組

50 米背泳 

冠軍 

4D 陳亮         

第三十三屆新界區際水運

大會 

男子 10 歲或

以下組 100

米自由式 

亞軍 

5E  陳樺         

男子 10 歲或

以下組 50 米

自由式 亞軍 

5D  鄭柏豪         

男子 10 歲或

以下組 4X50

米自由式接

力 冠軍 

5D  鄭柏豪 5E  陳樺       

女子 10 歲或

以下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5A 余紫琳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三十三屆新界區際水運

大會 

女子 11-12 歲

組 50 米背泳 

亞軍 

6B  陳衍攸         

女子 11-12 歲

組 100 米背

泳 亞軍 

6B  陳衍攸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男子 E 組 200

米 亞軍 

5A 楊浩禮         

男子 F 組 60

米 冠軍 

4D  王佚汛         

男子 F 組 100

米 冠軍 

4D  王佚汛         

男子 F 組跳

遠 冠軍 

4D  王佚汛         

男子 F 組

4X100 米接

力 亞軍 

4A 沙逸朗 4D  王佚汛       

女子 F 組壘

球 亞軍 

4A  關天堯         

女子 F 組 60

米 亞軍 

3B  張樂瑤         

女子 F 組 100

米 亞軍 

3B 張樂瑤         

女子 E 組 60

米 冠軍 

6E 張凱盈         

女子 E 組 100

米 冠軍 

6E 張凱盈         

女子 E 組跳

遠 季軍 

6E 張凱盈         

屯門區青少年隊際跆拳道

賽 

搏擊組 

季軍 

5C  曾梓悅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19 男子兒童

4X100 米接

力 季軍 

4A 沙逸朗 4D 王佚汛       

女子青少年

60 米 亞軍 

6C  葉芷君         

女子青少年

200 米 亞軍 

6C  葉芷君         

第 22 屆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6A  徐頌祈         

男子甲組跳

遠 殿軍 

6E  程瀚         

男子甲組 4 x 

100 米接力賽 

季軍 

6A 徐啓邦 6A  徐頌祈 6B  尹肇希 6C  陳俊耀 6E  程瀚 

6E  黃敬熙         

男子甲組團

體 殿軍 

6A  林梓 6A 徐啓邦 6A  徐頌祈 6B  尹肇希 6B  吳逸駿 

6B 梁子聰 6C  張景朗 6C 趙嵐天 6C  陳俊耀 6D  陳遠哲 

6E  程瀚 6E  黃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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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屆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200

米 亞軍 

5A  楊浩禮         

男子乙組壘

球 季軍 

5A 余鎮希         

男子乙組 4 x 

100 米接力賽 

亞軍 

5A  楊浩禮 5A 江睿政 5B  簡霨桐 5B 梁柏熹 5D 鄭柏豪 

5E  陳樺         

男子乙組團

體 亞軍 

5A  楊浩禮 5A 余鎮希 5A 江睿政 5B  簡霨桐 5B 梁柏熹 

5D 鄭柏豪 5E  鍾昊 5E  陳樺     

男子丙組 60

米 亞軍 

4C 程冠傑         

男子丙組 100

米 亞軍 

4D 王佚汛         

男子丙組跳

遠 季軍 

4D 王佚汛         

男子丙組 4 x 

100 米接力賽 

冠軍 

4A 沙逸朗 4C 程冠傑 4C  羅浩楓 4D 王佚汛 4E  楊嘉傑 

男子丙組團

體 冠軍 

4A 沙逸朗 4C 程冠傑 4C  羅浩楓 4D 王佚汛 4E  楊嘉傑 

女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6E  張凱盈         

第 22 屆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200

米 亞軍 

6C  葉芷君         

女子甲組鉛

球 冠軍 

6B  林可彤         

女子甲組 4 x 

100 米接力賽 

亞軍 

6A  楊嘉瑤 6B  石詠瑜 6C  葉芷君 6D  王奕文 6E  范珮詩 

6E  張凱盈         

女子甲組團

體 亞軍 

6A  楊嘉瑤 6A  劉青霖 6A 李悅寧 6B  林可彤 6B  石詠瑜 

6C  葉芷君 6D  王奕文 6E  范珮詩 6E  張凱盈 6E  張芷晴 

女子乙組 100

米 冠軍 

5A  余紫琳         

女子乙組跳

遠 季軍 

5A  余紫琳         

女子乙組 4 x 

100 米 冠軍 

5A 李愷韻 5A 余紫琳 5A 高子澄 5A 鄭梓彤 5C  劉姬延 

5E  王晞桐         

女子乙組團

體 殿軍 

5A 李愷韻 5A 李嵐晞 5A 余紫琳 5A 葉芷婷 5A 高子澄 

5A 鄭梓彤 5C  劉姬延 5D  陳芷妍 5E  王晞桐   

女子丙組 60

米 季軍 

3A  蘇漫程         

女子丙組 4 x 

100 米 殿軍 

3A  蘇漫程 3B  張樂瑤 4A  關天堯 4A 李芷恩 4B  羅諾澄 

4D  賴韻喬         

女子丙組團

體 殿軍 

3A  蘇漫程 3B  張樂瑤 4A  關天堯 4A 林穎彤 4A 李芷恩 

4B  羅諾澄 4D  賴韻喬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

學校際足球比賽 

亞軍 3E  陳明琛  廖泓智 4A 關卓然 4C  程冠傑 4E  黎文健 

5A  謝天允 5C  孫浩朗 5D  張智樂 5E  麥旨豐 6A  陳翰弘 

6A 陳令韜 6B 黎文諾 6C  趙嵐天 6C 賴卓泓 6C 李昊臻 

6C 曾以軒 6D 李信華 6E  程瀚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

學校際女子籃球比賽 

殿軍 3D 黃焯瑩 4A  李芷恩 4A 楊思潁 5A  林鎧晴 6A  何諾晴 

6A 林子言 6A 劉令詩 6A 莫泳銦 6D  王奕文 6D 黃德恩 

6E  張凱盈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大埔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3D 黃焯瑩 4A  李芷恩 4A 楊思潁 5A  林鎧晴 5B 黃雅馨 

6A  何諾晴 6A 林子言 6A 劉令詩 6A 莫泳銦 6D  王奕文 

6D 黃德恩 6E  張凱盈       

KAISER 盃足球比賽 亞軍 2A  蔡鎧駿         

大埔區第 38 屆校際舞蹈比

賽 

高小組 

金獎 

4A  程晴 4A 黎杏兒 4A 吳芷晴 4C  梁鳳晴 4E  朱炫炫 

4E  江柔 4E 羅蓓蔚 4E 盧康雅 4E 伍思曉 4E 蘇倩頤 

5A 劉曉晴 5A 李愷韻 5A 黃靖婷 5A 于卓彤 5B  蔡芷喬 

5B 崔韵枝 5C  劉姬延 5D 嚴靖彤 5E  陳思婷 5E 凌雯嫣 

6A  陳悅潼 6A 朱珮君 6A 何諾晴 6A 梁芯慈 6B  吳凱瀠 

6C  梅倩桐 6C 溫貝絲 6D  葉家蕙 6D 趙容 6E 葉焯敏 

高小組 

最佳服裝獎 

4A  程晴 4A 黎杏兒 4A 吳芷晴 4C  梁鳳晴 4E  朱炫炫 

4E  江柔 4E 羅蓓蔚 4E 盧康雅 4E 伍思曉 4E 蘇倩頤 

5A 劉曉晴 5A 李愷韻 5A 黃靖婷 5A 于卓彤 5B  蔡芷喬 

5B 崔韵枝 5C  劉姬延 5D 嚴靖彤 5E  陳思婷 5E 凌雯嫣 

6A  陳悅潼 6A 朱珮君 6A 何諾晴 6A 梁芯慈 6B  吳凱瀠 

6C  梅倩桐 6C 溫貝絲 6D  葉家蕙 6D 趙容 6E 葉焯敏 

初小組 

銀獎 

2A 黃熙純 2B  吳卓頤 2C  柯心月 2C 黎諾妍 2E  何諾詩 

2E 李沚澄 3A  單汝瑩 3A 黃仴佟 3B  鄧泳儀 3B 郭梓瑩 

3B 廖曉彤 3B 橫川羚 3C  馮芷君 3C 李家雯 3C 戴懿婷 

3C 尹仟漫 3D  陳恩祈 3D 蔣樂曈 3D 石珈頤 3D 曾悅潼 

沙田節 2019 沙田武術錦標

賽——高小組學校集體拳

術組 

長拳 

第二名 

1D  李諾  殷崇博 1E  林子翀 2A  張奧倫 2B 吳空 

2E  陳栢熙 2E 何致銳 3B  古倬銚 3D  賴美岑 6A  李彥衡 

6B  吳逸駿         

第二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Tai Po Fencing 2019 First 

Quarter Competition 

Mixed Foil 

Age 8-11 

Champion 

5C  陳劭旻         

Tai Po Fencing 2018 

Q3Competition 

Mixed Epee 

Age 10-13 

4th  

Runner-Up 

5C  陳劭旻         

2019 大埔體育會兒童體操

比賽 

女子 7-8歲組

自由操 冠軍 

2B  蘇芊彤         

女子 7-8歲組

跳馬 冠軍 

2B  蘇芊彤         

男子 7-8歲組

自由操 冠軍 

2D  蘇嘉誠         

男子 7-8歲組

跳馬 殿軍 

2D  蘇嘉誠         

第 4 屆大埔盃小型足球比

賽 (2018-2019)  

U8（碟賽組） 

冠軍 

2A  蔡鎧駿         

U10 組 

亞軍 

4A  關卓然         

大埔足球會  X 陳漢記 

2019 復活節盃五人足球賽  

U10 (盃賽組) 

冠軍 

4A  關卓然         

U10 (盃賽組) 

季軍 

3E  陳明琛 3E 廖泓智       

U8 (碟賽組) 

亞軍 

2A 蔡鎧駿         

2019 屯門國際標準舞及拉

丁舞公開賽 

冠軍 3E  黃尹靖         

亞軍 3E  黃尹靖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沙田盃新秀賽 女子 2010 年

組 50 米蝶式 

季軍 

3E  曾悅潼         

女子 2010 年

組 50 米背泳 

殿軍 

3E  曾悅潼         

女子 2010 年

組 50 米自由

泳 季軍 

3E  曾悅潼         

4X50 米四式

接力 亞軍 

3E  曾悅潼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傑出運動員 

6C  張景朗         

男子甲組 

100 米蛙式 

冠軍(破大會

紀錄) 

6C  張景朗         

男子甲組 

50 米蛙式 

冠軍 

6C  張景朗         

男子甲組 

50 米蛙式 

殿軍 

6A  徐啓邦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 季軍 

2A  詹皓霖 5B 戴偉浩 5D  凌浚軒 6A 徐啓邦 6C  張景朗 

6E  黃敬熙         

男子甲組 

團體季軍 

2A  詹皓霖 5B 戴偉浩 5D  凌浚軒 6A 徐啓邦 6C  張景朗 

6E  黃敬熙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式 

冠軍 

5E  陳樺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式 

季軍 

5E 鄧柏航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式 

冠軍 

5D  鄭柏豪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式 

亞軍 

5E  陳樺         

男子乙組 50

米蛙式 亞軍 

5D  鄭柏豪         

男子乙組 100

米蛙式 亞軍 

5C  黃暋彥         

男子乙組 100

米蛙式 殿軍 

4D  何昊謙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季軍 

5C  黃暋彥         

男子乙組 50

米蝶式 殿軍 

2D  李浚賢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 子 乙 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 亞軍 

2D  李浚賢 4D  何昊謙 5C  黃暋彥 5D  鄭柏豪 5E 鄧柏航 

5E  陳樺         

男子乙組團

體 冠軍 

2D  李浚賢 4D  何昊謙 5C  黃暋彥 5D  鄭柏豪 5E 鄧柏航 

5E  陳樺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式 

亞軍 

4D 陳亮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亞軍 

4D 陳亮         

男子丙組 50

米蛙式 亞軍 

4A  潘承錕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殿軍 

1E  代承熙         

男 子 丙 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 亞軍 

1E  代承熙 2B  田家澤 3C  陳澤 4A  潘承錕 4D 陳亮 

4D  楊庭揮         

男子丙組團

體 冠軍 

1E  代承熙 2B  田家澤 3C  陳澤 4A  潘承錕 4D 陳亮 

4D  楊庭揮         

女子甲組 

傑出運動員 

6B  陳衍攸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式 

冠軍 

6B  陳衍攸         

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 冠軍

(破大會紀錄) 

6B  陳衍攸         

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6A 盧芷莙         

女子甲組 100

米蛙式 季軍 

6A 何諾晴         

女子甲組 50

米蛙式 殿軍 

6A 何諾晴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式 

季軍 

6A 盧芷莙         

女 子 甲 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 亞軍 

2E  何諾詩 6A 何諾晴 6A 盧芷莙 6B  陳衍攸 6B  張愛靈 

6E  馮皓晴         

女子甲組團

體 冠軍 

2E  何諾詩 6A 何諾晴 6A 盧芷莙 6B  陳衍攸 6B  張愛靈 

6E  馮皓晴         

女子乙組 50

米碟式 冠軍 

4A  鍾詠芯         

女子乙組 50

米碟式 亞軍 

3E 曾悅潼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式 

亞軍 

4A  鍾詠芯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式 

季軍 

5A  余紫琳         

 



體育 

新界及大埔區體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式 

季軍 

3E 曾悅潼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 亞軍 

5A  余紫琳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 殿軍 

4D  張頌靈         

女子乙組 50

米蛙式 季軍 

5C  劉姬延         

女子乙組 100

米蛙式 季軍 

5C  劉姬延         

女子乙組 100

米蛙式 殿軍 

5A  鄭梓彤         

女 子 乙 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 亞軍 

3E 曾悅潼 4A  鍾詠芯 5A  余紫琳 5A  鄭梓彤 5C  劉姬延 

5D 簡悅妤         

女子乙組團

體冠軍 

3E 曾悅潼 4A  鍾詠芯 5A  余紫琳 5A  鄭梓彤 5C  劉姬延 

5D 簡悅妤         

女 子 丙 組

4X50 米自由

式接力 亞軍 

2B  楊馨雅 3A  李雲鶴 4A  陳心攸 4A 楊思潁 4C  李妙瀛 

4E  朱炫炫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團體 

冠軍 

2D  歐陽穎芝 5A  鄭梓彤 6A 莫筱柔 6C  孔思穎 6E  張凱盈 

女子單打 

亞軍 

2D  歐陽穎芝         

女子 

傑出運動員 

2D  歐陽穎芝 5A  鄭梓彤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小學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 

冠軍 

4D  王佚汛 5A  楊浩禮 5E  李彥君 6A  李浩禎 6E  楊鈞昊 

女子團體 

殿軍 

3A  嚴日柔 3B  陳珈瑩 5B  戴芷昕 6A  韓霓彬 6B  蘇穎琛 

2018-2019 年度全港小學校

際體育比賽——大埔區 

男子組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女子組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大埔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

賽 

男子 

傑出運動員 

6A  李浩禎 6E  楊鈞昊       

女子 

傑出運動員 

3B  陳珈瑩         

大埔區分齡乒乓球賽 10-11 歲組單

打亞軍 

6A  李浩禎         

2019 年屯門區第 33 屆舞蹈

比賽 

東方舞少年

組銀獎 

2A 蔡鎧駿         

大埔劍擊男女混合重劍

9-11 歲 

冠軍 5A 呂樂為         

 

 

  



制服團隊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全港小童軍、幼童軍、快樂

小蜜蜂、小女童軍中文及英

文書法比賽 

小童軍及快

樂小蜜蜂中

文書法組 

總亞軍 

大埔南第 17 旅     

3A  朱俊熙         

小童軍中文

書法組 

大埔南第 17 旅     

3A  朱俊熙         

新界東地域 2018 優異旅團 優異旅團 大埔南 17 旅小童軍 A 團     

大埔南 17 旅小童軍 B 團     

大埔南 17 旅幼童軍 A 團     

大埔南 17 旅幼童軍 B 團     

幼童軍金紫荊獎 金紫荊獎章 6A  侯日建 6C  王凱穎 6D  周子盛 6D 趙衍伃 6E 潘芷欣 

6E 黃彥朗 1718  詹東尼 1718 黃宗揚 1718 吳沁桐 1718 許心怡 

1718 廖子航 1718 王凱寧       

 

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童‧演 NTER Got Talent 亞軍 4C  梁卓慧         

