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SUN妝

   全新打造

  的教員室。

     圖書館的新裝潢。

一號樓梯及

各 樓 層 的   

中庭也有一

番新氣象。

 

一樓經過悉心

佈置，另有一

番景象。

「白板」，「黑板」

相信大家都見識

過，可見過「電子

黑板」呢？

還有很多小改

革，大創新， 你

能一一找到嗎？

全新的LED顯示屏幕 全新的燈光及音響 全新的布幕及牆身油漆

全新的空調及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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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也進行

了大革新。

校園正門及  
陳守仁博士大
堂也來大革
新。  



非一般的教師專業發展

摘錄自校長的信·7~8

「疫」境 中 的 學 習

學校因新冠肺炎停課，為了加強學習的     

互動性，老師要上網自學視像通訊軟件，進行  

實時視像教學。對老師來說，視像教學比起在  

課室教學更具挑戰性，上課前需要更多準備工

夫。雖然視像教學不及課堂互動學習來得有效，

但總算能於停課期間維持教學，而老師的資訊科

技教學能力亦因此向前跨了一大步！

這次「停課，不停學」對我們來說是一次考驗，也是我們學校發展的契機。

老師們跟我分享他們的教學過程。我都感受到他們的興奮。那怕那堂課出了很

多小毛病，大家熱情地分享孩子們的可愛，自己的手忙

腳亂。由最初試行的戰戰競競，到今天的熱情分享。我

感受到師生在這次疫情中的成長。再次看到我們孫小在  

「面對困難，迎難而上」的精神。

在家上網學習，對低年級同學來說是莫大

的挑戰，或許需要家長從旁協助。相信在停課

期間，隨着運用的機會大增，同學的資訊科技

能力也提升了。網上學習是未來學習大趨勢，

正好趁此機會，同學可以盡快實習一下。

學校每天安排同學集中學習一科，上視像教學課或上網觀看短片學習，

並有適量功課要求，其他環節則留白容讓學生自行安排，體會自主學習，當中

主題學習「健康正向生活」，學生可自訂目標及計劃學習，並且透過學習平台

分享學習成果，提升自學能力及資訊素養，同時培養健康正向的生活習慣和 

態度；此外，學校亦整合了「停課不停學SUN學習資源」，供學生自學之用。 

老師學習運用視像通訊軟件

進行視像教學。

第一次親自下廚，
煮了雙蔥肉碎炒蛋給家人吃。

老師拍攝和錄製短片，
讓學生上網學習。

電子學習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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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培養健康正向的生活

 發掘感恩之處 建立「正」面思想

能夠上山呼吸新鮮空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

謝謝老師教我畫禪繞畫。

讓我的家變得更整潔。

我也能下一手好象棋！

在家也能好好鍛煉自己！

相約三五知己去郊遊。

看看，我們成為小廚神！

感謝家人陪我們
「踢足球」！

我可以全程投入於書海當中。

把好歌分享給身邊的人！

感謝我有一個學習
新技能的好機會！

看我寫得多專心！

有美好的陽光，最適宜去騎單車了！

自己親手製作的甜品，是特別美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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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學 習

均衡飲食 多做運動 使生活「正」面積極



  實踐資優教育普及化，讓學生成為恆常活動小主持、小助手、小導師等，又讓學生共同籌劃和參與學校

大型活動、組織學生會，讓學生成為校園小領袖，藉此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和素質。

  學校為在各範疇能力較強的學生安排更具挑戰性的課程、活動、訓練和比賽。

  在各科加強訓練學生自主學習及融入電子學習元素，並在各科進行不同導向的專題研習，使課程加入 

更多合作學習及高階思維的訓練，讓學生能提升溝通、創造和解難等能力。

  優化STEM課程，加強與各科的跨學科活動，令學習具科學性和實用性。

  除優化學科課程，更重點發掘和培訓體藝人才，讓學生發揮多元智能。

  成立校內人才庫，推薦資優學生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會員，或參加教育局及其他大專學府舉辦的校外

資優課程，讓學生學得更深更廣。

創新科技教育   培育創新及創科能力

●  發展編程教育，提升學生計算思維能力。

●  展示創科成果，鼓勵學生勇於創新。

●  透過不同的主題學習，培養學生創科能力。

研發「盲人避障帽」

創造智能校園

改善學校環境

我們把太空館都搬來禮堂了

編程的測試成功了

聚精會神學習3D打印

「無人機比賽」
獲得全場總亞軍

年宵攤位的小小創業家

學生化身校園大使
接待訪校小嘉賓

聖誕聯歡天才表演

新加坡科技與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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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優 教育

