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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Day
For developing a strong bond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use 
and the daily life, we run different festivals celebration 
programmes in English for students. In April, we had an Earth 
Day programme. 

Earth Day is on April 22nd every year. It is a day to remember to 
take care of our planet, Earth. Based on this concept, we taught 
the students how to be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erson through 
lessons and different gam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highlights of the programme were classroom clean-up session and 
lights off lunch. Besides enjoying the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have 
learnt how to be an Earth lover!

才藝表演
我們為學生開設校內表演舞台，讓他們有機會與同學

分享學習成果及展現才能。於五月十三日，本校與家

教會合辦一年一度的才藝表演，校內多個表演單位，

如歌詠組、劍擊、拉丁舞、戲劇、合唱團、花式跳

繩、朗誦及樂器演奏組等學生全力以赴，為觀眾帶來

精彩演出。

午間音樂欣賞日
五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三日校內舉行了大受學生歡迎的

午間音樂欣賞日。於音樂欣賞日內，除了為學生安排

音樂劇與流行曲欣賞環節外，更邀請學生以個人或隊

伍形式表現各類音樂項目，當中畢業班的獻唱牽起當

日的高潮。學生們皆樂於漫遊音樂時空裡，他們都十

分期待下次的音樂欣賞日。



便服日
五月二十日是保良局的「保良局便服‧服飾日」，本

校學生一向樂於參與各種善舉，因此活動得到學生及

家長的熱烈響應，學生踴躍向家人親友募捐贊助。活

動當天，學生均穿著自己喜愛的特色服飾上學，當天

學校處處洋溢著一片為善最樂的歡樂氣氛。

閱讀春夏間
四月四至四月八日本校進行了閱讀春夏間活

動，透過不同的活動，如「寫給書中人物的

信」、「書中人物傳真機」、「書中人物繪畫

比賽」、「參觀公共圖書館」等，令學生增加

閱讀的興趣及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在活

動中，學生十分投入參與，全校同學度過了一

星期愉快的閱讀時光。

數學月
五月九日至六月三日為學校的數學月，學生可自由參加

不同的數學活動，包括：數學龍虎榜、數學遊蹤、數學

自由講及數學至激鬥。數學月活動不但精彩，而且非常

有趣，除可增強學生的數字感外，也培養學生的批判思

考及解難能力，最重要的是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獲獎紀錄
本校學生在各範疇的活動中，盡展所長，屢獲獎項，值得鼓舞。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名單

世界和平書畫展組委會主辦
第十五屆世界和平書畫展國際青少年
兒童書畫評獎

金獎 5B 黃曼喬

大埔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主辦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初賽)

小學優異獎 6B 古樂詩    6B 姚妍寧   6D 周凱欣   6E 施靜儀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主辦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小學組)

小學組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6D 陳家希   6D 李頌思

神召會康樂中學主辦
神召會康樂中學--創校50周年金禧
康樂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銀盃賽季軍 3A 李翠翹   4B 陳欣汶   4B 高穎怡   4D 林穎心   
4D 吳倩怡   4D 黃麗安   5C 唐愷蔚   6C 張芷晴  
5E 羅栩詠   6A 梁曉鈞   6B 葉千慧   6C 余姉瑩
6D 許寶瑞   6D 黃頌程

孫方中書院主辦
英語嘉年華

最佳遊戲設計 5A 蔡穎熙   5A 劉梓瑩   5B 侯景天   5B 梁彥君   
5B 黃曼喬   5B 梁彥君    5C 陳瑋諾   5C 葉弘輝   
5D 譚惠橋   5D 曾智龍   5D 王浩廉   5D 鄭雅文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主辦
第十一屆《基本法》及
國民常識網上問答比賽

初賽--小學組優秀獎 1A 鍾寶珊   1A 黃柏朗   1B 陳葆怡   1B 張芷瑩   
3A 莫翰彥   3C 吳燁峰   3E 陳雪霖   6A 黃敏欣   
6B 姚妍寧   6C 林俊仁   6D 賴暐淘   6D 李家雯
6D 鄧旨邦   6D 張銦淮   6D 周凱欣   6D 朱宗佑   
6E 張展僖   6D 馮卓菲   6E 張銦澔   6E 馬傲然

