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7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08:15-10:00 

地點：本校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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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只派代表上台領獎，其餘項目全體得獎學生上台) 

 

2016-2017學業成績獎學金(全年全級 1-5名) 
 鄧祥獎學金 唐志恒獎學金 洪美香獎學金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 1A 胡頌朗 5D 鄧敏俞 6D 劉宇晴 

2 1C 梁芷希 5A 蔡綺蓓 6C 陳汶姿 

3 1C 張寶至 5A 林宇晴 6A 張展翟 

4 1D 繆敬均 5C 林文巽 6D 戴麗恩 

5 1C 許樂軒 5B 黃卉之 6C 黃煜昇 

 

2016-2017年度下學期一、五及六年級全期成績名次榜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1 1A 胡頌朗 1 5D 鄧敏俞 1 6D 劉宇晴 

2 1C 梁芷希 2 5B 黃卉之 2 6C 陳汶姿 

3 1D 繆敬均 3 5A 孫宇軒 3 6A 張展翟 

4 1C 張寶至 4 5C 林文巽 4 6D 戴麗恩 

5 1C 許樂軒 5 5A 蔡綺蓓 5 6B 陳青苗 

6 1B 李梓昊 6 5A 林宇晴 6 6C 黃煜昇 

7 1C 黃國豪 7 5A 陳恩婷 7 6D 梁卓霖 

8 1A 黃淦椿 8 5C 吳子樂 8 6C 黃愷瑩 

9 1D 謝天行 9 5B 鄧雋曦 9 6C 胡依霖 

10 1B 陳穎森 10 5B 李子羽 10 6D 楊寧生 

11 1B 許穎淇 11 5B 盧言灝 11 6B 李玥怡 

12 1C 吳學知 12 5D 洪展浪 12 6B 黃文洛 

  
家教會獎學金(每級中、英、數、常最高分者)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1A 胡頌朗 1A 胡頌朗 1D 繆敬均 1A 胡頌朗 

5C 林文巽 5D 鄧敏俞 5A 孫宇軒 5B 盧言灝 

6C 陳汶姿 6D 梁卓霖 6C 黃煜昇 6D 劉宇晴 

*家教會獎學金已於 2017年 7月 7日《家教會會員大會》當天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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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天養校長『多元智能獎學金』 
八大智能 第一學習階段(P.1-3) 第二學習階段(P.4-6) 
語文智能 3A 葉俊廷 *6C 陳汶姿 

邏輯數學智能 3A 余證滔 *6A 張展翟 
空間智能 2C 譚玉婛 4C 關詠珩 
音樂智能 2C 郭心清 *5D 黃詠彤 

肢體運作智能 3A 李子皓 *6D 劉晞怡 
人際智能 3C 陶雨罄 *6A 黃子軒 
內省智能 *1A 蔡蕙蕎 4C 張子進 

自然探索智能 2C 朱暟澄 *6B 區嫚庭 

*進步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1A * 賴嘉淋 蔣展蕎 沈日晟 蔡蕙蕎 * 陳奕淇 鄭傑文 何浩琛 梁汶晞 