創 科 SUN 校 園 

手鐘隊在早會為節日演奏助慶



有賴各個家庭的支
持，願意把家中圖

書放漂，

使校園漂書逐漸成
為一項薪火相傳的

活動。

因為疫情關係，故事接龍延至明年開拍。我們期
待明年的故事接龍電影的誕生，因為它是五名新
力軍編劇：黃韋綸、徐柏維、王如流、李海博、
楊尚祐的心血結晶。加上有剪片師黃栩洛同學
的協助，電影將有耳目一新的風格。

學校以推廣「漂書」及
「故事接龍」而製作的校
園短片，經由教育局評審
後成功獲得「喜『閱』  
學校特別嘉許獎」。誠邀
各位欣賞這條屬於大家的
短片，它紀錄了孫小每一
位成員由過去到現在的共
同付出和珍貴回憶。

閱讀的路沒有既定公式，所以學校
爭取每一

個可能培養同學愛上閱讀的方法。
由校內的 

「學生也愛書」、「書籤獎勵計劃
」，到參加

坊間的閱讀活動，務求當中有一項
能和同學產

生共鳴，為大家打開啟蒙之門。

為什麼學校積極舉辦工作坊和講座？因為我們
深信經驗不但能從講者身上獲得，更能在參加
者相互交流中傳遞。今年，我們在家長身上見
證了對兒女的愛、眼淚和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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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推廣



發揮創意潛能

  跨學科STEM專題研習，助學生融會貫通。

  發展編程教育，提升學生計算思維能力。

  展示STEM教育成果，鼓勵學生勇於創新。

  資優培訓，發揮學生的潛能。

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發揮創意潛能

 資優培訓，發揮學生的潛能。 資優培訓，發揮學生的潛能。 資優培訓，發揮學生的潛能。

 展示STEM教育成果，鼓勵學生勇於創新。

 資優培訓，發揮學生的潛能。 資優培訓，發揮學生的潛能。

透過資訊科技認識動植物。紙飛機易摺，飛得遠便考功夫了！

透過養蝴蝶，學習人與自然的關係。 從實驗學習公平測試。

「STEAM」探索之旅，學習魚菜共生。

我們都是小小科學家！ 透過養蝴蝶，學習人與自然的關係。透過養蝴蝶，學習人與自然的關係。透過養蝴蝶，學習人與自然的關係。

力點在哪兒呢？

我們雖然是低年級，但創意不輸高年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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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方 位 STEM 教 育

我們學會閉合電路，
燈泡亮了！



以電子資源輔助學習，培養創新能力和自學能力

  各級運用電子資源，安排多元化學習活動，加強課
堂互動

  五、六年級自攜電子裝置學習，以不同形式的學習
任務，提升學習效能

  配合「綠在方中，走向完善」計劃，一年級以《葉
子小屋》及課本單元，讓學生在大自然的環境下，
完成學習任務

  《創作樂》與《閱讀新世紀》首次合 ，並加入 

  「疫情中的學習」，讓學生發揮創意及展示學生的
自學成果

  停課期間以 zoom 視像教學，體現電子資源的重要
及發揮自學精神

加強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學習《二十四節氣》，認識與節氣有
關的傳統節慶、習俗、諺語、詩歌和
花卉

  五年級舉辦書法班，資深書法老師教導
學生毛筆字的基本筆畫，培養專注力和
耐性

  認識農曆新年活動包括「種植水仙」
和「齊來寫揮春」，加深對中國民間
文化的認識

提高閱讀和寫作素質，提升語文能力

  推薦學生參加「小作家培訓計劃」，在
作家的指導下創作故事

  長假期及停課期間閱讀多元化故事書，
鼓勵不同形式的閱書分享

  三年級舉行「查字典工作坊」，為自主
學習奠定基礎

跨課程閱讀，拓展閱讀深度和寬度，建構正向校園文化

 各級加強故事書教學。四、五年級分別以「健康正向生活」和「勤奮堅毅」

    作主題進行跨課程閱讀，在老師指導下進行深層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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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Girls



 N urturing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aningful activities or tasks are given to student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project learning, 
theme-based activities. eLearning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udents can handle 
using Seesaw, Google apps… in learning.