最具台風獎 4C  梁卓慧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公益

少年團——公益少年團團

員獎勵計劃 

 

高級獎章 6A 徐頌祈 6A 陳令韜 6D  鍾欣澄 6E  黃敬熙 6E 張凱盈 

1718  葉穎 1718  詹東尼       

中級獎章 5A 黃欣賢 5A 于卓彤 5C  黃巧瑩 5E  馬詩詠 5E 凌雯嫣 

6A  劉令詩 6A 陳悅潼 6A 徐啓邦 6A 徐頌祈 6B  吳逸駿 

6C  葉芷君         

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 

6A  陳令韜         

積極團隊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公益

少年團——領袖訓練計劃 

卓越表現獎 5E 凌雯嫣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

籌款、慈善遠足籌款、「你

想」環保籌款活動 

大埔區 

金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全港 

銀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8-2019 年度大埔區公益

少年團——“環保為公益

運動”慈善花卉義賣 

銀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19-20 年度地域總監盃小童

軍比賽 

叠叠樂 

冠軍 

1B 陳子睿 1B 李長碩 1E 劉俊霆 2A 洪詠茵 2B 葉衍洋 

2C 李彥羲 2C 顏子熙       

拋拋樂 

亞軍 

1B 陳子睿 1B 李長碩 1E 劉俊霆 2A 洪詠茵 2B 葉衍洋 

2C 李彥羲 2C 顏子熙       

看看樂 

季軍 

1B 陳子睿 1B 李長碩 1E 劉俊霆 2A 洪詠茵 2B 葉衍洋 

2C 李彥羲 2C 顏子熙       

全場總冠軍 1B 陳子睿 1B 李長碩 1E 劉俊霆 2A 洪詠茵 2B 葉衍洋 

2C 李彥羲 2C 顏子熙       

 

  



制服團隊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年度小童軍遊戲

比賽（區總監盃） 

單項比賽—

小童軍運大

橙 季軍 

2A  廖信恩 2A 洪詠茵 2C  顏子熙 2C 李彥羲 2C 陳晞彤 

2D  湯慕勤 2D 區展睿 2E  簡柏然     

單項比賽—

小模特兒 

亞軍 

2A  廖信恩 2A 洪詠茵 2C  顏子熙 2C 李彥羲 2C 陳晞彤 

2D  湯慕勤 2D 區展睿 2E  簡柏然     

單項比賽—

小模特兒 

季軍 

1A  雷以心 1B  陳子睿 1B 橫川海 1B 劉昕諾 1B 李長碩 

1D  梁凱晴 1D 鄧樂洋 1E  劉俊霆 1E 陳思螢 1E 楊煜韜 

單項比賽—

小鞋子大挑

戰 冠軍 

2A  廖信恩 2A 洪詠茵 2C  顏子熙 2C 李彥羲 2C 陳晞彤 

2D  湯慕勤 2D 區展睿 2E  簡柏然     

單項比賽—

乒乓球速遞 

冠軍 

1A  雷以心 1B  陳子睿 1B 橫川海 1B 劉昕諾 1B 李長碩 

1D  梁凱晴 1D 鄧樂洋 1E  劉俊霆 1E 陳思螢 1E 楊煜韜 

單項比賽—

乒乓球速遞 

季軍 

2A  廖信恩 2A 洪詠茵 2C  顏子熙 2C 李彥羲 2C 陳晞彤 

2D  湯慕勤 2D 區展睿 2E  簡柏然     

親子項目 

冠軍 

2A  廖信恩 2A 洪詠茵 2C  顏子熙 2C 李彥羲 2C 陳晞彤 

2D  湯慕勤 2D 區展睿 2E  簡柏然     

親子項目 

季軍 

1A  雷以心 1B  陳子睿 1B 橫川海 1B 劉昕諾 1B 李長碩 

1D  梁凱晴 1D 鄧樂洋 1E  劉俊霆 1E 陳思螢 1E 楊煜韜 

全場總亞軍 2A  廖信恩 2A 洪詠茵 2C  顏子熙 2C 李彥羲 2C 陳晞彤 

2D  湯慕勤 2D 區展睿 2E  簡柏然     

全場總季軍 1A  雷以心 1B  陳子睿 1B 橫川海 1B 劉昕諾 1B 李長碩 

1D  梁凱晴 1D 鄧樂洋 1E  劉俊霆 1E 陳思螢 1E 楊煜韜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國性及國際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二十屆“飛向北京 飛向

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

天模型教育競賽活動總決

賽 

“紅雀”橡

筋動力機 

競時賽小學

女子組 

銀獎(一等獎) 

1718 吳沁桐         

“紅雀”橡

筋動力機 

競時賽 

小學女子組

優勝獎 

6C 徐銘彤         

“美嘉欣”

遙控四軸飛

行器競時賽

小學男子組 

二等獎 

5A 鍾易庭         

“美嘉欣”

遙控四軸飛

行器競時賽

小學男子組 

優勝獎 

1718 張綽恒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國性及國際健康及環保教育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水火箭 50 米

定點打靶賽 

小學男子組 

三等獎 

1718 張綽恒         

水火箭 50 米

定點打靶賽 

小學女子組 

三等獎 

6C 徐銘彤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

校”大獎 

小學組 

季軍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著綠校園計劃暨環保隊長

Captain Green 2018/19 

STEM模型車

設計比賽（小

學組） 

綠 STEM 王 

5A  呂樂為 5A 鄺頌庭 5A 鍾易庭 6C  徐銘彤   

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 飛

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

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賽

區)2019——小學組 

美嘉欣遙控

四軸飛行器

競時賽 

冠軍(一等獎) 

5C  孫浩朗         

美嘉欣遙控

四軸飛行器

競時賽 

亞軍(一等獎) 

5B  簡霨桐         

美嘉欣遙控

四軸飛行器

競時賽 

二等獎 

5A  鍾易庭         

美嘉欣遙控

四軸飛行器

競時賽 

三等獎 

5B  郭庭軒         

美嘉欣遙控

四軸飛行器

競時賽 

優勝獎 

5A  呂樂為         

水火箭 40 米

定點打靶賽

小學男子組 

亞軍(一等獎) 

6C  曾以軒         

水火箭 40 米

定點打靶賽

小學男子組 

殿軍(一等獎) 

5A  李奕朗         

水火箭 40 米

定點打靶賽

小學男子組 

三等獎 

5A  鍾易庭 5A 鄺頌庭 5A 余鎮希 6C  賴卓泓 6C 趙嵐天 

6C 李梓聰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 飛

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

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賽

區)2019——小學組 

水火箭 40 米

定點打靶賽

小學女子組 

冠軍(一等獎) 

5A 李嵐晞         

水火箭 40 米

定點打靶賽

小學女子組 

二等獎 

6C  徐銘彤         

紅雀橡筋動

力飛機競時

賽小學男子

組 三等獎 

5A  李奕朗         

紅雀橡筋動

力飛機競時

賽小學女子

組 二等獎 

6C  徐銘彤         

紅雀橡筋動

力飛機競時

賽小學女子

組 優勝獎 

5A 李嵐晞         

黃鸝手擲飛

機直線距離

賽小學組 

冠軍(一等獎) 

5A  馬璟楠         

黃鸝手擲飛

機直線距離

賽小學組 

季軍(一等獎) 

5A  鍾易庭         

黃鸝手擲飛

機直線距離

賽小學組 

殿軍(一等獎) 

5A 余鎮希         

黃鸝手擲飛

機直線距離

賽小學組 

二等獎 

5A 鄺頌庭         

2018-19 陽光笑容滿校園計

劃 

金獎 

 

1A 陳晞瑜 1A 陳億芯 1A 張嘉倩 1A 周苡芹 1A 朱見恒 

1A 徐溢 1A 范文浩 1A 何棨政 1A 何悅心 1A 胡語桐 

1A 江誠峻 1A 龔以朗 1A 郭政彥 1A 羅雅玟 1A 李悅諪 

1A 李昇宇 1A 李震軒 1A 羅健朗 1A 雷以心 1A 呂穎妍 

1A 羅子宸 1A 彭靜秋 1A 潘晉謙 1A 蘇仲賢 1A 蘇萬龍 

1A 蘇煒焮 1A 唐卓言 1A 謝匡允 1A 王俊森 1A 黃子盛 

1A 胡珈熙 1A 胡誠澧 1A 余浩然 1B 陳凱然 1B 陳㮾晉 

1B 陳栢慧 1B 陳子睿 1B 鄭善境 1B 張展朗 1B 張予艾 

1B 趙承軒 1B 馮子建 1B 林卓晞 1B 林子羽 1B 劉子晴 

1B 劉芷琳 1B 劉昕諾 1B 羅皓瞻 1B 李長碩 1B 李晨希 

1B 勞卓軒 1B 林詠琛 1B 巫裕揚 1B 柯宇哲 1B 蘇朗賢 

1B 唐穎 1B 曾晞彤 1B 曾懷德 1B 曾炫雅 1B 黃君立 

1B 黃朗 1B 黃玉瑜 1B 橫川海 1B 苑榮軒 1B 占博聞 

1C 陳德龍 1C 陳賢熹 1C 陳玥涵 1C 鍾劭謙 1C 鍾蔚翹 

1C 鍾依明 1C 施禮傑 1C 侯雅琳 1C 黃子誠 1C 甘梓霖 

1C 高朗瑜 1C 管淳珏 1C 黎仲一 1C 林朗棋 1C 林佩甄 

1C 梁晞妍 1C 李樂琛 1C 梁雅云 1C 勞紹華 1C 雷曉鈴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19 陽光笑容滿校園計

劃 

金獎 1C 羅若騫 1C 麥睿洋 1C 文皓霆 1C 巫汪洋 1C 吳冠龍 

1C 吳倚楓 1C 曾泳翔 1C 謝皚澄 1C 王海昕 1C 王卓盈 

1C 黃駿熹 1C 王晞妍 1D 陳希翹 1D 陳以樂 1D 蔡筱棠 

1D 朱霆睿 1D 朱煒澄 1D 李諾 1D 高愷利 1D 關桭㵆 

1D 羅卓琳 1D 李昊朗 1D 梁凱晴 1D 梁嘉希 1D 李煦澄 

1D 李雨龍 1D 吳匡怡 1D 伍思行 1D 吳恩寧 1D 蕭駿宇 

1D 蘇寶雅 1D 譚梓瑩 1D 鄧正忻 1D 鄧樂洋 1D 黃曦哲 

1D 黃凱逸 1D 黃暋喬 1D 殷祟博 1D 陽承錫 1D 楊紫妍 

1D 邱奕橓 1D 叶果然 1D 姚善康 1E 陳思螢 1E 陳以諾 

1E 鄭梓桓 1E 張凱溍 1E 蔡榕山 1E 鍾泓昇 1E 代承熙 

1E 傅梓涵 1E 何文修 1E 禤慧儀 1E 林子翀 1E 劉俊霆 

1E 李鎧澄 1E 梁智晴 1E 梁智茵 1E 梁喬博 1E 李金宸 

1E 李明骏 1E 李鈺哲 1E 劉旭昆 1E 吳諾謙 1E 邱芷筠 

1E 阮心兒 1E 蘇菱雅 1E 鄧紫晴 1E 崔希藍 1E 黃學寬 

1E 王恩諾 1E 吳沛霖 1E 謝陽澤 1E 薛純熙 1E 楊煜韜 

2A 陳逸夫 2A 張宏耀 2A 陳書哲 2A 陳書涵 2A 鄭嘉儀 

2A 張川淏 2A 張淳雪 2A 趙志康 2A 蔡晞然 2A 蔡鎧駿 

2A 洪詠茵 2A 蔣亦軒 2A 詹皓霖 2A 郭鉞婷 2A 黎日朗 

2A 林希蔚 2A 李焌熙 2A 李鈞浩 2A 李瑞瑤 2A 梁睿希 

2A 廖信恩 2A 吳毅添 2A 沈珈如 2A 冼思睿 2A 蘇晞旻 

2A 譚樂天 2A 曾卓楠 2A 董敬諾 2A 溫貝加 2A 黃晞旻 

2A 黃熙純 2A 王心盈 2A 黃崢 2A 葉希晴 2A 張奧倫 

2A 趙一然 2B 陳灝霆 2B 陳祉荍 2B 鄭俊軒 2B 鄭明慧 

2B 張欽皓 2B 徐詩雅 2B 徐永諾 2B 馮欣然 2B 侯珮珈 

2B 葉衍洋 2B 姜蕊喬 2B 江依晴 2B 林天殷 2B 劉睿燊 

2B 李沚臻 2B 李程諾 2B 李曉恩 2B 李嘉琦 2B 梁海霖 

2B 李坤曦 2B 李永耀 2B 羅天志 2B 吳卓頤 2B 伍浠瑤 

2B 潘衍行 2B 蘇芊彤 2B 蘇嘉峻 2B 蘇澤瑞 2B 田家澤 

2B 黃均耀 2B 黃御瑋 2B 黃乙祺 2B 黃蕊翹 2B 吳空 

2B 楊馨雅 2C 陳晞彤 2C 陳霆曦 2C 鄭曉彤 2C 鄭柏烯 

2C 鄭伊彤 2C 張珀銘 2C 張芷滢 2C 周寗洝 2C 朱浩然 

2C 朱泓睿 2C 戴斌杰 2C 鄧焌豐 2C 謝可欣 2C 柯心月 

2C 黎諾妍 2C 賴心然 2C 林熙姸 2C 梁頌朗 2C 李彥羲 

2C 劉鎮豪 2C 盧麗妍 2C 盧洛謙 2C 麥卓妍 2C 伍卓能 

2C 吳宇碩 2C 顏子熙 2C 單生贏 2C 蕭蔚祺 2C 蘇頌迦 

2C 孫健友 2C 溫哲美 2C 黃梓瑛 2C 黃裕俙 2C 姚皓曦 

2C 楊浩 2C 姚詩穎 2D 區展睿 2D 歐陽穎芝 2D 陳曉蓓 

2D 陳曉彤 2D 陳書妍 2D 陳雪柔 2D 鄭梓瑩 2D 張庭晞 

2D 張梓澄 2D 莊懿澄 2D 黃藍慧 2D 黎凱婷 2D 黎文樂 

2D 李莃童 2D 梁碩文 2D 李柏軒 2D 李本澤 2D 李浚賢 

2D 劉益琳 2D 盧禹軒 2D 彭信一 2D 潘思淇 2D 蘇嘉誠 

2D 蘇源圻 2D 鄧蕙馨 2D 杜牧之 2D 湯慕勤 2D 鄭晉熙 

2D 崔誠希 2D 黃梽朗 2D 黃珞桐 2D 楊采螢 2D 姚雯霽 

2D 楊健一 2D 鄭竣仁 2E 陳証昊 2E 陳韻翹 2E 陳栢熙 

2E 鄭安哲 2E 鄭希彤 2E 程文裕 2E 朱珀賢 2E 徐詠琪 

2E 何致銳 2E 何諾詩 2E 胡智閎 2E 許鈞皓 2E 簡柏然 

2E 黎綺澄 2E 藍曉慧 2E 李朗瑛 2E 李栢軒 2E 李沚澄 

2E 李昜霖 2E 梁天恩 2E 梁榛庭 2E 梁恩慈 2E 黎耀之 

2E 廖善蕎 2E 盧忠廷 2E 吳韋樑 2E 秦睿涵 2E 石天茵 

2E 蘇梓鋒 2E 譚凱聰 2E 鄧麒亨 2E 黃皓正 2E 胡睿晴 

2E 楊啟言 2E 張瑞文 3A 陳讚樂 3A 陳嘉琳 3A 鄭啓宥 

3A 朱嘉敏 3A 徐永諾 3A 鍾昕縈 3A 何耀軒 3A 郭俙妏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19 陽光笑容滿校園計