1B * 楊謙承 張紫澄 鄺偲如 梁芷臻 * 陳 穎 侯卓希 馬權盛  

1C * 招穎欣 陳凱晴 鍾厚君  * 鄧尚喆 劉子樂 何梓琳  

1D * 鄧芷蕎 鄧睿喆 曾栩兒  * 鄧嘉晞 梁琛悅 黃昊烽  

5A * 邱曉慧 董盛杰 黃梓銅  * 鄭廷東 黃宥寧 岑沛東  

5B * 李彥恒 陳沛盈 溫慧芯 房家傑 * 李紹儀 鍾嘉怡 李彥恒  

5C * 盧文蔚 林柏榮 李卓嵐 鄧敬汶 * 黃浚羲 盧文蔚 胡詠霖  

5D * 朱啟鵬 宋家輝 鄧敏俞  * 陳心童 劉可晴 朱潤盈  

6A * 余姿穎 馮博謙 呂爾晴  * 吳芷攸 侯錦輝 廖偉傑  

6B * 區嫚庭 趙晟智 凌宇瀚  * 李玥怡 成子敏 梁孝聰  

6C * 陳嘉晉 陳沛嵐 賴煒傑  * 黃愷瑩 周鈺娸 黃煜昇  

6D * 黃朗生 陳文竣 曾瀞慧  * 洪珮玲 戴亦聰 洪綽硏 吳柏謙 

班別 數學 常識 

1A * 鄭傑文 陳栢喬 李 嵐 / * 蔡蕙蕎 賴嘉淋 李 嵐   

1B * 朱肇琦 陳炫志 劉思亭 黃烜堯 * 梁芷臻 何梓鋒 王浩翅   

1C * 王棚峰 鍾嘉雯 李倬欣  * 陳匡彥 羅心怡 /   

1D * 趙珞茼 曾栩兒 易卓儀  * 曾栩兒 陳皓堯 李欣諾   

5A * 黎蕊嘉 朱浩然 吳宇騫 黃秋瑜 * 林海祈 吳宇騫 鄧梓桓 黃梓桐  

5B * 侯宇輝 鍾嘉怡 黎世軒  * 陳詣佩 鍾嘉怡 李紹儀 李子羽  

5C * 郭詠妍 林文巽 黃彩欣  * 林柏榮 梁洛銘 黃嘉盈   

5D * 吳諾希 趙浩明 許曉珺  * 林曉慧 陳沛滋 周駿燊   

6A * 鄧靖媛 林宜淳 余姿穎  * 郭晉熙 甘兆和 林宜淳 劉芷晴 余姿穎 

6B * 伍俊鴻 區嫚庭 邱卓帆  * 李梓宇 文嘉盈 伍俊鴻   

6C * 趙芷敏 陳嘉晉 伍仲恩  * 趙芷敏 郭詠堅 李立嵃 文 馭 黃煜昇 

6D * 鄧俊賢 林峻輝 黃梓峰  * 鍾俊軒 馮裕康 劉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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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學金 
 

比賽項目 獲獎學生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非學術範疇) 5A徐熙芮 6D戴麗恩 

2016-2017元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6A黃子軒 6B陳青苗 6C陳汶姿 6D劉宇晴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7(傑出學生) 6D戴麗恩 

「大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2017(愛心孩子) 6D劉宇晴 

 

校外比賽獲獎成績 

*中文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7年穗港深青少年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粵語組 最佳 1A何嘉瑜 1B鄺偲如 1B梁蘊臻 

（香港）  合作獎 1B張紫澄 *1C 歐陽鋑 1C李明恩 

   *1D吳恭茵 1D謝天行 1D易卓儀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朗誦比賽 中文組 冠軍 *6B 成子敏 

第七屆朗誦才藝比賽 P.5-6中文寫作 亞軍 *5B 黃卉之 

第二十三屆元朗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5C林文巽 

第十二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良好 5A林宇晴 5B黃卉之 5C胡詠霖 

   6B成子敏 6B李瑋晞 6B陳青苗 

   6B李玥怡 6B梁孝聰 6C陳汶姿 

   6D馮裕康 6D劉宇晴 6D戴麗恩 

  優良 *6A張展翟 *6C胡依霖 *6D梁卓霖 

 

*英文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Level 4 5A林宇晴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小學英文寫作比賽  第三名 *5A林宇晴 

  優異獎 5D洪展浪 5D鄧敏俞 6D洪綽硏 

   6D戴麗恩 6D劉宇晴 / 

第十二屆小學英文即場作文比賽 小六英文組 特級優異 *6A吳芷攸 

  優異 *6B成子敏 

  良好 6A張展翟 6B李玥怡 6B陳青苗 

   6B黃文洛 6C陳汶姿 6C胡依霖 

   6D劉宇晴 6D梁卓霖 6D戴麗恩 

 小五英文組 優異 *5D張藹藍 

  良好 5A孫宇軒 5B黃卉之 5C吳子樂 

   5C胡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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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7年春季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 小學英語故事組 金獎 *5A孫宇軒 *5D張藹藍 / 

藝術交流大賽  銀獎 5A徐熙芮 5C鄧倚橋 5C胡詠霖 

   5D許曉珺   

  銅獎 5D洪展浪   

 

*數學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6A張展翟 *6C黃愷瑩 / 

 銀獎 *1C黃國豪 *5A孫宇軒 *6B陳青苗 

  *6B李瑋晞   

 銅獎 1A胡頌朗 1B王詠芯 1B李梓昊 

  1C許樂軒 1C張寶至 1D梁穎嵐 

  1D繆敬均 5A林宇晴 5B李子羽 

  5B盧言灝 5D鄧敏俞 6D楊寧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一等獎 *1B馬權盛 *1D繆敬均 *5A孫宇軒 

  *5D鄧敏俞 *6A張展翟 *6B陳青苗 

  *6C黃愷瑩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2016-2017 智多星冠軍 *6C黃愷瑩 

 急轉彎團體冠軍
及全場總冠軍 

*6A張展翟 *6B陳青苗 *6C黃愷瑩 

 

*普通話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二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 團體 全場總冠軍 *5A文彥閎 *5A孫宇軒 *5A鄭廷東 

