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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Discover》繼續為大家介紹本校多元化的活動，同學們對各項活動均感興趣，表現積極。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 
Writing @ e-Learning)
本校獲教育局撥款210萬，由現在起至2014年，於一至三年級英文
科推行是項計劃。本校將會建構一個網上電子書的閱讀平台，並配
合現時最流行的ipad電腦，以提高同學英文科學習的果效。

本校五、六年級的同學於12月參加教育
局「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主題是
中國河源的水利建設，同學透過家訪南
園古村及參觀西湖、污水處理廠和噴泉
等建設，對當地水利及文化加深了解，
並作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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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舉行保良局大埔區小學聯合運動會，雖然當天
天氣較為寒冷，但無礙同學們的熱情參與。各運動員全
力以赴，啦啦隊隊員亦全情投入，為運動員打氣。最
後，本校5E班更勇奪全場班際總冠軍。

本校通識課之義工課程安排學生
到大埔尾村探訪獨居長者，藉此
讓學生回饋社會、服務社群。探
訪期間，學生表現親善，公公和
婆婆亦很開心。

On 21st December, we wore Christmas costumes and celebrated 
Christmas together. We wrote blessing messages to our school-
mates and brought food back to help the needy people in Hong Kong.

本校五年級學生在1月19日至21日到保良
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參加領袖紀律訓練
營。學生透過參與群體活動，學習遵守紀
律、與人相處和照顧自己，讓學生珍惜及
反思自我，從而建立自信。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名單
環保促進會主辦
第十屆環保創意模型設計比賽

小學組冠軍及亞軍
中小學組的全場總冠軍

5E 盧浩翔   6C 郭晉言   6E 杜樂儒
6B 陳朗希   6C 楊嘉慧   6E 王茜文
6B 古樂詩   6E 廖凱婷
6B 姚妍寧   6E 施靜儀

大埔文藝協進會主辦
第30屆大埔區舞蹈比賽

高小組銀獎 4A 張紫昕   5C 梁樂雯   6D 張銦淮 
4A 徐浠林   5C 梁安琪   6D 禤梓晴
4C 徐惠妍   5C 梁穎嫻   6E 張銦澔
5A 陳綺琪   5C 胡柏汶   6E 鍾芷晴
5A 范樂瑤   5E 梁嘉寶   6E 李衍慧
5B 蔡嘉希   6A 黃芊樺   6E 譚穎姿
5B 李慧中   6C 陳曉彤   6E 黃潼欣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0-2011年度
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女子甲組單打冠軍 6D 黃頌程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6B 譚賜欣   6C 楊嘉慧
6C 馬芷程   6D 黃頌程

香港劍擊總會主辦
2010/2011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隊際外展劍擊
(花劍)比賽

男子初級組團體亞軍 5C 葉弘輝   6C 陳祖彥
6C 尹俊禧   6E 黃俊祐

孫方中書院主辦
新界東小學普通話競賽

季軍 4D 盧侃兒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區小學分會主辦
第十四屆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女子丙組60米短跑冠軍 4D 黃麗安

男子乙組跳遠亞軍 5A 張晉祐

男子乙組200米短跑季軍 5A 張晉祐

男子乙組200米短跑季軍 5B 劉裕聰

男子特別組100米亞軍 6A 林祉揚

男子乙組4X100米短跑接力季軍 5A 陳喬禧   5A 張晉祐   5A 蔡穎熙
5C 莊坤龍   5D 馮漢弛   5E 劉朗風

常舞坊及藝苗舞蹈團主辦
第二屆荃灣舞蹈錦標賽

男女組8-9歲拉丁舞五項全能金獎
男女組8-9歲華爾滋金獎
男女組8-9歲森巴舞金獎
男女組8-9歲查查查金獎
男女組8-9歲倫巴舞金獎
男女組8-9歲鬥牛舞金獎
男女組8-9歲牛仔舞金獎
男女組8-9歲探戈銀獎

3A 馬學謙

男女混合10至11歲拉丁舞五項全能銀獎 
男女混合10至11歲探戈銀獎
男女混合10至11歲華爾茲銀獎

5D 馬學琳

女子組10-11歲倫巴舞銀獎
女子組10-11歲牛仔舞銀獎

5C 鮑暐凝   6D 許穎婷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主辦
第十五屆全國中小學生繪畫、書法作品比賽

繪畫類一等獎 6E 黃俊祐

中國中央電視台央視國際網絡墨彩杯全國少年兒童書
畫作品電視網絡展評組織委員會主辦
墨彩杯第七屆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作品電視網絡展評

兒童組一等獎 6E 黃俊祐

英語教育事務中心主辦
「英文8寶箱」「英語聽說王比賽」

小學組（大埔區）冠軍 2E 盧忻兒

大埔區議會主辦
2010-2011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運動小學標語及創
作比賽

亞軍 6B 陳朗希

教育局主辦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高小組甲級獎 4A 張紫昕   5C 梁樂雯   6D 禤梓晴
4A 徐浠林   5C 梁安琪   6E 張銦澔
5A 陳綺琪   5C 胡柏汶   6E 鍾芷晴
5A 范樂瑤   5E 梁嘉寶   6E 李衍慧
5B 蔡嘉希   6A 黃芊樺   6E 譚穎姿
5B 李慧中   6C 陳曉彤   6E 黃潼欣
5C 梁穎嫻   6D 張銦淮  

牛仔甲等獎 3A 馬學謙   5D 馬學琳

查查查甲等獎 3A 馬學謙   5D 馬學琳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比賽，屢獲殊榮，恭喜以下得獎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