劃 

金獎 3A 黎芷妤 3A 林俊旭 3A 羅巧楠 3A 李曉琳 3A 梁灝穎 

3A 栗心悅 3A 李梓明 3A 李雲鶴 3A 林卓熙 3A 盧凱琳 

3A 羅茜心 3A 麥熙傑 3A 巫正曦 3A 曲航承 3A 單汝瑩 

3A 蘇漫程 3A 蘇柏然 3A 鄧渝靜 3A 溫栢炫 3A 王希楠 

3A 黃雅雯 3A 黃仴佟 3A 謝梓睿 3A 嚴梓菱 3A 嚴日柔 

3A 朱俊熙 3A 莊峻寧 3B 陳晸橋 3B 陳珈瑩 3B 陳雅妍 

3B 鄭晰維 3B 張樂瑤 3B 張仁滐 3B 莊祖俊 3B 鄒祈孜 

3B 莊曉嵐 3B 鄧泳儀 3B 段依宸 3B 何天一 3B 許凱婷 

3B 洪炘昇 3B 古倬銚 3B 郭梓瑩 3B 黎浚熙 3B 賴明揚 

3B 劉永鍵 3B 李芯柔 3B 李靖童 3B 廖曉彤 3B 蘇梓朗 

3B 譚卓晞 3B 鄧柏殷 3B 丁巧游 3B 曾向晴 3B 黃巧璇 

3B 王文卓 3B 王穎思 3B 橫川羚 3B 張聖澤 3C 蔡梓錡 

3C 陳澤 3C 周凱東 3C 張展圖 3C 崔焯瑩 3C 馮芷君 

3C 馮穎晞 3C 何栢東 3C 賴兆鴻 3C 林佩鈴 3C 劉曉瑜 

3C 李哲嵐 3C 李沛軒 3C 李心柔 3C 李欣彥 3C 李家雯 

3C 廖梓皓 3C 吳凱晴 3C 柯錦安 3C 沈奕成 3C 戴懿婷 

3C 謝頌懷 3C 溫凱琪 3C 王子驍 3C 黃朗軒 3C 黃焯泓 

3C 黃瀞嬅 3C 黃敏軒 3C 尹仟漫 3C 謝琬兒 3C 楊曦瑤 

3C 葉子傑 3C 姚善妤 3C 余帕羲 3C 袁安娜 3D 陳曉葵 

3D 陳子軒 3D 陳恩祈 3D 蔣宜均 3D 周志發 3D 徐愷潼 

3D 馮皓昕 3D 高震朗 3D 江睿喬 3D 郭峻霖 3D 鄺子琪 

3D 賴美岑 3D 林思睿 3D 劉寶琪 3D 李凱恩 3D 凌浚庭 

3D 廖小凡 3D 呂宛蕎 3D 林靖 3D 麥靖妍 3D 吳巧頤 

3D 石珈頤 3D 黃卓希 3D 黃焯瑩 3D 黃進彥 3D 黃愷晴 

3D 黃樂婷 3D 黃柏喬 3D 黃筱穎 3D 黃德寶 3D 邱宇澤 

3D 姚俊丞 3D 曾世豪 3D 趙文菁 3E 區瀚燊 3E 陳浠嵐 

3E 陳善資 3E 陳漪橦 3E 陳明琛 3E 鄭芷婷 3E 張栢浩 

3E 徐源浠 3E 何一心 3E 何映瑤 3E 黎心沂 3E 黎梓鋒 

3E 林卓翹 3E 林于琦 3E 劉辰麟 3E 劉埻 3E 李子齊 

3E 梁思齊 3E 梁奕朗 3E 廖卓楠 3E 劉楷瑞 3E 廖泓智 

3E 馬巧盈 3E 麥旨喬 3E 莫晞彤 3E 曾澆穎 3E 曾悅潼 

3E 曾允成 3E 黃尹靖 3E 黃梓熙 3E 黃詠彤 3E 姚忻彤 

3E 葉曦 3E 葉昭穎 3E 葉煒妍     

陽 光 笑 容 滿 校 園 行 動
2018-19 

積極推廣活

動大使 

4C 林焯楠 4C 李卓倫 4C 冼乾睿 4C 蕭駿諺 4E  洪庭浠 

別具心得陽

光笑容大使 

4C  李妙瀛 4D  陳昕瑤 4E  唐心兒 4E  徐沁蕎 4E  鄧懿 

5A 李嵐晞 5A 馬璟楠 5B 簡霨桐 5B 郭庭軒 5C 孫浩朗 

6C 曾以軒 6C 賴卓泓 6C 趙嵐天 6C 徐銘彤 6C 李梓聰 

2018-2019 

夏日動感 SportACT 

獎勵計劃 

金獎 1A 張嘉倩 1A 何悅心 1A 胡語桐 1A 龔以朗 1A 羅雅玟 

1A 李悅諪 1A 羅健朗 1A 雷以心 1A 呂穎妍 1A 羅子宸 

1A 彭靜秋 1A 蘇仲賢 1A 謝匡允 1A 王俊森 1A 黃子盛 

1A 胡珈熙 1B 陳凱然 1B 陳栢慧 1B 陳子睿 1B 馮子建 

1B 林子羽 1B 劉芷琳 1B 羅皓瞻 1B 李長碩 1B 李晨希 

1B 巫裕揚 1B 曾晞彤 1B 黃君立 1B 橫川海 1B 苑榮軒 

1C 陳玥涵 1C 鍾劭謙 1C 鍾蔚翹 1C 施禮傑 1C 侯雅琳 

1C 甘梓霖 1C 高朗瑜 1C 管淳珏 1C 林朗棋 1C 梁晞妍 

1C 梁雅云 1C 雷曉鈴 1C 麥睿洋 1C 吳冠龍 1C 吳倚楓 

1C 謝皚澄 1C 王卓盈 1D 朱霆睿 1D 朱煒澄 1D 李  諾 

1D 高愷利 1D 吳世皜 1D 吳恩寧 1D 蕭駿宇 1D 蘇寶雅 

1D 鄧正忻 1D 殷祟博 1E 代承熙 1E 傅梓涵 1E 何文修 

1E 林子翀 1E 劉俊霆 1E 李鎧澄 1E 梁智晴 1E 梁智茵 

1E 梁喬博 1E 李金宸 1E 李鈺哲 1E 劉旭昆 1E 邱芷筠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夏日動感 SportACT 

獎勵計劃 

 

金獎 

 

1E 蘇菱雅 1E 崔希藍 1E 黃學寬 1E 謝陽澤 2A 趙志康 

2A 蔡鎧駿 2A 洪詠茵 2A 蔣亦軒 2A 詹皓霖 2A 郭鉞婷 

2A 黎日朗 2A 李焌熙 2A 李鈞浩 2A 李瑞瑤 2A 冼思睿 

2A 蘇晞旻 2A 譚樂天 2A 曾卓楠 2A 董敬諾 2A 王心盈 

2A 陳逸夫 2B 吳  空 2B 田家澤 2B 黃均耀 2B 黃蕊翹 

2B 陳祉荍 2B 鄭俊軒 2B 鄭明慧 2B 徐永諾 2B 侯珮珈 

2B 劉睿燊 2B 梁海霖 2B 吳卓頤 2B 潘衍行 2B 蘇芊彤 

2B 蘇嘉峻 2B 蘇澤瑞 2C 鄭伊彤 2C 張珀銘 2C 張芷滢 

2C 周寗洝 2C 朱浩然 2C 朱泓睿 2C 戴斌杰 2C 謝可欣 

2C 賴心然 2C 林熙姸 2C 麥卓妍 2C 吳宇碩 2C 顏子熙 

2C 單生贏 2C 蘇頌迦 2C 孫健友 2C 楊  浩 2C 陳霆曦 

2D 歐陽穎芝 2D 楊采螢 2D 姚雯霽 2D 鄭晉熙 2D 崔誠希 

2D 區展睿 2D 陳曉蓓 2D 陳曉彤 2D 張庭晞 2D 黎凱婷 

2D 黎文樂 2D 李莃童 2D 梁碩文 2D 李柏軒 2D 李浚賢 

2D 劉益琳 2D 盧禹軒 2D 彭信一 2D 潘思淇 2D 蘇嘉誠 

2D 蘇源圻 2D 杜牧之 2D 湯慕勤 2E 陳栢熙 2E 鄭安哲 

2E 朱珀賢 2E 徐詠琪 2E 何致銳 2E 何諾詩 2E 胡智閎 

2E 簡柏然 2E 黎綺澄 2E 李朗瑛 2E 李沚澄 2E 李昜霖 

2E 梁天恩 2E 梁榛庭 2E 梁恩慈 2E 廖善蕎 2E 盧忠廷 

2E 蘇梓鋒 2E 譚凱聰 2E 黃皓正 2E 胡睿晴 2E 楊啟言 

2E 鄭希彤 3A 郭俙妏 3A 林俊旭 3A 梁灝穎 3A 李梓明 

3A 盧凱琳 3A 麥熙傑 3A 曲航承 3A 單汝瑩 3A 蘇漫程 

3A 鄧渝靜 3A 王希楠 3A 黃仴佟 3A 謝梓睿 3A 嚴梓菱 

3A 嚴日柔 3A 朱俊熙 3A 莊峻寧 3A 林卓熙 3B 陳晸橋 

3B 陳雅妍 3B 鄭晰維 3B 張樂瑤 3B 鄒祈孜 3B 莊曉嵐 

3B 鄧泳儀 3B 何天一 3B 許凱婷 3B 洪炘昇 3B 古倬銚 

3B 郭梓瑩 3B 黎浚熙 3B 廖曉彤 3B 蘇梓朗 3B 丁巧游 

3B 曾向晴 3B 橫川羚 3B 陳珈瑩 3C 張展圖 3C 馮芷君 

3C 林佩鈴 3C 李沛軒 3C 李心柔 3C 李家雯 3C 廖梓皓 

3C 柯錦安 3C 戴懿婷 3C 溫凱琪 3C 王子驍 3C 謝琬兒 

3C 余帕羲 3C 馮穎晞 3D 陳曉葵 3D 蔣樂曈 3D 徐愷潼 

3D 高震朗 3D 江睿喬 3D 郭峻霖 3D 林思睿 3D 凌浚庭 

3D 林  靖 3D 麥靖妍 3D 黃焯瑩 3D 黃進彥 3D 黃愷晴 

3D 黃樂婷 3D 黃柏喬 3D 黃德寶 3D 邱宇澤 3D 趙文菁 

3D 馮皓昕 3E 區瀚燊 3E 陳漪橦 3E 陳明琛 3E 何映瑤 

3E 梁思齊 3E 廖卓楠 3E 劉楷瑞 3E 麥旨喬 3E 曾悅潼 

3E 黃尹靖 3E 黃詠彤 3E 葉昭穎 3E 李子齊 4A 陳毅堯 

4A 陳心攸 4A 沙逸朗 4A 黃悅心 4A 解本鳴 4A 楊思潁 

4A 陳琛銘 4A 程  晴 4A 朱汶禧 4A 鍾詠芯 4A 施禮軒 

4A 何雪澄 4A 關卓然 4A 關天堯 4A 黎杏兒 4A 林炡言 

4A 劉灝揚 4A 李卓橋 4A 李禧林 4A 李晞瑜 4A 李悅僮 

4A 李芷恩 4A 梁浩臻 4A 莫椀淇 4A 莫椀凌 4A 吳柏澔 

4A 吳芷晴 4A 吳欣恩 4A 潘承錕 4B 區耀峻 4B 陳晉禧 

4B 張曜麟 4B 葉一臻 4B 高維謙 4B 羅諾澄 4B 李震霆 

4B 曾朗睿 4B 謝卓軒 4B 楊晞源 4B 姚穎嘉 4B 袁天佑 

4B 鄭熙橋 4C 張穎言 4C 程  月 4C 黎百刂洭 4C 黎卓瑩 

4C 黎永樂 4C 梁鳳晴 4C 梁卓慧 4C 冼乾睿 4C 黎祉悠 

4C 蕭駿諺 4C 湯海勤 4C 黃雋瀚 4D 陳昕瑤 4D 陳汝濠 

4D 張頌靈 4D 何昊謙 4D 郭子聰 4D 賴韻喬 4D 梁晁鋒 

4D 蔡匡翹 4D 彭信銘 4D 潘燕彤 4D 蘇栢賢 4D 鄧啟謙 

4D 李浩銘 4D 黃梓晉 4D 黃子盈 4D 王佚汛 4D 楊庭揮 

4D 陶  廣 4E 朱炫炫 4E 徐沁蕎 4E 何悅禮 4E 江  柔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夏日動感 SportACT 

獎勵計劃 

金獎 4E 周善齊 4E 劉令希 4E 羅蓓蔚 4E 李彥穎 4E 梁昊藍 

4E 黎文健 4E 李柏賢 4E 李子霖 4E 劉芯如 4E 盧康雅 

4E 李樂儀 4E 呂穎芊 4E 伍思曉 4E 吳梓諺 4E 蘇倩頤 

4E 雷鎧澄 4E 鄧兆淇 4E 鄧  懿 4E 謝真希 4E 蔡晉燊 

4E 鄧璟謙 4E 王淳浠 4E 黃適行 4E 黃適言 4E 王子朗 

4E 王子涵 4E 楊嘉傑 5A 鄭梓彤 5A 張金琇 5A 張譯謙 

5A 鍾錦浩 5A 鍾易庭 5A 高巧儀 5A 高子澄 5A 江睿政 

5A 何卓楠 5A 葉泳琳 5A 李愷韻 5A 李嵐晞 5A 李奕朗 

5A 林鎧晴 5A 林懷信 5A 羅晶晶 5A 呂樂為 5A 羅昆效 

5A 李建鋒 5A 李  琳 5A 蘇卓眉 5A 謝天允 5A 黃靖婷 

5A 馬璟楠 5A 彭靜萱 5A 楊卓鍵 5A 楊浩禮 5A 葉芷婷 

5A 黃欣賢 5A 許肇哲 5A 余紫琳 5B 蔡芷喬 5B 洪泳濠 

5A 于卓彤 5A 余鎮希 5B 劉樂遙 5B 王心柔 5B 甄彥彬 

5B 謝美恩 5B 林卓傑 5C 陳芷凝 5C 徐瑋庭 5C 林頌羲 

5B 余詠欣 5C 陳劭旻 5C 彭子曦 5C 孫浩朗 5C 曾梓悅 

5C 林澄鈴 5C 劉姬延 5C 黃暋彥 5C 任偉濤 5D 簡悅妤 

5D 方子希 5D 許汶希 5D 陳芷妍 5D 鄭柏豪 5D 張智樂 

5D 唐鵬傑 5D 嚴靖彤 5E 歐陽穎添 5E 鄭智心 5E 張嘉棋 

5E 區卓華 5E 鄭貽升 5E 鄒泓恩 5E 莊詠霖 5E 鍾  昊 

5E 詹慧琦 5E 趙  敏 5E 林祉錡 5E 李子樂 5E 李彥君 

5E 賀樂瑤 5E 郭芷瑩 5E 凌雯嫣 5E 盧俊豪 5E 馬詩詠 

5E 梁鳴煒 5E 李卓彥 5E 鄧正彤 5E 鄧梓雋 5E 王晞桐 

5E 麥旨豐 5E 譚樂陶 5E 黃菁然 5E 楊柏堯 5E 葉浩琛 

6A 陳翰弘 6A 陳令韜 6A 陳悅潼 6A 鄭浚翹 6A 張嘉軒 

6A 張子樂 6A 朱珮君 6A 范珮詩 6A 李  逸 6A 侯日建 

6A 何諾晴 6A 高豪廷 6A 賴衍欣 6A 林  梓 6A 林子言 

6A 劉令詩 6A 李建樂 6A 李悅寧 6A 梁芯慈 6A 李浩禎 

6A 李彥衡 6A 盧芷莙 6A 莫筱柔 6A 曾浚銘 6A 徐頌祈 

6A 徐啓邦 6A 王霖鍵 6A 黃思穎 6A 楊嘉瑤 6A 余采誼 

6B 陳衍攸 6B 陳栢豪 6B 鄭曉玟 6B 張愛靈 6B 崔名欣 

6B 黎文諾 6B 李栢浠 6B 梁子聰 6B 吳凱瀠 6B 吳逸駿 

6B 蘇穎琛 6B 鄧敏瑜 6B 謝子琳 6B 尹肇希 6B 楊鈺欣 

6C 陳俊軒 6C 張景朗 6C 周曉盈 6C 徐銘彤 6C 孔思穎 

6C 葉芷君 6C 賴卓泓 6C 李梓聰 6C 鄧淑媛 6C 溫貝絲 

6C 王凱穎 6C 丘芷蕎 6D 陳梓泰 6D 趙衍伃 6D 周子盛 

6D 鍾欣澄 6D 黎俊諾 6D 吳橒熙 6D 蕭恩桐 6D 黃德恩 

6D 葉珀銃 6D 袁曉晴 6D 趙  容 6E 陳凱澄 6E 陳心兒 

6E 陳琛翹 6E 張凱盈 6E 張芷晴 6E 張煒燁 6E 程  瀚 

6E 周卓翹 6E 周仲稻 6E 鄒盟定 6E 徐戩鴻 6E 馮皓晴 

6E 桂楚杰 6E 黎曉慧 6E 林小晴 6E 羅美萱 6E 潘芷欣 

6E 曾卓楓 6E 曾鐘澤 6E 徐梓殷 6E 崔逸晴 6E 黃彥朗 

6E 黃敬熙 6E 黃昀熙 6E 楊一情 6E 嚴穎心 6E 葉焯敏 

2018-2019 

夏日動感 SportACT 

獎勵計劃 

銀獎 79 人          

銅獎 115 人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SportACT 獎勵計劃 

(上學期) 