 E xpanding reading horizons 
Fiction and non-fi ction books ar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We also adopt Space Town, Keys2 and KIP which help 
students to read and write more.  

W illing to learn
Every student in SFC has passions and interests in learning. They are always eager to learn more. Providing 
students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to learn and use English at school. They are confi dent English users.

way to learnNEW

Learning with classmates. 

Cooking in English lesson.

 Gallery walk – 

Introducing diff erent countries.

Happy Halloween.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Boys.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Girls

 Czech artist - Tomas Rizek.

Sharing with classmates.

We lov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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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以學生為中心，配以多元學習經歷，引發興趣。

加強學生的思維、傳意、解難及創造能力。

停課，不停學：是學生也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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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校園用指南針找方向。 發揮創意拼圖形。 增添益智玩具，從「玩」中學習計算！ 

停課期間，以電子資源輔助學習。 挑戰多巧板拼圖。

高年級製作立體圖形。

我們的籃球場有多長呢？

怎樣才可疊得更高？

排水法—這塊石頭有多大呢？

跟著小老師製作長方體。 由小老師講解數學大比拼的題目。

數學科



透過STEM活動，培養創
科能力。

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建構知識和概念。

整全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助學生達至
全人發展。

發展抽離式資優課程，提升科學尖子的研究能力，
培育未來科學家。培育未來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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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啟發音樂潛能，今年
度新成立非洲鼓校隊

  發展音樂資優課程
  多元化的表演機會，
    提升自信心

非洲鼓校隊

七彩手鈴隊 手鐘隊

木笛小組

小提琴班

銀樂隊

儀仗隊

孫小合唱團
孫小合唱團已連續十三年於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中獲得初級組及中級組金獎殊榮。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的香港學校音樂節取消了。

在香港學校音樂節中屢獲佳績 :
初級組合唱團連續兩屆勇奪「最佳新界區域小學初級組合唱隊」
中級組合唱團連續五屆榮獲「最佳新界區域小學中級組合唱隊」及四度奪得「最傑出新界區域小學合唱隊」兩大殊榮，後者更是比賽中最高榮譽的獎項

於 2019 年 11 月，本團獲邀參與「深圳 ( 福田 )首屆民族童聲合唱節開幕式」表演，亦是唯一參與這項盛事的香港隊伍

班際音樂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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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方 中
在

音樂科



  參加不同運動計劃，如「中銀香港足動校園體驗計
劃」、「恒生乒乓球大挑戰」、「動感校園計劃」、 
「體適能獎勵計劃」及「SportAct 獎勵計劃」，鼓勵
學生多參與運動。

  於早會及小息開放活動場地，鼓勵學生借用體育   
用品，常做運動，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引入多元化運動項目，讓學生發揮潛能。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體育比賽，增強自信，開闊眼界。

田徑隊群策群力，屢創佳績。

新興運動—躲避盤。 遊戲日是發掘體壇巨星的平台。

游泳隊人才濟濟，收穫滿滿。

射擊運動，鬥智鬥力。

親子遊戲

觀賞世界乒乓球聯賽。

足球小將，發揮潛能。

令人期待的環節—家長啦啦隊

槍聲一響！將訓練的成果都盡情發揮吧！

13

足球小將，發揮潛能。足球小將，發揮潛能。足球小將，發揮潛能。足球小將，發揮潛能。足球小將，發揮潛能。

年紀雖小，

可能是未來欖球健將。

堅毅拼搏，
孫小精神。

體育科



視覺藝術 
統整各級教學計劃，使學生所學

的知識及技能更連貫。

有效地運用社區資源，常與不同機構合作，邀請不同的藝術家

到校進行工作坊，以及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藝術計劃，從而

擴展學生的多元視野，豐富學生的視覺藝術經驗。

舉辦校內、校外視覺藝術展覽，加強

學生的創作信心及提升學生鑑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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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捷克插畫家對話—繪本工作坊

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9

全港各區青少年繪畫日2019

發展資優藝術小組，提升學生的創作
技能及拓展他們的視覺藝術潛能

停課教學作品

6A藝術展

學校是展室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展覽

推行專科專教，讓學生獲得

全面及專業的藝術科知識



視覺藝術 

綠在方中 走向完善

資訊科

我們運用「3D繪圖」程式，創作自己
「獨一無二」的作品。

我們運用「3D繪圖」程式，創作自己我們運用「3D繪圖」程式，創作自己我們運用「3D繪圖」程式，創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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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歲月沙畫創作工作坊