福建中學主辦
第八屆科技創意比賽-
全港小學創意「極速太陽能大賽」

小學組最佳命名外觀獎、三等獎 6B 古樂詩   6B 姚妍寧   6E 廖凱婷

香港藝術學院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0/11

小學---廣東話組傑出合作獎 2A 葉秉智   2B 梁曉琳   2C 劉子瑜   2E 戚朗熙   
3A 李立行   3A 彭芯妍   3D 陳劭瑋   4A 徐芷柔   
4B 莊兆賢   4B 方珮懿   4B 方　信   4B 關兆男 
4B 麥善雅   4C 蔡皓正   4C 徐惠妍   4C 羅晧恩   
4D 鄭樂思   4D 容朗然   4D 林穎心   4E 李詠騫   
4E 杜善儒   4E 謝迎真   6A 曾穎滔   6C 林俊仁
6C 劉祉瑩   6C 盧穎彤   6E 司徒梓峰

傑出男演員獎 6C 林俊仁

傑出舞台效果獎 2A 葉秉智   2B 梁曉琳   2C 劉子瑜   2E 戚朗熙   
3A 李立行   3A 彭芯妍   3D 陳劭瑋   4A 陳爾軒   
4A 張紫昕   4A 徐芷柔   4B 陳欣汶   4B 莊兆賢  
4B 黃慧嵐   4B 方珮懿   4B 方　信   4B 馮樂程   
4B 關兆男   4B 麥善雅    4C 蔡皓正   5B 譚凱殷   
4C 徐惠妍   4C 羅晧恩   4C 曾元英   4C 黃芍樺   
4D 鄭啟剛   4D 鄭樂思   4D 林穎心   4D 岑沛琳   
4D 容朗然   4E 李詠騫   4E 杜善儒   4E 謝迎真   
5A 周藹琳   5B 張迎紫   5B 蔡嘉希   5C 張珀穎
5C 馮悅軒   5C 馬卓希  5D 黎婧嫣   5E 朱永晴   
6A 曾穎滔   6B 陳朗希   6B 麥熹汶   6C 林俊仁   
6C 劉祉瑩   6C 盧穎彤   6D 陳爾婷   6D 張銦淮
6D 廖珮珊   6E 張銦澔   6E 李芊慧   6E 施靜儀   
6E 鄧戎茵   6E 黃俊祐   6E 司徒梓峰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名單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優秀金章 6D 馮卓菲

金章 6D 許寶瑞   6D 郭用賢   6D 李頌思

銀章 5A 張綽嵐   5B 徐嘉希   5E 李珞希 
5A 蔡穎熙   5C 張浩武   6A 徐展慧 
5A 羅舒庭   5C 張海琳   6A 黃芊樺 
5A 梁樂恆   5C 莊坤龍   6A 黃敏欣 
5A 曾灝澧   5C 梁皓霖   6C 郭灝峰 
5B 張迎紫    5C 梁穎嫻   6E 李芊慧 
5B 梁彥君   5D 陳映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區
小學分會主辦
2010-2011年度大埔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3D 文婉婷   4B 葉昫澄   4C 文曉琳
4C 陳羡瓏   4D 林穎心

女子丙組50米胸泳殿軍 3D 文婉婷

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亞軍 4C 陳羡瓏

女子丙組50米背泳亞軍 4C 陳羡瓏

女子丙組50米胸泳亞軍 4C 文曉琳

男子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季軍 5A 張晉祐   5C 陳瑋諾   5C 葉弘輝
5C 溫耀麟   5C 楊振楠

男子乙組100米胸泳季軍 5C 陳瑋諾

男子乙組50米胸泳亞軍 5C 陳瑋諾

女子乙組100米胸泳冠軍 5D 鄭雅文

女子乙組50米胸泳冠軍 5D 鄭雅文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6A 李懷臻

女子甲組50米蝶泳亞軍 6A 李懷臻

男子甲組100米胸泳季軍 6C 郭晉言

女子甲組50米蛙泳殿軍 6D 廖珮珊

香港網球總會主辦
全港小型網球校際週年錦標賽2011

男子8歲組單打冠軍 3A 馮清煬

男子9歲組單打季軍 3E 李軍樂

香港網球總會主辦
2011小型網球分區校際賽
(新界東區)

男子9歲組單打冠軍 3E 李軍樂

男子9歲組單打季軍 3C盧祉皓

男子9歲組單打殿軍 3A 黃健朗

男子8歲組單打冠軍 3A 馮清煬

男子7歲組單打亞軍 1A 楊嘉培

男子7歲組單打季軍 1B 蔡添佑

男子7歲組單打殿軍 1B 黃卓霆

女子9歲組單打亞軍 3B 黃紀悠

女子8歲組單打冠軍 2A 彭灝殷

女子8歲組單打殿軍 2E 鄒綽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