金獎 1A 張嘉倩 1A 何悅心 1A 胡語桐 1A 龔以朗 1A 羅雅玟 

1A 李悅諪 1A 羅健朗 1A 雷以心 1A 呂穎妍 1A 羅子宸 

1A 彭靜秋 1A 蘇仲賢 1A 謝匡允 1A 王俊森 1A 黃子盛 

1A 胡珈熙 1B 陳凱然 1B 陳栢慧 1B 陳子睿 1B 馮子建 

1B 林子羽 1B 劉芷琳 1B 羅皓瞻 1B 李長碩 1B 李晨希 

1B 巫裕揚 1B 曾晞彤 1B 黃君立 1B 橫川海 1B 苑榮軒 

1C 陳玥涵 1C 鍾劭謙 1C 鍾蔚翹 1C 施禮傑 1C 侯雅琳 

1C 甘梓霖 1C 高朗瑜 1C 管淳珏 1C 林朗棋 1C 梁晞妍 

1C 梁雅云 1C 雷曉鈴 1C 麥睿洋 1C 吳冠龍 1C 吳倚楓 

1C 謝皚澄 1C 王卓盈 1D 朱霆睿 1D 朱煒澄 1D 李  諾 

1D 高愷利 1D 吳世皜 1D 吳恩寧 1D 蕭駿宇 1D 蘇寶雅 

1D 鄧正忻 1D 殷祟博 1E 代承熙 1E 傅梓涵 1E 何文修 

1E 林子翀 1E 劉俊霆 1E 李鎧澄 1E 梁智晴 1E 梁智茵 

1E 梁喬博 1E 李金宸 1E 李鈺哲 1E 劉旭昆 1E 邱芷筠 

1E 蘇菱雅 1E 崔希藍 1E 黃學寬 1E 謝陽澤 2A 趙志康 

2A 蔡鎧駿 2A 洪詠茵 2A 蔣亦軒 2A 詹皓霖 2A 郭鉞婷 

2A 黎日朗 2A 李焌熙 2A 李鈞浩 2A 李瑞瑤 2A 冼思睿 

2A 蘇晞旻 2A 譚樂天 2A 曾卓楠 2A 董敬諾 2A 王心盈 

2A 陳逸夫 2B 吳  空 2B 田家澤 2B 黃均耀 2B 黃蕊翹 

2B 陳祉荍 2B 鄭俊軒 2B 鄭明慧 2B 徐永諾 2B 侯珮珈 

2B 劉睿燊 2B 梁海霖 2B 吳卓頤 2B 潘衍行 2B 蘇芊彤 

2B 蘇嘉峻 2B 蘇澤瑞 2C 鄭伊彤 2C 張珀銘 2C 張芷滢 

2C 周寗洝 2C 朱浩然 2C 朱泓睿 2C 戴斌杰 2C 謝可欣 

2C 賴心然 2C 林熙姸 2C 麥卓妍 2C 吳宇碩 2C 顏子熙 

2C 單生贏 2C 蘇頌迦 2C 孫健友 2C 楊  浩 2C 陳霆曦 

2D 歐陽穎芝 2D 楊采螢 2D 姚雯霽 2D 鄭晉熙 2D 崔誠希 

2D 區展睿 2D 陳曉蓓 2D 陳曉彤 2D 張庭晞 2D 黎凱婷 

2D 黎文樂 2D 李莃童 2D 梁碩文 2D 李柏軒 2D 李浚賢 

2D 劉益琳 2D 盧禹軒 2D 彭信一 2D 潘思淇 2D 蘇嘉誠 

2D 蘇源圻 2D 杜牧之 2D 湯慕勤 2E 陳栢熙 2E 鄭安哲 

2E 朱珀賢 2E 徐詠琪 2E 何致銳 2E 何諾詩 2E 胡智閎 

2E 簡柏然 2E 黎綺澄 2E 李朗瑛 2E 李沚澄 2E 李昜霖 

2E 梁天恩 2E 梁榛庭 2E 梁恩慈 2E 廖善蕎 2E 盧忠廷 

2E 蘇梓鋒 2E 譚凱聰 2E 黃皓正 2E 胡睿晴 2E 楊啟言 

2E 鄭希彤 3A 郭俙妏 3A 林俊旭 3A 梁灝穎 3A 李梓明 

3A 盧凱琳 3A 麥熙傑 3A 曲航承 3A 單汝瑩 3A 蘇漫程 

3A 鄧渝靜 3A 王希楠 3A 黃仴佟 3A 謝梓睿 3A 嚴梓菱 

3A 嚴日柔 3A 朱俊熙 3A 莊峻寧 3A 林卓熙 3B 陳晸橋 

3B 陳雅妍 3B 鄭晰維 3B 張樂瑤 3B 鄒祈孜 3B 莊曉嵐 

3B 鄧泳儀 3B 何天一 3B 許凱婷 3B 洪炘昇 3B 古倬銚 

3B 郭梓瑩 3B 黎浚熙 3B 廖曉彤 3B 蘇梓朗 3B 丁巧游 

3B 曾向晴 3B 橫川羚 3B 陳珈瑩 3C 張展圖 3C 馮芷君 

3C 林佩鈴 3C 李沛軒 3C 李心柔 3C 李家雯 3C 廖梓皓 

3C 柯錦安 3C 戴懿婷 3C 溫凱琪 3C 王子驍 3C 謝琬兒 

3C 余帕羲 3C 馮穎晞 3D 陳曉葵 3D 蔣樂曈 3D 徐愷潼 

3D 高震朗 3D 江睿喬 3D 郭峻霖 3D 林思睿 3D 凌浚庭 

3D 林  靖 3D 麥靖妍 3D 黃焯瑩 3D 黃進彥 3D 黃愷晴 

3D 黃樂婷 3D 黃柏喬 3D 黃德寶 3D 邱宇澤 3D 趙文菁 

3D 馮皓昕 3E 區瀚燊 3E 陳漪橦 3E 陳明琛 3E 何映瑤 

3E 梁思齊 3E 廖卓楠 3E 劉楷瑞 3E 麥旨喬 3E 曾悅潼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SportACT 獎勵計劃 

(上學期) 

金獎 3E 黃尹靖 3E 黃詠彤 3E 葉昭穎 3E 李子齊 4A 陳毅堯 

4A 陳心攸 4A 沙逸朗 4A 黃悅心 4A 解本鳴 4A 楊思潁 

4A 陳琛銘 4A 程  晴 4A 朱汶禧 4A 鍾詠芯 4A 施禮軒 

4A 何雪澄 4A 關卓然 4A 關天堯 4A 黎杏兒 4A 林炡言 

4A 劉灝揚 4A 李卓橋 4A 李禧林 4A 李晞瑜 4A 李悅僮 

4A 李芷恩 4A 梁浩臻 4A 莫椀淇 4A 莫椀凌 4A 吳柏澔 

4A 吳芷晴 4A 吳欣恩 4A 潘承錕 4B 區耀峻 4B 陳晉禧 

4B 張曜麟 4B 葉一臻 4B 高維謙 4B 羅諾澄 4B 李震霆 

4B 曾朗睿 4B 謝卓軒 4B 楊晞源 4B 姚穎嘉 4B 袁天佑 

4B 鄭熙橋 4C 張穎言 4C 程  月 4C 黎百刂洭 4C 黎卓瑩 

4C 黎永樂 4C 梁鳳晴 4C 梁卓慧 4C 冼乾睿 4C 黎祉悠 

4C 蕭駿諺 4C 湯海勤 4C 黃雋瀚 4D 陳昕瑤 4D 陳汝濠 

4D 張頌靈 4D 何昊謙 4D 郭子聰 4D 賴韻喬 4D 梁晁鋒 

4D 蔡匡翹 4D 彭信銘 4D 潘燕彤 4D 蘇栢賢 4D 鄧啟謙 

4D 李浩銘 4D 黃梓晉 4D 黃子盈 4D 王佚汛 4D 楊庭揮 

4D 陶  廣 4E 朱炫炫 4E 徐沁蕎 4E 何悅禮 4E 江  柔 

4E 周善齊 4E 劉令希 4E 羅蓓蔚 4E 李彥穎 4E 梁昊藍 

4E 黎文健 4E 李柏賢 4E 李子霖 4E 劉芯如 4E 盧康雅 

4E 李樂儀 4E 呂穎芊 4E 伍思曉 4E 吳梓諺 4E 蘇倩頤 

4E 雷鎧澄 4E 鄧兆淇 4E 鄧  懿 4E 謝真希 4E 蔡晉燊 

4E 鄧璟謙 4E 王淳浠 4E 黃適行 4E 黃適言 4E 王子朗 

4E 王子涵 4E 楊嘉傑 5A 鄭梓彤 5A 張金琇 5A 張譯謙 

5A 鍾錦浩 5A 鍾易庭 5A 高巧儀 5A 高子澄 5A 江睿政 

5A 何卓楠 5A 葉泳琳 5A 李愷韻 5A 李嵐晞 5A 李奕朗 

5A 林鎧晴 5A 林懷信 5A 羅晶晶 5A 呂樂為 5A 羅昆效 

5A 李建鋒 5A 李  琳 5A 蘇卓眉 5A 謝天允 5A 黃靖婷 

5A 馬璟楠 5A 彭靜萱 5A 楊卓鍵 5A 楊浩禮 5A 葉芷婷 

5A 黃欣賢 5A 許肇哲 5A 余紫琳 5B 蔡芷喬 5B 洪泳濠 

5A 于卓彤 5A 余鎮希 5B 劉樂遙 5B 王心柔 5B 甄彥彬 

5B 謝美恩 5B 林卓傑 5C 陳芷凝 5C 徐瑋庭 5C 林頌羲 

5B 余詠欣 5C 陳劭旻 5C 彭子曦 5C 孫浩朗 5C 曾梓悅 

5C 林澄鈴 5C 劉姬延 5C 黃暋彥 5C 任偉濤 5D 簡悅妤 

5D 方子希 5D 許汶希 5D 陳芷妍 5D 鄭柏豪 5D 張智樂 

5D 唐鵬傑 5D 嚴靖彤 5E 歐陽穎添 5E 鄭智心 5E 張嘉棋 

5E 區卓華 5E 鄭貽升 5E 鄒泓恩 5E 莊詠霖 5E 鍾  昊 

5E 詹慧琦 5E 趙  敏 5E 林祉錡 5E 李子樂 5E 李彥君 

5E 賀樂瑤 5E 郭芷瑩 5E 凌雯嫣 5E 盧俊豪 5E 馬詩詠 

5E 梁鳴煒 5E 李卓彥 5E 鄧正彤 5E 鄧梓雋 5E 王晞桐 

5E 麥旨豐 5E 譚樂陶 5E 黃菁然 5E 楊柏堯 5E 葉浩琛 

6A 陳翰弘 6A 陳令韜 6A 陳悅潼 6A 鄭浚翹 6A 張嘉軒 

6A 張子樂 6A 朱珮君 6A 范珮詩 6A 李  逸 6A 侯日建 

6A 何諾晴 6A 高豪廷 6A 賴衍欣 6A 林  梓 6A 林子言 

6A 劉令詩 6A 李建樂 6A 李悅寧 6A 梁芯慈 6A 李浩禎 

6A 李彥衡 6A 盧芷莙 6A 莫筱柔 6A 曾浚銘 6A 徐頌祈 

6A 徐啓邦 6A 王霖鍵 6A 黃思穎 6A 楊嘉瑤 6A 余采誼 

6B 陳衍攸 6B 陳栢豪 6B 鄭曉玟 6B 張愛靈 6B 崔名欣 

6B 黎文諾 6B 李栢浠 6B 梁子聰 6B 吳凱瀠 6B 吳逸駿 

6B 蘇穎琛 6B 鄧敏瑜 6B 謝子琳 6B 尹肇希 6B 楊鈺欣 

6C 陳俊軒 6C 張景朗 6C 周曉盈 6C 徐銘彤 6C 孔思穎 

6C 葉芷君 6C 賴卓泓 6C 李梓聰 6C 鄧淑媛 6C 溫貝絲 

6C 王凱穎 6C 丘芷蕎 6D 陳梓泰 6D 趙衍伃 6D 周子盛 

6D 鍾欣澄 6D 黎俊諾 6D 吳橒熙 6D 蕭恩桐 6D 黃德恩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SportACT 獎勵計劃 

(上學期) 

金獎 6D 葉珀銃 6D 袁曉晴 6D 趙  容 6E 陳凱澄 6E 陳心兒 

6E 陳琛翹 6E 張凱盈 6E 張芷晴 6E 張煒燁 6E 程  瀚 

6E 周卓翹 6E 周仲稻 6E 鄒盟定 6E 徐戩鴻 6E 馮皓晴 

6E 桂楚杰 6E 黎曉慧 6E 林小晴 6E 羅美萱 6E 潘芷欣 

6E 曾卓楓 6E 曾鐘澤 6E 徐梓殷 6E 崔逸晴 6E 黃彥朗 

6E 黃敬熙 6E 黃昀熙 6E 楊一情 6E 嚴穎心 6E 葉焯敏 

銀獎 79 人          

銅獎 115 人          

2018-2019 

SportACT 獎勵計劃 

(下學期) 