年宵工作坊-花燈、財神

換衫公仔工作坊

風箏工作坊

我們正在參與「創新科技展覽」，

擴闊視野。我們講解得多認真！
這是我編寫的足球遊戲，
歡迎你來與我「對戰」！

「編程」充滿趣味和挑戰，

看我們多滿足、投入！

畫上滿滿的愛，感謝媽媽無微不至的照顧和愛護！



新加坡「科技與生活」文化之旅

全 位方 學習

獅城探索

感受多元種族文化
(哈芝巷)

體驗光影與色彩
的奇妙變幻

近距離觀察蝴蝶的繽紛世界
（新加坡科學館）

STEM Workshop
認識和製作DNA模型

小科學家：「專注和認真是
DNA實驗成功的鑰匙！」

濱海堤壩享受閒適 百年吊橋見証歷史

學習如何污水變用水

（新生水基地）

壯觀的Supertree不止外型獨

特，同時是太陽能發電裝置。
雲霧林裡水氣濛濛，仿如置

身仙境！（濱海灣花園）

看！我畫的小魚兒投影

在大屏幕上！

（藝術科學博物館）

外灘兩岸感受舊上海、大都會不同時期的面貌。 16

「同根同心」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走進上海校園，

由小老師親授武藝。 參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乘坐磁浮列車，來一趟高速之旅。

參觀夜間野生動物園



逛年宵，找心頭好！

跨 學學 習題科 主

迎新    慶團圓

一眾陽光少年與大家以歌曲慶新年

滿載而歸！

年廿八洗邋遢

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
任務雖多，但我們樂此不疲！

賀年揮春DIY

熱鬧的賀年早會

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賀年傳統習俗—猜燈謎

親子水仙花浸割活動

每年的「小小創業家」，都能激發同學的無限創意！

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

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從學習策劃、分工、營銷⋯⋯
任務雖多，但我們樂此不疲！任務雖多，但我們樂此不疲！

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春節活動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您！

我和我的小財神我和我的小財神我和我的小財神我和我的小財神

燈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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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大使誓師儀式

旅行行山一樂也！

課 外 活 動

不不不不不不 一一一 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 !!!!!!!!!!!!!!!

不不不不不不 一一一 樣樣樣樣樣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歷 !!!!!!!!!!!!!!!
小童軍出發參加比賽啦!

常識問答隊勝出大埔區校際

公民常識問答比賽，獲冠軍！

聖誕天才表演

卡通真人版，表情十足！ 運動會啦啦隊比賽，

一樣令人興奮。

充滿活力的欖球隊成員

聖誕天才古裝表演，
中西文化交流。

愛心送暖行動

卡通真人版，表情十足！卡通真人版，表情十足！
一樣令人興奮。
一樣令人興奮。
一樣令人興奮。

— 綠在方中  

透過「一人一花」活動，
讓同學感受種植的樂趣。

生態魚池

參加「盆景製作工作坊」，
美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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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教 育

  透過不同的活動，帶領學生愛惜地球資源。

  利用環保小先鋒訓練，培養學生的自學及領
導才能，成為環保的先鋒分子。

  透過不同的活動，美化校園，為校園增添綠
色氣氛。

  本校成功申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環
保教育項目，包括生態魚池、太陽能發電設
施及廚餘堆肥設備。項目的目的是讓學生明
白生物多樣性及其互相關係；了解廚餘對生
態的影響；認識潔淨能源對地球的影響。

參與浸割水仙花活動

太陽能發電設施



體 藝 發 展

  建構校園關愛共融與朋輩互助文化。

  透過不同學習小組和計劃幫助學生，提升他們
學習、情緒控制、人際溝通及組織等能力

  透過「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資助學生
參加校內課餘興趣班，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
技能和擴闊生活經驗

  協助非華語學生提升中文能力

發發發 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潛潛潛潛潛潛潛潛潛
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質，

發發發

體體體體體體驗驗驗驗驗驗不一不一不一不一不一不一
樣樣樣的的的學學學習習習

朗誦訓練讓我們能欣賞文學之美 走出課室欣賞校外音樂會
小小藝術家用心
製作盆景藝術

培培培 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 堅堅堅堅堅堅堅堅堅 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