金獎 1A 張嘉倩 1A 何悅心 1A 胡語桐 1A 龔以朗 1A 羅雅玟 

1A 李悅諪 1A 羅健朗 1A 雷以心 1A 呂穎妍 1A 羅子宸 

1A 彭靜秋 1A 蘇仲賢 1A 謝匡允 1A 王俊森 1A 黃子盛 

1A 胡珈熙 1B 陳凱然 1B 陳栢慧 1B 陳子睿 1B 馮子建 

1B 林子羽 1B 劉芷琳 1B 羅皓瞻 1B 李長碩 1B 李晨希 

1B 巫裕揚 1B 曾晞彤 1B 黃君立 1B 橫川海 1B 苑榮軒 

1C 陳玥涵 1C 鍾劭謙 1C 鍾蔚翹 1C 施禮傑 1C 侯雅琳 

1C 甘梓霖 1C 高朗瑜 1C 管淳珏 1C 林朗棋 1C 梁晞妍 

1C 梁雅云 1C 雷曉鈴 1C 麥睿洋 1C 吳冠龍 1C 吳倚楓 

1C 謝皚澄 1C 王卓盈 1D 朱霆睿 1D 朱煒澄 1D 李  諾 

1D 高愷利 1D 吳世皜 1D 吳恩寧 1D 蕭駿宇 1D 蘇寶雅 

1D 鄧正忻 1D 殷祟博 1E 代承熙 1E 傅梓涵 1E 何文修 

1E 林子翀 1E 劉俊霆 1E 李鎧澄 1E 梁智晴 1E 梁智茵 

1E 梁喬博 1E 李金宸 1E 李鈺哲 1E 劉旭昆 1E 邱芷筠 

1E 蘇菱雅 1E 崔希藍 1E 黃學寬 1E 謝陽澤 2A 趙志康 

2A 蔡鎧駿 2A 洪詠茵 2A 蔣亦軒 2A 詹皓霖 2A 郭鉞婷 

2A 黎日朗 2A 李焌熙 2A 李鈞浩 2A 李瑞瑤 2A 冼思睿 

2A 蘇晞旻 2A 譚樂天 2A 曾卓楠 2A 董敬諾 2A 王心盈 

2A 陳逸夫 2B 吳  空 2B 田家澤 2B 黃均耀 2B 黃蕊翹 

2B 陳祉荍 2B 鄭俊軒 2B 鄭明慧 2B 徐永諾 2B 侯珮珈 

2B 劉睿燊 2B 梁海霖 2B 吳卓頤 2B 潘衍行 2B 蘇芊彤 

2B 蘇嘉峻 2B 蘇澤瑞 2C 鄭伊彤 2C 張珀銘 2C 張芷滢 

2C 周寗洝 2C 朱浩然 2C 朱泓睿 2C 戴斌杰 2C 謝可欣 

2C 賴心然 2C 林熙姸 2C 麥卓妍 2C 吳宇碩 2C 顏子熙 

2C 單生贏 2C 蘇頌迦 2C 孫健友 2C 楊  浩 2C 陳霆曦 

2D 歐陽穎芝 2D 楊采螢 2D 姚雯霽 2D 鄭晉熙 2D 崔誠希 

2D 區展睿 2D 陳曉蓓 2D 陳曉彤 2D 張庭晞 2D 黎凱婷 

2D 黎文樂 2D 李莃童 2D 梁碩文 2D 李柏軒 2D 李浚賢 

2D 劉益琳 2D 盧禹軒 2D 彭信一 2D 潘思淇 2D 蘇嘉誠 

2D 蘇源圻 2D 杜牧之 2D 湯慕勤 2E 陳栢熙 2E 鄭安哲 

2E 朱珀賢 2E 徐詠琪 2E 何致銳 2E 何諾詩 2E 胡智閎 

2E 簡柏然 2E 黎綺澄 2E 李朗瑛 2E 李沚澄 2E 李昜霖 

2E 梁天恩 2E 梁榛庭 2E 梁恩慈 2E 廖善蕎 2E 盧忠廷 

2E 蘇梓鋒 2E 譚凱聰 2E 黃皓正 2E 胡睿晴 2E 楊啟言 

2E 鄭希彤 3A 郭俙妏 3A 林俊旭 3A 梁灝穎 3A 李梓明 

3A 盧凱琳 3A 麥熙傑 3A 曲航承 3A 單汝瑩 3A 蘇漫程 

3A 鄧渝靜 3A 王希楠 3A 黃仴佟 3A 謝梓睿 3A 嚴梓菱 

3A 嚴日柔 3A 朱俊熙 3A 莊峻寧 3A 林卓熙 3B 陳晸橋 

3B 陳雅妍 3B 鄭晰維 3B 張樂瑤 3B 鄒祈孜 3B 莊曉嵐 

3B 鄧泳儀 3B 何天一 3B 許凱婷 3B 洪炘昇 3B 古倬銚 

3B 郭梓瑩 3B 黎浚熙 3B 廖曉彤 3B 蘇梓朗 3B 丁巧游 

3B 曾向晴 3B 橫川羚 3B 陳珈瑩 3C 張展圖 3C 馮芷君 

3C 林佩鈴 3C 李沛軒 3C 李心柔 3C 李家雯 3C 廖梓皓 

3C 柯錦安 3C 戴懿婷 3C 溫凱琪 3C 王子驍 3C 謝琬兒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SportACT 獎勵計劃 

(下學期) 

金獎 3C 余帕羲 3C 馮穎晞 3D 陳曉葵 3D 蔣樂曈 3D 徐愷潼 

3D 高震朗 3D 江睿喬 3D 郭峻霖 3D 林思睿 3D 凌浚庭 

3D 林  靖 3D 麥靖妍 3D 黃焯瑩 3D 黃進彥 3D 黃愷晴 

3D 黃樂婷 3D 黃柏喬 3D 黃德寶 3D 邱宇澤 3D 趙文菁 

3D 馮皓昕 3E 區瀚燊 3E 陳漪橦 3E 陳明琛 3E 何映瑤 

3E 梁思齊 3E 廖卓楠 3E 劉楷瑞 3E 麥旨喬 3E 曾悅潼 

3E 黃尹靖 3E 黃詠彤 3E 葉昭穎 3E 李子齊 4A 陳毅堯 

4A 陳心攸 4A 沙逸朗 4A 黃悅心 4A 解本鳴 4A 楊思潁 

4A 陳琛銘 4A 程  晴 4A 朱汶禧 4A 鍾詠芯 4A 施禮軒 

4A 何雪澄 4A 關卓然 4A 關天堯 4A 黎杏兒 4A 林炡言 

4A 劉灝揚 4A 李卓橋 4A 李禧林 4A 李晞瑜 4A 李悅僮 

4A 李芷恩 4A 梁浩臻 4A 莫椀淇 4A 莫椀凌 4A 吳柏澔 

4A 吳芷晴 4A 吳欣恩 4A 潘承錕 4B 區耀峻 4B 陳晉禧 

4B 張曜麟 4B 葉一臻 4B 高維謙 4B 羅諾澄 4B 李震霆 

4B 曾朗睿 4B 謝卓軒 4B 楊晞源 4B 姚穎嘉 4B 袁天佑 

4B 鄭熙橋 4C 張穎言 4C 程  月 4C 黎百刂洭 4C 黎卓瑩 

4C 黎永樂 4C 梁鳳晴 4C 梁卓慧 4C 冼乾睿 4C 黎祉悠 

4C 蕭駿諺 4C 湯海勤 4C 黃雋瀚 4D 陳昕瑤 4D 陳汝濠 

4D 張頌靈 4D 何昊謙 4D 郭子聰 4D 賴韻喬 4D 梁晁鋒 

4D 蔡匡翹 4D 彭信銘 4D 潘燕彤 4D 蘇栢賢 4D 鄧啟謙 

4D 李浩銘 4D 黃梓晉 4D 黃子盈 4D 王佚汛 4D 楊庭揮 

4D 陶  廣 4E 朱炫炫 4E 徐沁蕎 4E 何悅禮 4E 江  柔 

4E 周善齊 4E 劉令希 4E 羅蓓蔚 4E 李彥穎 4E 梁昊藍 

4E 黎文健 4E 李柏賢 4E 李子霖 4E 劉芯如 4E 盧康雅 

4E 李樂儀 4E 呂穎芊 4E 伍思曉 4E 吳梓諺 4E 蘇倩頤 

4E 雷鎧澄 4E 鄧兆淇 4E 鄧  懿 4E 謝真希 4E 蔡晉燊 

4E 鄧璟謙 4E 王淳浠 4E 黃適行 4E 黃適言 4E 王子朗 

4E 王子涵 4E 楊嘉傑 5A 鄭梓彤 5A 張金琇 5A 張譯謙 

5A 鍾錦浩 5A 鍾易庭 5A 高巧儀 5A 高子澄 5A 江睿政 

5A 何卓楠 5A 葉泳琳 5A 李愷韻 5A 李嵐晞 5A 李奕朗 

5A 林鎧晴 5A 林懷信 5A 羅晶晶 5A 呂樂為 5A 羅昆效 

5A 李建鋒 5A 李  琳 5A 蘇卓眉 5A 謝天允 5A 黃靖婷 

5A 馬璟楠 5A 彭靜萱 5A 楊卓鍵 5A 楊浩禮 5A 葉芷婷 

5A 黃欣賢 5A 許肇哲 5A 余紫琳 5B 蔡芷喬 5B 洪泳濠 

5A 于卓彤 5A 余鎮希 5B 劉樂遙 5B 王心柔 5B 甄彥彬 

5B 謝美恩 5B 林卓傑 5C 陳芷凝 5C 徐瑋庭 5C 林頌羲 

5B 余詠欣 5C 陳劭旻 5C 彭子曦 5C 孫浩朗 5C 曾梓悅 

5C 林澄鈴 5C 劉姬延 5C 黃暋彥 5C 任偉濤 5D 簡悅妤 

5D 方子希 5D 許汶希 5D 陳芷妍 5D 鄭柏豪 5D 張智樂 

5D 唐鵬傑 5D 嚴靖彤 5E 歐陽穎添 5E 鄭智心 5E 張嘉棋 

5E 區卓華 5E 鄭貽升 5E 鄒泓恩 5E 莊詠霖 5E 鍾  昊 

5E 詹慧琦 5E 趙  敏 5E 林祉錡 5E 李子樂 5E 李彥君 

5E 賀樂瑤 5E 郭芷瑩 5E 凌雯嫣 5E 盧俊豪 5E 馬詩詠 

5E 梁鳴煒 5E 李卓彥 5E 鄧正彤 5E 鄧梓雋 5E 王晞桐 

5E 麥旨豐 5E 譚樂陶 5E 黃菁然 5E 楊柏堯 5E 葉浩琛 

6A 陳翰弘 6A 陳令韜 6A 陳悅潼 6A 鄭浚翹 6A 張嘉軒 

6A 張子樂 6A 朱珮君 6A 范珮詩 6A 李  逸 6A 侯日建 

6A 何諾晴 6A 高豪廷 6A 賴衍欣 6A 林  梓 6A 林子言 

6A 劉令詩 6A 李建樂 6A 李悅寧 6A 梁芯慈 6A 李浩禎 

6A 李彥衡 6A 盧芷莙 6A 莫筱柔 6A 曾浚銘 6A 徐頌祈 

6A 徐啓邦 6A 王霖鍵 6A 黃思穎 6A 楊嘉瑤 6A 余采誼 

6B 陳衍攸 6B 陳栢豪 6B 鄭曉玟 6B 張愛靈 6B 崔名欣 



健康及環保教育 

全港性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2019 

SportACT 獎勵計劃 

(下學期) 

金獎 6B 黎文諾 6B 李栢浠 6B 梁子聰 6B 吳凱瀠 6B 吳逸駿 

6B 蘇穎琛 6B 鄧敏瑜 6B 謝子琳 6B 尹肇希 6B 楊鈺欣 

6C 陳俊軒 6C 張景朗 6C 周曉盈 6C 徐銘彤 6C 孔思穎 

6C 葉芷君 6C 賴卓泓 6C 李梓聰 6C 鄧淑媛 6C 溫貝絲 

6C 王凱穎 6C 丘芷蕎 6D 陳梓泰 6D 趙衍伃 6D 周子盛 

6D 鍾欣澄 6D 黎俊諾 6D 吳橒熙 6D 蕭恩桐 6D 黃德恩 

6D 葉珀銃 6D 袁曉晴 6D 趙  容 6E 陳凱澄 6E 陳心兒 

6E 陳琛翹 6E 張凱盈 6E 張芷晴 6E 張煒燁 6E 程  瀚 

6E 周卓翹 6E 周仲稻 6E 鄒盟定 6E 徐戩鴻 6E 馮皓晴 

6E 桂楚杰 6E 黎曉慧 6E 林小晴 6E 羅美萱 6E 潘芷欣 

6E 曾卓楓 6E 曾鐘澤 6E 徐梓殷 6E 崔逸晴 6E 黃彥朗 

6E 黃敬熙 6E 黃昀熙 6E 楊一情 6E 嚴穎心 6E 葉焯敏 

銀獎 79 人          

銅獎 115 人          

 

健康及環保教育 

新界及大埔區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無毒小達人計劃禁毒填色

比賽 

冠軍 4D  楊紫妍 5A  黃欣賢 6D  袁曉晴 1718  郭庭因   

亞軍 4A  陳心攸 5E 凌雯嫣 6A 楊嘉瑤 1718  高文曦   

季軍 4C  張卓嘉 5E  趙敏 6C  徐銘彤 1718  李偉熊   

優異獎 4A 蘇楒芸 4A 林炡言 4A  莫椀凌 4A 楊思潁 4E  黃適言 

5A 羅晶晶 5E 賀樂瑤 5E  馬詩詠 5E  莊詠霖 5E  詹慧琦 

6A 黎政欣 6A  范珮詩 6A  黃思穎 6C  葉芷君 6C  朱浩民 

1718 潘正軒         

健康生活你我他‧遠離毒品

誇啦啦口號創作比賽 

小學中級組 

冠軍 

3A  郭俙妏         

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5A  楊浩禮 6E  楊一情       

 

 

 

 

 

科學 

國際科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33 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

新大賽 

西南政法大

學專項獎 

1718  陳劭昇         

美國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

2019 

UMC 機械人

終極挑戰賽 

(初級組) 

冠軍 

6A 高豪廷 6A 劉青霖 6E 陳廣泰     

 

  



科學 

全港性科學比賽 
比賽項目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2018/19 Hong Kong FLL 

Robotics 

Tournament——Primary 

Division 

全場總冠軍 4A  陳琛銘 5E  凌雯嫣 5E 楊柏堯 6A  何諾晴 6A 莫泳銦 

6A 徐啓邦 6A 高豪廷 6A 林梓 6A 劉青霖 6E 陳廣泰 

Robot 

Performace 

Award 

2nd Place 

4A  陳琛銘 5E  凌雯嫣 5E 楊柏堯 6A  何諾晴 6A 莫泳銦 

6A 徐啓邦 6A 高豪廷 6A 林梓 6A 劉青霖 6E 陳廣泰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

賽——香港區選拔賽 

UMC 機械人終極挑戰賽 

初級組 

亞軍 

6A  徐啓邦 6A 高豪廷 6E 陳廣泰     

初級組 

一等獎 

4E  楊嘉傑 5A  黃欣賢 5E  趙敏     

BottleSumo 機械人相撲比

賽 

初級組 

季軍 

5A 江睿政 5A 林懷信 6A  曾浚銘     

2019 年大灣區 STEM 卓越

獎 

Gold Award 5C  陳劭旻         

第 21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

新大賽 

小學組研究

及發明（研究

論文） 

一等獎 

5C  陳劭旻         

小學組 

最優秀項目

大獎 

5C  陳劭旻         

創科M.A.S.T.E.R.培育課程 優秀學員獎 5C  陳劭旻         

Primary Steam——熒光陷

阱 

Science Lab 

Steam 

Gold Award 

(Winner) 

5C  陳劭旻         

The Greater 

Bay Area 

(Hong Kong) 

STEM 

Excellence 

Award 2019 

5C  陳劭旻         

2018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初小組 

銀獎 

2E     陳証昊 2E 李栢軒       

高小組 

銅獎 

4A 梁浩臻 4A 吳柏澔 4B 張曜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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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優異 4A  林炡言 6E  黃昀熙       

良好 5A  林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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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

2018 

卓越團隊合

作獎 

季軍 

5A  張金琇 5A 鍾錦浩 5A 許肇哲 5A 黃欣賢 5E  李卓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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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小

學組） 

大埔區傑出

服務公民獎 

5E  凌雯嫣 6A  陳令韜 6B  吳逸駿 6E  黃敬熙 6E 鄒盟定 

大埔北區小學中國歷史文

化暨基本法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 5A  許肇哲 5A 楊浩禮 5A 余紫琳 6E 張嘉敏 6E 程瀚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

比賽 2018-19 

小學組 

冠軍 

5A 楊浩禮 5E  李子樂 6A 陳翰弘 6E  張嘉敏 6E 程瀚 

 



2018-2019 學年度學校關注事項檢討 

關注事項(一)：引發學生對事物的好奇心，對問題進行探究，激發創新的精 

神，成為具創造力的學習者。 

2018-2019教育目標：1. 透過課堂設計及多元教學策略，讓學生從不同的

角度分析問題，提出新意念，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1. 優化課堂設計及不同的教學策略，誘發學生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並提出創新的

想法。 

成就及反思： 

 透過不同的校本課程，如e-Learning、藝文課、跨科閱讀、STEAM課程等，老師創設不同的情

景，透過有質素的課堂教學，把教學與現實生活情境扣緊，讓學生從情境中體驗，激發學生

的求知慾，讓他們主動探究問題，並以多角度思考，提出創新的想法。老師能透過具挑戰性

的教學活動，激發學生好奇心，引發他們的主動探究知識的心，提出創新的想法，作更深入

的學習。 

 科任老師透過同儕備課，配合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選取適合學生程度及能力的教學內容，

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及課業。透過具挑戰性的教學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提出疑問，互相探

究與解答，誘發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更深入的學習，提升學生的探究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及創造力。除此，科主任亦列席各級備課會議，一方面可了解各級的教學

情況，另一方面，可就著教學設計提出專業建議。透過有質素的備課會議，聚焦討論課堂教

學設計，並找出學生最常出現的學習難點，圍繞該難點在課堂中作深入的引導、追問分析和

探究，培養學生以更創新的方法解決問題。 

 本校在課堂教學及課業中，老師加入不同的問題，引導學生探究、思考，提升學生的創造力。

如中文閱讀冊，教師加入了創意問題，讓學生在閱讀篇章後發表個人的看法。而如英文科、

數學科、視藝科等亦在課業中加入學生自評表，讓學生更清楚自己的學習進度，學生能從中

互相學習，提升學習成效。 

 除常識科特意發展學生科學探究能力之外，其他各科均同時著意發展學生探究能力及創造力，

例如中文科繪本及小說教學的人物及情節探究中，如六年級教授《昆蟲記》時，以有趣的教

學活動引入，學生分組討論頒發勳章予不同的昆蟲，他們探索了解不同昆蟲的特徵，最後決

定頒發的勳章；數學科辨別立體圖形、解應用題方法、運算方法圖象化的分析等。 

 教學愈貼近生活，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意慾會更強，因此，老師在課堂設計上花上心思，活動