互互互相相相欣欣欣賞賞賞的的的正正正向向向
態態態度度度

小鼓隊初試啼聲，鼓聲震撼人心！

經過長期的訓練後終能
在大合唱中成為領唱

一致的眼神和動作，都是

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

充滿動感的跳繩表演

帶動全場氣氛
燦爛的笑容襯托出
藝術體操的美態

可愛活潑的芭蕾舞甜姐兒

度度度

一致的眼神和動作，都是一致的眼神和動作，都是

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同學們經過長久訓練的成果。

堅持和忍耐是成功的關鍵！
我做到了！

我的深情獨誦，
能打動台下的你嗎？

學 生 支 援

提提提 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供供供盡盡盡展展展才才才華華華的的的舞舞舞台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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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育
  優化積極進取獎勵計劃，
讓更多學生能從計劃中得

到自信和肯定。

  舉辦多元的成長輔導小組及活動，
以培養學生正向思維，提升他們
社交、情緒管理等多方面能力，
促進正向、和諧校園文化的建立。

  協調多方資源，
通過家長學堂、
各類親子活動等
促進家校合作，
為學生提供更健
康的成長環境。

  建立一個友愛互助、溫暖
和諧的陽光校園。

  組識學生領袖團隊，讓
學生透過服務別人建立

自信心。

  以多元化的體驗活動培養 
學生的正向態度 ( 三年級歷
奇日營、四年級學校宿營、 
五年級結伴同航活動 ) 

  本年度舉辦多個正向品德教育
活動，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
透過比賽和活動加強學生間的
凝聚力，建構正向校園文化。

低年級模範生候選人 領袖生訓練 四年級宿一宿：
四年級一條心

乘風航：拉頭帆我們是未來的棟樑

六年級透過體驗活動培養正向品德

二年級調解課程：
學習正確處理衝突

健康正向生活講座：
猜猜我的心情是甚麼?

恒生—家福青少年調解計劃 五年級品德教育課程

領袖生團隊宣誓
四年級宿一宿：
感謝大家支持我

高年級模範生候選人

學 生 輔 導

「青少年調解計劃」

同學們積極回答導師問題

「家長教育學堂」

家長們學習建立正向親子關係

「愛玩樂親子活動」

親子分享溫馨家庭手作

「手牽手計劃」
高年級同學協助小一新生適應校園

「禁毒嘉年華」
攤位義工介紹遊戲玩法

「成長的天空」
同學們合作挑戰難關

20

家長參與學校運動會的義工服務，全賴有您！「謝謝」!



古Sir加入戰場 校友會閃避球比賽2019

戰況激烈 老師隊

冠軍隊伍

校友執委拍照留念

第二屆校友校董
陳一勤先生參加校友盆菜宴

家校合作，齊心便事成！

合作作作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家 校

聯繫繫繫繫聯聯聯聯聯聯聯聯聯聯聯
校 友

家長參與學校運動會的義工服務，全賴有您！「謝謝」! 家長義工是孫小珍貴的人力資源。

繫繫

不知不覺，校友會已成立十多年。在 
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繼續成為校友與母
校之間的橋樑，促進學校與校友間的互
動及聯繫，提昇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
並建立長久之合作關係。校友會積極參
與學校活動，支持學校發展。

齊齊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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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朗誦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香港學校

朗誦節

總成績：4冠2亞2季

P.4-6男子英詩集誦亞軍

三四年級中詩集誦季軍

P.4-6男子英詩集誦隊

四年級中詩集誦隊

英詩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冠軍

英詩獨誦冠軍

中詩獨誦亞軍

中詩獨誦季軍

6B邱泳潼

5A陳沂泓

4B鄺浚嘉

1D陳宛渝

6A黃梓浩 

2B梁可穎

新界東小學英文朗誦競賽

新界東小學中文朗誦競賽

殿軍

優異獎

6B邱泳潼

6A黃梓浩6B李海博

學生成就 成就學校

學科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新界東學術挑戰賽

中文科季軍

數學科季軍

英文科優異

數學科優異

6A林楚潁

6B李海博

6A林綺柔

6A鄭卓知

第十四屆滬港

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優異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3B黃考禎

5B張嘉璐

6A卓俊杰

6A鄭卓知

6B韋子亦

常識科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大埔區校際
公民常識
問答比賽

冠軍

6A賴俊瑋 
6A林正淳
6A彭紫彤 
5A林智弘
5A伍彥熹

大灣區
無人機
編程比賽

編程群飛表
演賽亞軍
優異獎

6A彭凱傑 
5B楊仲頤
6C陳誠希

大埔區公民
教育剪報比賽

季軍 4C羅亮言

獎勵計劃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第五屆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
獎狀

6A楊鎮宇
6B陳靜雪
6B李海博

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優秀學生獎 6A賴俊瑋

優秀女童軍
選舉

優秀女童軍
6A馮曉晴
3A姜詠家

音樂比賽
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亞洲行進
鼓樂聯盟
錦標賽

亞軍 銀樂隊及儀仗隊

香港步操
樂團公開賽

金獎
(已十四度奪得金獎殊榮)

銀樂隊及儀仗隊

田徑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大埔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24面個人獎牌：

4冠10亞3季7殿

男甲400米冠軍
男甲跳遠亞軍

6A鄭卓知

男甲200米冠軍 6B鄭卓見

男甲60米亞軍
男甲鉛球季軍

6A梁港權

男甲200米殿軍
男甲壘球殿軍

6A林正淳

男甲60米殿軍
男甲鉛球殿軍

5C李嘉銘

男乙跳遠冠軍
男乙60米亞軍

5D鍾兆永

男丙跳遠亞軍
男丙100米殿軍

4D張智琛

男丙60米亞軍 4A吳兆熙

女甲400米亞軍
女甲跳遠殿軍

6A黃芷晴

女甲鉛球亞軍 6A梁呈伈
女甲壘球亞軍 6B陳韻蕎
女甲跳高亞軍 6C李錦穎
女甲60米季軍 6B鄧芷臻
女乙跳高冠軍 5B黃樂童
女乙跳遠季軍 5B梁紫昡
女乙跳遠殿軍 5D徐子研
女丙跳遠亞軍 4D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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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大埔區小學
校際田徑
比賽

11項團體獎 
(4冠2亞
3季2殿)

男甲團體冠軍

6A鄭卓知6A梁港權
6A林正淳6B鄭卓見
6B蕭智豪6B楊尚祐
6D李逸晞5C李嘉銘
6A賴俊瑋6B林政熹

5B陳壽年

男甲接力冠軍
6A鄭卓知6A梁港權
6A林正淳6B鄭卓見
6B蕭智豪 5C李嘉銘

女甲團體冠軍

6A黃芷晴6B鄧芷臻
6C劉希悅6B陳韻蕎
6B羅祉廷6A梁呈伈
6A馮曉晴6A李楚敏
6C李錦穎6C潘嘉瑩
6B陳思宇6D黃凱鈴

男乙團體殿軍

5D鍾兆永5B吳景峰
5C陳焯華5A林智弘
5A劉一桓5A方紹恒
4A林文意5A李政和

男乙接力季軍
5D鍾兆永5B吳景峰
5C陳焯華5A林智弘
5A劉一桓5A方紹恒

女乙團體季軍
5A黃樂榣5A方希銣
5A陳芷榆5B黃樂童
5B梁紫昡5B陳紫瑩
5D徐子研4A徐依琦

女乙接力殿軍

5A黃樂榣5A方希銣
5A陳芷榆5B黃樂童
5B梁紫昡5B陳紫瑩
5D徐子研4A徐依琦

男丙團體冠軍
男丙接力亞軍

4D張智琛4A吳兆熙
4C羅曉鋒4B曾焯賢
4B方浩發4D李康弘

女丙團體季軍
女丙接力亞軍

4D曹雅婷4C蔡相奕
4A陳籽君4B陳漫錡
3A徐恩熙3B梁敬汶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大埔區分齡
田徑比賽
19面個人
獎牌：
6冠8亞5季
2項接力冠軍