多元化，學習目標與現實生活情境扣緊。老師能創設不同的情景，把教學與現實生活情境連

繫，讓學生從情境中體驗，激發學生的求知慾，主動探究問題，並以多角度思考，提出創新

的想法。如英文科在「才德兼備」的計劃中，學生學習分析「需要」和「想要」，為課文的主

角選擇購買的物品，展示學生探究能力及創造力的表現。如常識科教授電池鐵就是利用了學

校的電閘作例子，情境生活化，更能引起學生興趣，引發學生思考，讓學生能學以致用。 

 從觀課中，可以見到老師除了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外，亦能在課堂中運用多元化策略，配合

學生的興趣及能力，學生投入感大增。觀課報告也指出大部份的課堂，教師善用技巧讓全班

學生投入活動或回應教師提問，也常用二人互動討論，增強投入、鋪墊及支援較被動或能力

較弱的學生。而且絕大部分課堂均有安排小組合作活動及匯報時間，多數課堂也加入互評元

素，學生能利用同儕及教師的回饋作出自我改善。 

 觀課報告中指出，學生主動搜集生活上的應用物品作為探究材料，基本上所有課堂均能引入

預習元素，確能顯示學生的自學能力，如:預習工作紙、電子學習平台、學習日誌、筆記、資

料搜集……絕大部份課堂均有安排小組合作活動及匯報時間，老師能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所

學，學生互動學習及互相演示的機會足夠。如《昆蟲記》，老師要求學生在課堂前先搜集不同

昆蟲的資料，課堂中老師著學生選取資料作分析及整理，以分組形式進行活動及匯報，學生

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重點。 

 課程組檢討會議中，老師指出學生非常喜歡藝文課，一至六年級的藝文課與社區有密切的聯

繫，以墟市文化為主幹，增強學生對社區的歷史、環境及不同人士的認識，而且活動多元化，

能善用社區資源。教學設計中，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戶外參觀，讓學生從體驗中學習，從觀察

中學習，從經歷中學習，學習更實在。如一年級觀鳥活動，了解大埔常出現的鳥類；三年級

到塱原，親身落田的體驗耕種的意義；四年級到大埔富善街參觀，了解墟市的情境；六年級

到沙田藝坊參觀，了解公共藝術的特點，提高學生興趣和學習動機，讓同學多了解社區及文

化特色，學習更有深度。 

 老師透過不同的課業，能配合學生的能力和興趣，聯繫他們日常生活體驗，培養自主學習的

能力，如中文科著學生在網上搜集資料、閱讀文章等，而在數學科方面，學生可以就著課題

所學自設問題，作延伸的學習，一方面可讓學生檢視自己是否理解所學，同時能鞏固學習，

啟發學生思考，展現學生的好奇心、創意、反思及探究能力，有效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及延

伸學習，另一方面可讓學生更有成功感，更有學習的動力。 

 在教師持份者問卷中，「對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觀感」中「學校的課程發展」，非常同意的有 42.1%，

同意有 50.9%，相比 2018-2019 學年提升了；根據持分者問卷分析，教師及學生在「我對教

學的觀感」的平均值是 4.37 及 4.17，學生在「我對教學的觀感」的平均值較上周期為高，

顯示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有正面的看法；而教師、學生及家長在「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的平



均值分別是 4.03、3.83 及 3.60，三個平均值也比上一周期輕微下降，這也值得我們留意，

在教學及學生學習上再作檢視。而在 APASO問卷中的「學習能力」數據，副量表「創意思考」、

「批判性思考」、「解難技巧」的平均值分別為 3.12、3.13 及 3.26，三項數據均高於全港常

模。總體而言，學校的課程能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在課程設計及教學實踐上能達致本學年

之關注重點。 

跟進及建議： 

 整體來說，本校在課程設計以至課堂教學實踐，以培育學生的創造力為重心。教學設計上，教

師宜再提供機會讓學生提出疑問，誘發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提升學生的探究能力及解決

問題能力，來年在課堂教學上可多給予學生這方面的培訓，讓學生進行更深入的學習。 

 本學年是三年計劃中的第三年推展，以觀察及數據所見，學生基本上對學習有好奇心，具

探究能力及創造力。綜合各項評估資料、校情檢視退修會及全體會議資料，建議在課程設

計上可依循本周期的重點，以探究能力及創造力作基礎，「未來三年後的焦點」以提升學

生的多角度思考、洞察力及解難能力為重點，進一步提升學生更高層次的學習能力。 

2. 以閱讀貫通各科，提升學生閱讀的深度及廣度，並能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提

出新意念，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成就及反思： 

 學校持續優化一至六年級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及學習深度。透過課堂

教學加入不同程度的學習活動，不但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學習興趣，而且亦能引導學生創新的

想法，如三年級中文課《愛呼吸的麪包與麪包師傅》的教學中，學生仿照書中做麪包的方法，

利用輕黏土來創作不同式狀的麪包，更想像出製作麪包需要的材料，引導學生的想像力及創

意。 

 此外，在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中，多見教師刻意加入創意活動，從老師及學生的回應可見，

大家具開放的胸襟，接納不同創新的答案，因此，學生的創造力有所提升。 

 從學生在完成「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劃」跨科單元中的作品來看，大部分學生的作品皆能反映

出其閱讀的廣度及深度，而且作品皆富創造力，引證了此計劃不但能引起學生閱讀的興趣，提

升閱讀的深度及資度，更能引發寫作的興趣，提升寫作的能力。 

 從教師問卷「我對教學的觀感」項目中，98.2%教師表示經常向學生提問不同層次的問題。從

學生問卷中，「課堂上，老師的問題具啟發性」方面，35.4%學生表示非常同意，43.1%表示同

意，較往年 22%非常同意及 41.7%為高。由此可見，教師能關注提問是否具啟發性及涵蓋不同



層次，大大提升學生對篇章的思考及創造力。 

 在課程組會議紀錄中，圖書組表示在圖書館內設置了 STEAM ZONE 不但可以引起學生閱讀科學

科技書籍的興趣，而且學生亦可以在這區域內發揮不同的共同能力去完成科學小玩意，大大提

升了學生對此類書籍的興趣，更提升了學生閱讀的深度及廣度。 

 在「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劃」中，教師在課堂利用不同的學習活動及創設不同的情境引導學生

學習，更運用廣泛的閱讀材料作導入，並在延伸閱讀冊加入高層次思考的問題，引導學生邊閱

讀，邊思考當中的內容，提升學生的學習果效。因此，從 APASO問卷的「閱讀」項目中，本年

度有 76.33%學生表示相當同意及相當同意「我對閱讀有興趣」，較往年 75.07%表示相當同意，

4及極之同意的數據有稍微的提升。此外，學生在 APASO問卷的「閱讀」項目中整體的平均值

是 2.95，較全港 2.91為高，可見透過跨科的主題閱讀及廣泛的閱讀素材，令學生在學科學習

上有進一步的延伸，讓學生喜愛閱讀，有方法閱讀，對主題閱讀有更深入的探究。 

 此外，「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劃」內中文科、英文科及常識科就著共同的主題滲入不同的學習

材料，讓學生學習更深入及廣闊，如中文科在預習、單元工作紙、延伸閱讀的安排；英文科在

篇章、故事書的學習；常識科在不同知識層面的配合、輸入，讓學生學習更全面，因此，學生

無論在閱讀能力及策略上也有提升，特別在伸展、評鑑及創新等層次較高深的題型中，這正如

學生在中文科評估閱讀部分的分析來看，如本年度二年約有 70%同學答對；四年級則有約 69%

同學； 6年級則有約 80%同學。由此可見，教師在「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發展」計劃中滲入

不同教學策略，設計多元化的課業及教學活動，強化學生的閱讀動機及興趣，建立學生閱讀的

習慣，提升了學生閱讀的能力，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深度及廣度。 

 學生樂於投入閱讀延伸的學習。教師從學生延伸閱讀冊內對篇章的喜愛指數來看，大多數學生

評分為 4分(最高為 5分)，而在學生跨學科作品的創作中，更見他們的心思及喜愛之情，如六

年級跨學科單元《昆蟲記》的「昆蟲之最選舉」寫作創作中，學生運用豐富的想像力結合故事

內容，寫出很多不同昆蟲的特徵，不但具有創意，更豐富了學生的寫作元素，提升了學生的寫

作能力。而在常識科作品上也看出學生的投入，如訪問家人有關大埔水上人的生活工作紙中，

學生投入活動，甚至將家人相關活動的相片也展示給同學觀摩。這正與學生在 APASO問卷「學

術探究」中「學生喜歡主動探究事物」 (同意及非常同意喜)的數據 85.49%吻合，而這數據亦

高於全港常模的 75.94%，也比上年度數據 83.33%為高。由此看來，在學生的學習過程及作品

皆能反映學生對「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劃」的投入及成效。 

 圖書館為配合「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劃」及「STEAM」的發展，購入了相關主題的圖書，提升

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從圖書館對學生個人閱讀量的統計：平均每人每月借閱量為 30本。而在

教師持份者問卷中，共有 94.8%教師認為學生喜愛閱讀及 APASO問卷中的「閱讀」項目，本年

度有 82.44%學生表示相當及極之同意「我對閱讀有興趣」，較全港 77.36%表示相當及極之同



意有所提升。由此看來，學校校本課程的發展確能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而配合教師不同的教

學策略，更能提升學生閱讀的深度及廣度，引發學生的創造力。 

 寶湖親子讀書會於本年舉行了很多讀書活動，當中有些在學校內進行，有些則在戶外進行，參

與的家長及同學都相當踴躍。就教師觀察而言，當中的活動皆能體驗學生堅毅、承擔的精神，

此外，更能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從不同角度去思考書中問題，就如探訪魔鬼山活動，學生除

了要登山，還在山上閱讀，做活動，確能讓學生投入閱讀，並引發創意。 

 而學校「社區足跡」尖子培訓更讓學生走到日本，親身考察當地社區新舊的發展，讓學生透過

深度的閱讀及親身的經歷，探索日本不同的面貌，豐富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知識。其中在

日本小學內的交流，日本全級四年級的學生更為我們學校演譯了一本英文故事書。之後，由主

持老師帶領同學互相探討書中內容，發掘當中樂趣。老師看見學生都積極投入，享受書本帶來

的樂趣，提升閱讀的興趣。 

 從閱讀滿 fun的閱讀問卷數據顯示，參與活動後學生的閱讀時間明顯增加 75%，而有 98%家長

認為此計劃能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可見「閱讀滿“FUN”」計劃，讓家庭環境稍遜的學生可

享受聽故事的樂趣，並從中感受學校對他們的付出，從而讓學生更主動、持續地閱讀。 

 本年度班級讀書大致能順利推展，計劃能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及擴闊閱讀面。而聊書活動方

面，學生樂意分享閱讀所得，並投入討論圖書，少部分學生對閱讀的主動性及聊書的積極

性仍有待提升。此外，部分教師關注班主任課時間不足，以致推行略感困難。 

 

跟進及建議： 

 「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計劃」的發展已完備，但當中仍有一些困難，如書本內容豐富，教師

教授時間不足。因此，期望下學年能精簡教學目標，讓教學更順利推展。 

 班級讀書會為了配合來年關注事項，考慮會添置偵探類、議論主題、科學及社會探究書籍，引

發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培育學生洞察力和解難能力。來年會訂立在每月最後一天，閱讀課會全

校推行聊書活動，功課可由科任老師自行在課堂中收，以騰出充裕時間進行聊書活動。此外，

來年可邀請不同班別輪流於早會時推行班級讀書會圖書，以營造更濃厚閱讀氛圍，推動學生更

主動、投入閱讀。寶湖親子讀書會組織各項活動，部份活動參加人數偏低，建議多作宣傳; 另

部分活動較偏重於玩樂，閱讀元素不足，建議安排活動時應加強閱讀元素。因此，宜繼續優化

班級讀書會的閱讀主題，並尋找多些適合的書籍以豐富閱讀活動，提升學生閱讀的深及廣度。 

 

3. 持續強化常識科之科學、科技範疇與數學教育、電腦科、藝術科的聯繫，讓學生



掌握多方面的知識，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科學科技問題。 

4. 透過 STEAM 課程強持續發展學生的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生創

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具備創新思維。 

成就及反思：  

 在課程會議中，教師表示在 STEAM的教學設計中，教師表示已優化各級的教學設計，並於不同

級別加入創造力的活動，成效不俗。 

 STEAM課程不斷在優化當中，教師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及現實生活的環境作學習上的探究，讓

學生學習更具體，更有趣味，大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如四年級利用林村河的水作水質測試，

探討水質問題，再想方法改善水質，使學生的學習更有焦點及具體，讓學生在探究學習模式下

自我找尋答案，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從學生問卷「我對教師教學的觀感—課堂上，老師經常讓

我們探索問題」中，學生非常同意及同意的數據為 82.4%，由此可得知教師讓學生在學習上不

斷的探索，確實能培養學生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具備創新思維。 

 本年度已完成一至六年級「STEAM課程」的編排及課題內容整合，讓學生的學習更有焦點，而

且更具果效。 

 本年的教師專業發展日安排了多個科學科技的培訓，如編程、學習平台的認識等，也安排全校

教師赴深圳考察了多個科技企業公司及參觀學校(深圳市前海港灣小學)，讓教師認識國內科技

企業的最新發展，拓闊科技教育的視野。整體而言，教師發展活動能讓教師裝備自己，提升專

業能力，以應付未來的教學及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跟進及建議： 

 來年宜優化一至六 STEAM課程，引領學生多角度的思考，多探究身邊的事物，發展學生不同的

潛能。 

 設立教師共同備課節及相關的工作坊、講座，讓教師可以對課程作更深入的了解、探討及設計，

提升學與教效能。 

 檢視現有課程的縱向及橫向發展，並調適課程的深淺程度，讓學生學習更有效，更達致課程的

效果。 

 

5. 透過電子學習，擴闊學生的學習空間，鼓勵他們以不同角度思考問題，並透過創

新方法解決問題。 



成就及反思： 

 本校五、六年級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及電腦科已全面開展電子學習，電子學習能緊扣課堂

的核心學習內容，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及學科內容，學生透過平板電腦，進行學習交流、分享，

更能在課堂或課餘時與同學相互評論功課或作品，擴闊了學習的時間及空間。學生在家裏可以

用平板電腦配合完成預習或課業；亦能在課堂中立即分享及討論成果，打破了空間的限制。 

 教師能善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在教學上，課堂能突顯平板電腦即時互動分享的功能，教

師亦能善用此功能作互評的工具；同時，平板電腦與工作紙結合使用，令教學更有成效。在觀

課報告中指出在有使用電子學習的課堂，教師頗能善用 airplay的即時分享功能，讓學生能深

入地透過同儕的經歷進行分析及學習；教師也能按課題需要，透過電子學習平台及工具，讓學

生有更適切的演示。 

 由於打破了學習的時空，學生可以就著自己的能力及時間搜集資料，在某程度上，確能擴闊了

學生學習的空間，他們可以就著自己的興趣，利用平板電腦找尋資料，引發不同能力學生的求

知慾，進行更有深度的學習。另外，學生從觀看同學的作品中，觀摩不同同學的做法，能擴闊

自己的眼光，有助提升探究的意慾。 

 教師能利用電子學習的優勢，透過即時、多渠道及高效能存取的電子互動平台，即時跟進學生

有興趣的問題或學生的回應，加強了師生的互動，互相學習，互相補足，學生積極參與課堂，

樂於表達自己的見解。從檢視學生課業中，學生更能在分享作品時寫下自己的意見或記下改善

的方法，有助學生反思，鞏固學習。 

 開學初，老師已為五年級的學生進行使用平板電腦培訓，提醒學生如何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另

在課堂加入資訊科技素養的元素，除此，周會亦邀請了警長到校進行「網上罪行講座」，提點

學生適當的使用電子產品的重要性。 

 而在 APASO問卷中的「學習能力」數據，副量表「創意思考」、「批判性思考」、「解難技巧」

的平均值分別為 3.12、3.13及 3.26，三項數據均高於全港常模。這顯示電子學習在課程設計

及教學實踐上能達致本學年之關注重點。 

 

跟進及建議： 

 隨著電子媒體使用日廣，課程組組檢討會議中指出可以在課堂內及在不同的學習時段，如課堂、

周會等加強資訊科技素養的提醒及培訓，讓學生明白適當使用平板電腦及電子媒體的重要性。 

 