男E組60米冠軍
男E組100米冠軍
男E組跳高亞軍

6A梁港權

男E組400米亞軍 6A鄭卓知

男E組200米季軍
男E組跳遠季軍

6B鄭卓見

男E組跳遠冠軍 5D鍾兆永

男E組壘球亞軍 6A林正淳

男E組壘球季軍 6D蘇卓霖

男E組60米季軍 5C李嘉銘

女E組400米冠軍 6A黃芷晴

女E組跳高冠軍 6C李錦穎

女E組跳遠亞軍
女E組400米季軍

6C劉希悅

女E組壘球亞軍 6B陳韻蕎

男F組60米冠軍
男F組100米亞軍

4D張智琛

男F組跳遠亞軍 4A吳兆熙

女F組跳遠亞軍 4D曹雅婷

男E組接力冠軍
6A鄭卓知6A梁港權
6A林正淳6B鄭卓見
6B蕭智豪 5C李嘉銘

男F組接力冠軍
4D張智琛4A吳兆熙
4C羅曉鋒4D李康弘

籃球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靈風中學籃球
邀請賽

男子組殿軍

4B劉仁傑4D李康弘
5B鍾卓宏5B吳景峰
5B陳壽年5C李嘉銘
5C黃洛賢5D鍾兆永 
5D羅椉任6D蘇卓霖

舞蹈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大埔區校際舞蹈
比賽

低級組銀獎
高級組銀獎

P.1-3芭蕾舞班學員
P.4-5芭蕾舞班學員

童軍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大埔北區小童軍
區總監挑戰盃
比賽

單項遊戲亞軍
單項遊戲季軍
單項遊戲季軍

B團
A團
C團

跳繩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跳繩強心校際
花式跳繩比賽

優異獎

4C鍾澋毅4C姜浩洺
5A方紹恒6A陳樂芯
6A黃芷晴6B陳靜雪

6C周旻卓

視覺藝術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法國雙年展
9-11歲組
第一名

4C吳凱琳

第 1 6 屆 墨 彩 盃   
彩懷全國青少年
兒童書畫作品

電視網絡展評
兒童組一等獎

5C陳季莛

跆拳道比賽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香港男子青少年
跆拳道比賽

男童色帶組
冠軍

5D羅椉任

截至日期：5-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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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比賽



培育創新及創科能力

本校著意透過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STEM）活動和編程教育，培
養學生的科學探究技能、計算思維和
創意解難能力。當中小五的專題研
習，結合了編程，讓學生製作「盲人
避障器」，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隨着新冠肺炎停課，部分原定安排的STEM活動被逼中
斷。儘管如此，學校安排了自主學習活動，讓學生在

疫境中迸發無窮創意。創科是未
來發展大趨勢，家長亦可配合學
校，給孩子空間探索不同事物，
讓他們多觀察身邊事物，發揮創
意，發明出解決問題的物品。

本校學生學科成績優良，升中派位成績理想。學
生表現獲教育局校外評核高度評價，進一步肯
定本校的教學效能。本校與孫方中書院為「一條
龍」辦學，擁有相同的辦學模式與理念，共同致
力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基礎及高中教育。

學校發展與前瞻 派位結果

拓展閱讀的深度和寬度

疫情下，公共圖書館暫停開放，若家裏又沒有太多藏
書的話，上網閱讀電子書便成為同學在疫境中不二之
選。停課期間，本校整合了一些網上閱讀資源，供同
學自主閱讀，使同學停課也不停閱讀。

為了拓展閱讀的深度和寬度，來年
本校繼續推行跨課程閱讀，四年級
以「健康正向生活」為題，五年級
則以「勤奮堅毅」為題，各科配合
主題與學生共讀圖書，拉闊學生的
閱讀面；透過分享、討論及延伸活
動，加強閱讀的深度，同時培養健
康積極的生活態度。

建構正向校園文化

家居抗疫宜保持生活如常，同學持續學習，培養新的
興趣，維持身體及心理健康。因此，本校推行網上主
題學習「健康正向生活」，讓同學因應自己的喜好選
取學習任務，自訂目標及計劃學習，透過分享平台與
老師及同學分享學習成果，將成長性思維融入家居抗
疫生活之中。

未來，學校繼續打造成長導向校
園環境，將成長性思維融入學科
學習和跨課程活動中，透過富趣
味、具挑戰性的學習任務，由學
生自行設定目標與制定計劃，以
練習加上毅力實行自主學習，達
成各種學習目標。

自製吸塵機
地
區

中學名稱 人數

本
區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19

迦密柏雨中學 6

王肇枝中學 5

恩主教書院 4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2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48

救恩書院 3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1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1

迦密聖道中學 1

神召會康樂中學 1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1

(一)小計 94

跨
區

賽馬會體藝中學 3

聖保羅書院 1

伊利沙伯中學 1

德望學校 1

沙田蘇浙公學 1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1

啟思中學 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1

(二)小計 10

(一)+(二)總計 104

2017-2019 派位年度畢業生升讀中學統計
六年級畢業生於 2019 年 9 月入讀下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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