6. 透過分科分享或教學活動，讓老師掌握教學技巧，並能綜合運用，提升學生的思

維能力、探究能力，及激發他們的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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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逢星期五下午列為教師發展時段，教師發展活動多元化，如講座、工作坊、參觀學校、分

科分享等，教師發展活動針對目標，配合學校課程發展，亦著重教學分享，能擴闊老師視野，

更照顧教師的身心健康及學生的學習需要，讓教師從中學習，自我提升專業水平。 

 教師發展活動配合本學年的目標，聚焦討論提升學生創造力的課堂設計及教學策略。本學年安

排了課堂教學片段分享，透過觀課及討論，擴闊老師視野，更掌握如何在課堂上加入創造力元

素；在推展 STEAM課程方面，進行了「科學科技工作坊」、「星空球幕體驗工作坊」，邀請同事

分享教學的設計及體驗各種教學設施；另外，在教師身心健康方面，本年度進行了「禪繞 X

情緒」工作坊，讓老師放鬆緊張的工作。 

 本學年初，校長帶領全體老師到深圳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參觀，了解無人機的發展及功用；

另到了南山港灣小學參觀，了解內地發展創科教育的情況，讓老師大開眼界。 

 本校十分重視分科分享，讓科任了解各科發展重點及教學技巧，能針對本科需要，有效提升教

師在學科上的專業能力。課程組為全校老師擬訂了「創造力教學指引」，就著本學年的重點與

全體老師分享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的教學模式，配合本學年重點的分科分享，如「分科分享(一)：

創造力教學的實踐」、「分科分享(二)：如何在課堂運用高層次 的思維策略，提升學生多角

度思考及創 造能力」，分科分享有助教師掌握教學中運用不同的策略，培育學生的好奇心、

探究能力及創造力。本校教師發展活動問卷顯示，90%以上的老師表示這些教學分享對教學有

幫助。讓老師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在教學中運用不同的策略培育學生的創造力，提升教學效能。

老師表示分科分享中，科主任能加入實際教學展示和例子，供參考同事，能互相交換教學心得。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設備課環節，聚焦討論課堂教學設計，老師就著一個課題作

深入的討論，如教學流程，運用的策略、不同能力班別的調適等。從觀課中，見到老師能透過

具挑戰性的教學活動，激發學生好奇心，引發他們的主動探究知識及提出創新的想法，作更深

入的學習。觀課報告中指出，老師在課堂設計有層次，活動一個緊扣一個，教學活動有趣味，

如六年級《昆蟲記》中，透過理解文章內容，老師著學生找尋不同昆蟲的資料，並頒發不同的

獎項予不同的昆蟲，學生要探究每一昆蟲的特徵及生活習性，再作結論，並思考所頒發獎項的

名稱，見學生有心思。 

 上下學期的觀課，以研究課形式進行，讓老師把設計與實踐結合，了解當中的落差。透過研究

課，老師從觀摩中不斷改進教學設計及策略，有效提升教學效能。除了同儕觀課外，本校設校

長觀課、副校長觀課、課程主任觀課、科主任觀課等不同環節，確保課程實施的質素。每年校



長、副校長、課程主任及科主任皆透過課程會議作觀課報告，把課堂設計及教學實踐中優秀的

例子與老師分享，分析需要改進的地方，期盼能提升教學成效。本校觀課以「TARGET」模式設

計了一份觀課表，並配合每年的教育目標作為老師備課及教學的框架。 

 老師具備專業知識，教學態度認真。從觀課中，見老師課堂上能接納不同的答案，學生更敢於

表達意見。如數學科，學生用不同的計算方法，老師與全班一起評量，即時梳理錯漏的概念，

同學可以從中發問，理清問題，這有助建立牢固的數學概念。除此，老師能適時引導學生作小

結，確定學生能掌握課堂要點。 

 教師持份者問卷中「對學校專業領導的觀感」、「教師專業發展」及「學校課程和評估」的平均

值均達到 4或以上，當中「對學校專業領導的觀感」比 1718年提升，雖然「教師專業發展」及

「學校課程和評估」比去年輕微下降，但平均值均達到 4或以上，由此顯示，老師認同學校專

業領導的方向，而在課程和評估方面，定期檢視及跟進問題，讓教學得到最佳的果效。 

跟進及建議： 

 課程組會議中提出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可因應每年的關注重點加入全校性工作坊，讓大家能有共

同的啟發及模式，再由科組延伸。 

 課程組檢討會議中，老師建議可邀請外來嘉賓和專家到校進行教師發展活動，擴闊老師視野及

提升教學效能。 

 課堂片段分析能引起老師的反思及了解各科教學，應持續進行。 

 配合未來三年的發展重點：多角度思考、洞察力及解難能力，安排不同形式的教師發展活

動，讓老師掌握教學技巧，提升老師的專業能力及教學能力。 

 配合未來三年的發展重點，安排不同形式的教師發展活動，讓老師掌握「正向心理學」理

念，提升老師的專業能力，把正向心理學的理念應用於學校環境中，為各項計劃或活動，

注入新動力，以發展學生「品格強項」、建立正面情緒，推動個人正面的元素，培養學生

正向積極的價值觀。 

 

 

 

 

 



關注事項 (二) ：共同培育學生成為積極樂觀、勇於面對挑戰，並擁有承擔精神

的人。 

2018-2019教育目標：2. 創設各種學習體驗，讓學生敢於接受生活及學習

中的各種挑戰，培育學生的承擔精神。 

1. 透過成長課課程設計，讓學生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勇於面對挑戰，解決問題，

培育學生承擔精神。 

 

成就及反思： 

 在成長課加強抗逆力、堅毅、承擔等元素，配合校本輔導的主題來開展，讓學生從活動中體驗，

以不同的角度解決問題，培育學生承擔精神。成長課配合「常懷感恩‧戮力承擔」的主題，透

過課堂觀察，學生能從經歷中要以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展現承擔精神，完成任務。   本年

度校本輔導活動――「當一天的『你』」、「瞬間看寶湖」得到老師、職工及家長的配合，能讓

活動達到成效，也能讓學生從經歷編寫教案、預備教材及帶領課堂等過程中，體會教師的「心」

和「辛勞」，培養學生感恩。活動後，在自我反思和分享環節，均能明白自己的責任，成為有

承擔及負責任的舊墟寶活人。 

 校本輔導支援服務評估報告指出成長課配合校本輔導主題，於各級新增「承擔」之課節，如一

年級「接受失敗」、「勇敢面對困難」；二年級及三年級加入「說誠實話」「責任與自律」「面對

難題的態度」；四至六年級新增「Project Net」新媒體素養提升計劃、 網絡欺「零」、「網絡

言行」等，透過不同的活動，引導學生以承擔的精神面對及解決問題。此外，在校本輔導支援

服務評估報告指出成長課配合校本輔導主題，培育學生能以承擔的精神面對及解決困難，並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 

 根據持分者問卷分析，教師及學生在「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的平均值是 4.27及 4.17，

比上一周期輕微下降，而家長在「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的平均值是 4.13，較上周期為

高，顯示家長對學生成長支援有正面的看法；教師、學生及家長持份者觀感的平均值均皆高於

4，由此可見，各持份者對學校給予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表現正面；然而，老師及學生在這方

面的平均值比上一周期輕微下降，這點值得我們留意，在學生成長支援上再作檢視。 

 根據 APASO副量表顯示，學生具正面的「價值觀」。其中「承擔」、「堅毅」、「責任感」副量表

的整體數據均高於香港常模，分別是 3.43、3.31及 3.53，比去年提升了。「承擔」中 Q.34. 「我

會優先處理學校的習作多於過人的興趣」之均值為 3.27，當中極之同意及相當同意共 83.97%；

Q.36.「我會訂立目標，並努力達成」之均值為 3.21，當中極之同意及相當同意共 83.2%，可

見學生滿意自己在這三方面的表現，堅毅、承擔和責任感」在學生心目中已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成敗歸因」數據顯示學生在「成功的原因：能力」的平均值低於香港常模；而「成功的原

因：策略」及「成功的原因：努力」之平均值大部分均較香港常模高，從成功原因可見學生相

信努力及合適的策略能讓他們成功；而學生在「失敗的原因：能力」及「失敗的原因：策略」

的平均值卻高於香港常模，顯示學生對自己的能力及運用的策略仍未足夠信心；而「失敗的原

因：努力」的平均值低於香港常模，顯示學生認為努力是重要的。從以上的數字，顯示學生能

體現堅毅的精神，有承擔感，相信堅持努力能有所進步，不受能力所限，可見學校的成長支援

工作續見成效。 

跟進及建議： 

 來年成長課繼續配合校本輔導主題推展，有助培育學生價值觀。 

 建議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以培育學生具有開闊胸襟、懂得欣賞身邊人和事、對未來抱有

盼望為重點，讓學生成為擁有成長性思維的人。 

 

2. 透過成長課課程設計，讓學生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勇於面對挑戰，解決問題，

培育學生承擔精神。 

成就及反思： 

 教師在會議中也指出「當一天的『你』」能讓學生體會教師的「心」，從以提醒自己作為學生

的責任，展現承擔的精神。 

 全體教師參與校本輔導活動，能把校本輔導活動的信念及本年度的焦點(承擔精神)延展於日常

校園生活中。本學年校本輔導活動---「當一天的你」推展前，學生清晰了解活動的目的，他

們所要肩負的責任，學生經歷活動後，由班主任與學生作討論及分享學生的體驗，進行反思，

藉以培養及鞏固學生積極樂觀面對困難的態度。在訓輔組檢討會議中，老師表示學生對此活

動印象深刻，老師也表示在教授學生如何準備課堂較吃力，但學生感受強，是有意思的活動，

唯延續性未足夠，其他配合的活動要及時到位。 

 透過學校社工、訓輔組組織一系列的校本輔導活動、成長課、周會、早會、午間點唱分享等

緊扣承擔為主題，邀請校長、老師、社會人士以主題——「常懷感恩‧戮力承擔」分享，對

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透過上述活動也可建構積極樂觀氛圍，營造和諧關愛

的校園環境。學生從多元化的途徑了解一些名人、老師如何以積極、堅毅的態度面對困難，

如何才是一個有承擔的人，學生從中反思自己在學習或生活上面對困難時的態度，並作自我

改進。  

 學生對「每月之星」活動投入，本年共進行了有六次活動，主題包括﹕盡責(本年度的焦點)、



自律、關愛、禮貌、誠實(本年度的焦點)和感恩，學生對活動重視，活動能表揚學生學業以

外的良好表現，有助強化學生良好的行為及營造互相欣賞的氛圍。 

 教師、學生及家長持份者問卷中顯示給予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表現正面，平均值均皆高於 4。 

 根據 APASO副量表顯示，學生具正面的「價值觀」。其中「承擔」、「堅毅」、「責任感」副量表

的整體數據均高於香港常模，分別是 3.43、3.31及 3.53，比去年也提升了，顯示學生能體現

堅毅的精神，有承擔感及責任感。 

 APASO問卷中的「學習能力」數據，副量表的「批判性思考」、「解難技巧」的平均值分別為

3.13及 3.26，各項數據均高於全港常模。由此可見，學生懂得分析問題，在面對困難時，具

備解難能力，可見學校的成長支援工作對學生有正面的幫助。 

 根據「情意及社交問卷」(APASO)調查的結果顯示，學生於「對學校的態度」量表的平均值，

雖仍較香港常模理想，然而，在當中七個副量表中，其中五個副量表的平均值均較去年遜色。

當中「整體滿足感」、「經歷」、「機會」也比去年輕微下降。「整體滿足感」副量表其中的題目

「我在學校得到樂趣」、「我經常掛念學校」、「我在假期裏也想回校」，「經歷」副量表其中的題

目「我對我們在學校所做的習作感到興奮」、「我對我們在學校所做的習作都感到興趣」的數據

顯示均較全港常模為低。而在「負面情感」的平均值較香港常模平均值低，但相比去年，有輕

微提升，這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根據校本輔導支援機構服務評估報告指出，社工所接獲的個案及諮詢統計，以情緒/心理問題

數字最多，綜觀學生的情緒問題，主要源於學習壓力及對事情過份擔心，造成焦慮。 

 由此可見，學校讓學生從體驗中培育承擔精神的工作獲得一定成效。過去一年，學校透過校

本輔導活動等，創設情景，讓學生面對具挑戰性的任務，例如進行「常懷感恩‧戮力承擔」

活動時，學生遇上困難也不會輕言放棄，會以積極態度面對，更會不斷嘗試，展現承擔的精

神，而校本輔導活動---「當一天的你」，透過易地而處的情境，能喚醒學生理解，在處理事

情的過程中，往往會遇上困難，但也要負上責任，完成任務，從中培育學生的承擔精神。 

跟進及建議： 

 加強服務活動前的簡介、訓練，以及活動後反思及分享，同時，透過早會、周會等，讓參與的

學生向同學、師長分享感受及經驗，藉著學生耳濡目染，建立正向價值的文化氛圍。 

 繼續優化各項計劃或活動，注入新元素，提高學生參與的興趣及投入度。 

 持續透過周會/活動讓學生認識社會上不同需要的弱勢社群，擴闊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反思自

己的責任。 



 從數據中顯示「整體滿足感」、「經歷」、「機會」也比去年輕微下降，而校本輔導支援機構服務

評估報告指出，社工所接獲的個案及諮詢統計，以情緒/心理問題數字最多，建議來年三年以

「正向心理學」為基礎，以培育學生具有開闊胸襟、懂得欣賞身邊人和事、對未來抱有盼望為

重點，讓學生成為擁有成長性思維的人。 

 

3. 透過系統的輔導活動，提升個別學生的抗逆力，引導他們以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

以堅毅的態度面對成中長的挑戰，承擔責任。 

成就及反思： 

 透過「成長的天空」系統輔導活動，讓學生感受、經歷困境，從而了解自己的特質，發揮其優

點，了解自己不足，並從中改進自己，解決問題，提升自信心去面對及解決困難。 

 校本輔導支援機構服務評估報告指出，學生參與成長的天空小組後，計劃對參與學生有正面鼓

勵作用，學生參與計劃後，自信心有所增強，態度更加積極，並有效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另

於訓輔組檢討會議中指出學生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後，學生表示更有自信，抗逆力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問卷結果顯示，100%小四、100%小五及 100%小六參加學生認為活動對提升抗逆力

有幫助。大部份學生在小組中表現積極投入，而且能夠於日常生活運用所學的知識。家長亦積

極跟進學生所學，並表示此計劃能提升他們與子女的相互溝通。 

 校本輔導支援機構服務評估報告指出家長願意參與小組及教育課程，他們願意跟進學生所學，

參與的家長表示此計劃能幫助他們與子女的溝通及了解子女的需要。小四家長在各項輔助課程 

(包括迎新及啟動活動、親子日營、家長工作坊、結業禮) 的平均出席率：65%。根據觀察及意

見收集，家長認為活動能讓學生挑戰自己，增強生活技能。此外，家長表示學生對活動十分重

視(小四、小五及小六在各項課程的出席率分別為：88%、95.6%及 97.9%)，其責任感和樂觀態

度均有提升。問卷結果顯示，100%小四、100%小五及 100%小六參加學生認為活動對提升抗逆

力有幫助。大部份學生在小組中表現積極投入，而且能夠於日常生活運用所學的知識。家長亦

積極跟進學生所學，並表示此計劃能提升他們與子女的相互溝通。小五家長只需出席結業禮，

出席率為 72.7%，100%家長認為活動對子女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小六家長只需出席結業禮，

出席率為 100%，100%家長認為活動對子女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 

 根據校本輔導支援機構服務評估報告出席各級親子活動的家長，大多(90%以上)認同活動有助

他們掌握營造和諧家庭的元素。100%願意嘗試於親子相處中運用所學，包括：觀言察色、耐心

包容、讚賞鼓勵、互相扶持。另一方面，利用不同的歷奇工具，讓參加者放鬆心情，放下日常



生活的重擔，以增強親子間的聯繫 

跟進及建議： 

 建議來年的親子活動仍以加強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技巧為主幹。 

 家長層面可透過講座、小組培訓、家長群組、家長義工等加強家長教育，認識「正向管教」。 

 透過「巴士教室」進行不同形式的小組或輔導活動(如：遊戲治療、藝術治療、感統練習……)，

提升學生參與的興趣，讓學生多感受成長中不同的經歷，藉以強化他們面對困難時的應對能力

及承擔後果的信念。 

 

4. 突顯學生的領導角色，學生勇於接受挑戰，喜愛做額外工作，並將事情貫徹始終，

辦得更好，完成任務，作為同儕榜樣，影響全體學生。 

成就及反思： 

 學校刻意安排各環節的學生領袖培育工作，讓更多學生領袖建立行為及品格模範。外評報告指

出，不同崗位的領袖生具責任感，認真執勤，服務精神可嘉。而在「校園小領袖」的活動中觀

察，學生願意主動承擔工作，並學會策劃活動和分工。 

 學生議會持續發揮學生領導組織的角色，學生議會主席於議會帶領各班代表討論，收集同學意

見，並就學校的事務作討論及提出建議。學生議會更自行策劃及推動的活動，如組織「尋寶圖」

活動，內容具創意，吸引同學主動參與，負責同學代表由醞釀構思，在會議提出討論、收集意

見，準備物資，宣傳等過程，都能夠勇於面對挑戰，透過同學互相協助，請老師幫忙，最終能

解決問題，可見代表們能以堅毅的態度承擔工作，完成任務。 

 風紀在日誌中的反思亦表示，能為同學及老師服務，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光榮及充滿使命感

的事，雖然在過程中面對不同的挑戰，但他們明白要有承擔的精神，仍然希望在新學年擔任此

職。每年設傑出風紀選舉，候選人主動參與，積極組織宣傳活動，向同學講述自己在執行工作

的情況，讓同學對風紀的工作更了解，風紀同學表現積極、樂於服務、對任務的承擔精神，成

為其他同學的榜樣，發揮相互影響的作用，促進校園積極互助的氛圍。 

 學校刻意安排各環節的學生領袖培育工作，讓更多學生領袖建立行為及品格模範，針對本年度

關注事項目標，對整體學生構成更大的相互影響力。根據 APASO調查的結果顯示，學生具正面

的「價值觀」，其中「承擔」、「堅毅」、「責任感」副量表的整體數據均高於香港常模。 



 根據校本輔導支援機構服務評估報告顯示，100%風紀表示能夠學習到於團隊內付出和發揮個人

優勢。 

 組織多元化的跨年級活動，讓不同年級、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互相表達關懷，強化學生正面

的同儕力量。從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的活動中觀察，高年級同學很有心地選取堅毅故事與學弟學

妹分享，亦有定期與學弟學妹約會互相支持、鼓勵，可見學生對身為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具

承擔，並願意用心完成任務。 

 外評報告指出，學生喜愛校園，對學校有強烈歸屬感，學生熱情主動，關愛互助，樂於服務，

學校締造多元學習機會，如﹕一人一職、彎腰行動等，讓學生透過服務，共同建設校園及關心

社會，培養「舊墟寶湖人」及領袖素質。 

 

跟進及建議： 

 繼續優化各項計劃或活動，注入新元素，提高學生參與的興趣及投入度，同時，提供更多平台，

讓不同的領袖小組在校園進行服務及活動，學生耳濡目染，建立正向價值的文化氛圍。 

 持續透過周會/活動讓學生認識社會上不同需要的弱勢社群，擴闊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反思自

己的責任。 

 

5. 透過尋「金」行動，學生在不同的層面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以堅毅的態度面

對成長的挑戰，解決問題，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成就及反思： 

 持續組織不同類型的「服務學習」活動，效果良好，每年參與制服團體或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

超過 80%。學校提供不同平台讓學生參與校內外服務，校內有一人一職、小導遊、風紀等；校

外有親子賣旗、四至六年級「班」服務等，以發揮學生服務他人的精神。此外，學校亦與救世

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合辦的「大埔跨代共融長者學苑」，組織不同類型的長幼活動，如農耕、

音樂、烹飪，有效地促進長幼共融。 

 同時，加強服務活動前的簡介、訓練，以及活動後反思及分享，同時，透過早會、周會等，讓

參與的學生向同學、師長分享感受及經驗，藉著學生耳濡目染，建立正向價值的文化氛圍。 

 五年級及六年級繼續進行以「班」為單位的「服務學習」活動，效果良好。學生共探訪了十所

長者中心，五、六年的學生能自發組織及主動策劃活動，在每次服務活動後的反思分享環節，



學生都能向同學、師長分享感受及經驗，表達「施比受更有福」，對長者的樂觀積極表示欣賞，

希望下一次能繼續參與的想法等。而四年級同學首度親自組織「長幼共融樂融融 2019」服務活

動，邀請區內近 100 位長者到校參與活動，學生在活動中擔當策劃及組織的角色，活動當天負

責招待、表演、場地管理等工作，擴闊學生的服務經驗，學生表現積極認真，從體驗及經歷中

進一步的成長。從觀察所見，學生用心準備，節目豐富，同學都明白做義工的意思，他們在活

動後的反思也不錯，學生表示從服務中能學習與人相處，關心社會。 

 進行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學習計劃，擴闊「班」及親子義工服務對象的種類，如探訪老人院、

親子賣旗、義賣籌款活動等，讓學生及家長能接觸不同需要、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開闊

胸襟，以更堅定的態度蓄養人文關懷的精神，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本學年參與社區服務學習人數共 386人。 

 今年度親子賣旗共有277對親子義工，家長及學生的反應熱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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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及承擔精神，另一方面亦可進行親子教育。 

 「舊墟寶湖 SuperKid成長計劃」盡責承擔 Super Kid 獲獎人數：769人 

    熱心服務 SUPER KID 獲金獎人數：58人 

    熱心服務 SUPER KID 獲銀獎人數：45人 

    熱心服務 SUPER KID 獲銅獎人數：173人 

 各班級繼續落實班級經營策略，如班口號、班徽、班規、一人一職等，強化學生的歸屬感。 

 每年定期進行不同的親子服務活動，一方面提升同學服務他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可進行親子教

育。 

 根據 APASO調查的結果顯示，學生具正面的「價值觀」，其中「承擔」、「堅毅」、「責任感」副

量表的整體數據均高於香港常模。 

 校本輔導活動能配合年度關注事項，培養學生積極樂觀、堅毅及承擔精神。活動讓學生從體驗

中學習，並從中感悟。如﹕「護蛋行動」、「我是專家」、「求職廣場」、「栽出好心情」、「堅毅龍

虎榜」攤位活動等，學生對富挑戰性的遊戲深感興趣，樂於參與，在經歷中體驗積極樂觀、堅

毅及承擔精神，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跟進及建議： 

 四年級學生在校內組織「長幼共融樂融融 2019」效果良好，學生投入，全部學生也可以參與。  

 每年定期進行不同的親子服務活動，一方面提升同學服務他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可進行親子教

育。 



6. 在各科組的教學及活動中，持續培育「舊墟寶湖人」的內涵，共同營造及鞏固和

諧關愛、樂觀、堅毅及積極承擔的文化氛圍。 

成就及反思： 

 根據 APASO調查的結果顯示，學生於「對學校的態度」量表的平均值，較香港常模理想；學生

具正面的「價值觀」，其中「承擔」、「堅毅」、「責任感」副量表的整體數據均高於香港常模。

由此証明堅毅和承擔在學生心目中已有一定的影響力。此外，在校本輔導支援服務評估報告指

出成長課配合校本輔導主題，培育學生能以堅毅及承擔的精神面對及解決困難，並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 

 透過學校社工、訓輔組組織一系列的校本輔導活動、成長課、周會、早會、午間點唱分享等緊

扣樂觀、堅毅、承擔為主題，學生從多元化的途徑了解一些名人、老師如何以積極、堅毅的態

度面對困難，如何才是一個有承擔的人，學生從中反思自己在學習或生活上面對困難時的態度，

並作自我改進。 

 透過組織跨年級的活動，如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學生領袖生計劃、伴讀活動等，刻意安排，讓

高年級學生向低年級學生，主動互相表達關懷，營造關愛氛圍，持續培養學生同儕間的正面力

量及文化氛圍。 

 為了培養學生全人發展及積極參與的態度，學校設有多元化的校內、外活動，包括﹕服務、藝

術文化、資訊科技、體育、學術、園藝、思維訓練等，每年超過 100個小組。 

 另外，本校設有各種服務隊伍，如：幼童軍、小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升旗隊、小老

師、愛心大使等，參與制服團體或在校外舉辦的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百分比，一至三年級為

38%，四至六年級為 93.43%，較上周期上升。 

 本校設多種服務隊伍，如：幼童軍、小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升旗隊、小老師、愛心

大使等，學生在服務學習動中能從長者角度出發，提出他們有興趣的話題傾談，展現關心他人、

彼此接納、互相包容、互相欣賞的良好行為及態度。 

 學生的優秀表現反映在各項校內及校外比賽的結果下，本周期每年學生獲獎的校外比賽項目達

三千多項。 

 學校在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大埔區男女子組均獲全年總冠軍；本校學生亦代表香港，遠赴美

國參與 ROBOFEST 機械人國際賽，在 UMC (Unknown Mission Challenge)項目中勇奪冠軍，是

香港首支代表隊在此項目獲得冠軍。 

 



跟進及建議： 

 持續關注及加強各級班風建立，以及正面文化的推廣，加強對 SEN學生的支援及教師的支援。 

 邀請不同的持份者，包括老師、職工、家長義工等作主題分享、豐富學生以不同角度及角色思

考的機會。同時了解不同人士在人生階段或社會崗位所要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及如何面對。 

 學校可以持續紀錄學生參與服務、課外活動/比賽、海外交流的數據，全面了解學生的參與的

情況，為計劃活動及推廣提供資料，作出針對性的安排。 

 本周期的 APASO數據分析顯示，學生於「對學校的態度」量表的平均值，雖仍較香港常模理想，

然而，在當中七個副量表中，其中五個副量表的平均值均較去年遜色，數值輕微下降。其中「成

就感」和「機會」的平均值，更有持續下降的跡象。 

 此外，根據校本輔導支援機構服務評估報告指出，社工所接獲的個案及諮詢統計，以情緒/心

理問題數字最多，綜觀學生的情緒問題，主要源於學習壓力及對事情過份擔心，造成焦慮。 

 建議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以培育學生具有開闊胸襟、懂得欣賞身邊人和事、對未來抱有

盼望為重點，讓學生成為擁有成長性思維的人。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 2018 / 2019 學年) 

I.政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

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II.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III.支援措

施及資源

運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增設了一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與學務主任共同統籌各項事務 

 成立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副校長、課程發展主任、訓輔主任、班主任、

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和各學科教師等 

 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購買「校本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服務」，由支援機構安排一位社工全

年駐校 95 天，為學生、家長及老師提供以下不同類型的支援﹕ 

    1. 開辦抽離/課後學生訓練小組 

      當中包括:a) 學習技巧  b)社交、情緒  c)專注力  d)感覺統合  

      全部訓練小組也同步提供家長個別面談或電聯相關家長，讓家長了解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措施 

    2. 開設高小生涯規劃小組 

    3. 開設家長靜觀小組 

    4. 家長、教師個別面談/諮詢 

5. 社工亦按需要而入班觀課，並於事後與相關老師交流及討論 

6. 學生個別訓練 

    7. 家長講座，主題為「培育孩子有家長開始」 

 安排課後輔導班，優先為有特殊學習困難或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一

至小六中文、英文及數學的輔導教學 

 設立低年級「親子伴讀」小組，鼓勵家長協助有讀寫困難或成績稍稍遜的

學生，進行中、英文朗讀及默寫字詞訓練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學校生活適應幫助 

 安排一名自聘教師及兩位專責教學助理入班支援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不同頻次(每兩週/每三週/

每月一次)的個別或小組言語治療或訓練，另外，亦有安排家長及教師諮詢

服務。本校亦有開設「小小治療師」朋輩支援計劃，讓高小學生為初小學



生提供「敍事」訓練。與此同時，亦有舉辦家長講座，主題:1.「如何提升

子女的語言思維能力」  2. 「掌握家居訓練技巧、融入日常生活當中」 

 本校參加了協康會－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自閉症學生提供小組訓練 

 本校正接受教育局「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獲分配一位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

校，從學校系統、教師及學生支援層面作出支援。而教育心理學家本年亦

有提供家長教育講座(主題：簡介「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學生」計劃

及提供一些學習中文、英文的技巧)，讓有需要的家長能了解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學習特性及需要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評估調適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2018-2019年度週年財務報告

收入(元) 支出(元) 收支結餘(元)

 I. 政府經費

i) 基線指標 : 1,511,802.10 1,511,802.10

學校及班級津貼 1,128,718.46 (1,128,718.46)

升降機保養津貼 104,340.00 (104,340.00)

普通話 0.00 0.0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65,222.49 (165,222.49)

增補津貼 0.00 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6,725.00 (6,725.00)

補充津貼 19,797.00 (19,797.00)

培訓津貼 0.00 0.00

校本輔導訓育 1,940.00 (1,940.00)

綜合家具設備 125,215.88 (125,215.88)

小計: 1,511,802.10 1,551,958.83 (40,156.73)

ii) 專項津貼 :

修訂行政津貼 1,665,720.00 1,811,487.21 (145,767.21)

資訊科技綜合服務 425,488.00 390,334.35 35,153.65

學校發展津貼 750,226.00 909,055.00 (158,829.00)

學生輔導服務 338,580.00 269,913.57 68,666.43

成長的天空計劃 114,927.00 107,915.00 7,012.00

加強言語治療 140,455.00 151,500.00 (11,045.00)

空調設備津貼 459,687.00 399,262.07 60,424.93

小計: 3,895,083.00 4,039,467.20 (144,384.20)

iii) 其他收入

利息/租用校舍/其他收入 139,200.00 139,200.00

小計: 139,200.00 0.00 139,200.00

擴大營辦津貼合計 (i)+(ii)+(iii) 5,546,085.10 5,591,426.03 (45,340.93)

擴大營辦津貼承接上年度結餘 (調整後) : 95,920.37

擴大營辦津貼 盈餘 / (不敷) 累計 : 50,579.44

iv) 其他津貼

⊿ 學生自強課後支援計劃 142,507.20 130,825.00 11,682.20

⊿ 專業發展學校津貼 (數學) 369,352.85 362,794.25 6,558.60

⊿ 整合代課教師及凍結教席 1,376,575.36 1,010,022.85 366,552.51

⊿ 新資助模式學習支援 1,617,045.59 1,262,010.85 355,034.74

⊿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 32,694.75 25,096.64 7,598.11

『赤子情、中國心』 52,200.00 52,200.00 0.00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 64,980.00 64,980.00 0.00

香港戲劇節/英語話劇 4,600.00 3,661.60 938.40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 374,060.00 304,090.00 69,970.00

⊿ 德育及國民教育推行 459,740.00 73,103.80 386,636.20

⊿ 額外學位現金津貼 1,199,069.75 1,121,701.94 77,367.81

推廣電子學習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2019年8月止) 692.00 0.00 692.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一筆過津貼(2020年8月止) 100,000.00 57,495.00 42,505.00

加強學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 84,940.00 84,940.00 0.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 307,200.00 307,200.00 0.00

學生輔導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609,900.00 609,900.00 0.00

學生輔導服務- 專業諮詢服務津貼 123,449.00 118,000.00 5,449.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50,000.00 0.00 150,000.00

學校閱讀推廣津貼 40,000.00 36,828.13 3,171.87

資助清貧學生購買流通電腦裝置 220,500.00 134,910.00 85,590.00

小計 : 7,329,506.50 5,759,760.06 1,569,746.44

需回撥教育局 : (156,654.96)

1,413,091.48

總和 - 政府經費 1,463,670.92

⊿ 《包含上年度結餘》

  II. 普通經費

⊿ 特定用途認可收費 352,601.66 328,038.00 24,563.66

⊿ 捐款 510,180.40 630,803.64 (120,623.24)

其他收入∕開支 518,341.54 109,297.96 409,043.58

其他 899,464.65 (899,464.65)

小計 : 1,381,123.60 1,967,604.25 (586,480.65)

承接上年度結餘 (調整後) : 3,023,783.25

總和 - 學校經費 2,437,302.60

學校年度盈餘 / (不敷) : 3,900,973.52


	d18521afc09ebf8628a172d5ae93e039
	2018-2019_寶湖場刊_報告部分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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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配合校本課程—「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計畫」，本校更於課室設置主題學習圖書櫃，讓學生進行大量閱讀。本校刻意營...

	校外比賽 1819__2 - 執行合併
	2018-2019校務計劃評估_3
	1819SEN周年報告_4

	財務報告 2018-19(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