比賽   *6A余姿穎 *6B李瑋晞 *6B許芷瑋 

   *6C文 馭 *6C陳汶姿 *6C麥嘉希 

   *6C胡依霖   

 高級組個人朗誦 冠軍 *6B許芷瑋 

  優異獎 *5A孫宇軒 

 公開組集體朗誦 亞軍 *5A文彥閎 *5A孫宇軒 *5A鄭廷東 

   *6A余姿穎 *6B李瑋晞 *6B許芷瑋 

   *6C文 馭 *6C胡依霖 *6C麥嘉希 

   *6C陳汶姿   

 公開組講故事 優異獎 *6C陳汶姿 *6C胡依霖 / 

2017年穗港深青少年經典美文誦讀 普通話集誦 優異獎 5A鄭廷東 5B黃婉淇 5D陳雋賢 

比賽(香港)   5D陳柏澔 *6A張展翟 6A黃子軒 

   6B許芷瑋 6B李瑋晞 6C陳汶姿 

   6C麥嘉希 6C文 馭 6C譚心悅 

   *6C胡依霖 6D劉宇晴 6D楊寧生 

第二十三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 普通話組 冠軍 *6C陳汶姿 

演講比賽  優異獎 *6B許芷瑋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小五、小六組 亞軍 *6C胡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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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優秀演員獎 *5A孫宇軒 

  積極參與獎 *5A孫宇軒 5A文彥閎 5B陳可晴 

   5C林文巽 5C盧詩穎 5D鍾欣圻 

   6B許芷瑋 *6B李瑋晞 6C陳汶姿 

   6C文 馭 6D楊寧生 / 
 
 

常識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常識 8寶箱「香港小學常識全能挑戰賽 2017  全港分區榮譽學校大獎 

第三屆馬振玉文藝菁英賽理財菁英比賽 團體 季軍 5B盧言灝 5D宋家輝 

   6B區嫚庭 / 

 
 

*電腦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速度賽 優異獎 *6B伍俊鴻 *6B戴偉程 

 (小學組)  *6D陳子豪 *6D馮裕康 

   *6D戴亦聰 *6D劉梓豪 

   *6D鄧俊賢 /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  全場總季軍 5B鄧雋曦 5B盧言灝 

索比賽 2017   6A馮博謙 6B成子敏 

   6B伍俊鴻 6B區嫚庭 

   6B梁孝聰 6B戴偉程 

   6B鄧世杰 6C麥嘉希 

   6D吳柏謙 6D林澤康 

   6D李俊杰 6D洪綽硏 

   6D陳子豪 6D戴亦聰 

   6D馮裕康 *6D鍾俊軒 

   6D劉梓豪 *6D黎櫻潼 

 科學探索之旅 二等獎 *6B成子敏 *6B梁孝聰 

   *6B區嫚庭 *6B戴偉程 

 水動火箭 亞軍 *6B成子敏 *6B梁孝聰 

   *6B區嫚庭 *6B戴偉程 

  優異獎 *6A馮博謙 *6C麥嘉希 

   *6D李俊杰 *6D林澤康 

 STEM 創意超級 優異獎 *5B鄧雋曦 *5B盧言灝 

 電容環保船  *6B伍俊鴻 *6B鄧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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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 *6D鄭 諾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5C胡詠霖 

 聲樂獨唱(中文) 季軍 *5A林宇晴 *5B鄭頴霖 

2016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約翰．湯姆遜 A組 第三名 *5D黃詠彤 

 五級組 優異 5B林韋希 

2017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童組 銀獎 *5C林文巽 

2017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五級考試組 一等獎 5B林韋希 

 兒童高級組 一等獎 6D戴麗恩 

  二等獎 6D梁卓霖 

 蕭邦 A組 一等獎 6D戴麗恩 

第 21屆日本 PIARA鋼琴大賽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鋼琴考試三級組 
季軍 *5D黃詠彤 

 
鋼琴公開分齡組 

少兒組 二等獎 5D黃詠彤 

Yuen Long District English Singing Contest Senior Primary Silver Award 5B鄭穎霖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17 西樂合奏 銀獎 *5B陳沛盈 *5B黃卉之 

   *5B鍾嘉怡 *6A林言諾 

   *6C陳沛嵐 *6D戴麗恩 

聯校音樂大賽 2017 手鈴及手鐘(一) 銀獎 *5B陳沛盈 *5B黃卉之 

   *5B鍾嘉怡 *6A林言諾 

   *6C陳沛嵐 *6D戴麗恩 

 鋼琴初級組 銀獎 *6D鄭 諾 

 

*視覺藝術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亞藝「美麗世界」全港中小學生繪畫比賽 2017 高小組西洋畫 金獎 *6B葉曉桐 

元朗繽紛創意嘉年華 2017賀回歸 20周年 小學組 亞軍 *6D黎櫻潼 

「節日吊飾設計比賽」  優異獎 5C黃彩欣 

第十二屆「喜洋洋盃」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攝影

作品大賽 
兒童組 二等獎 *6D戴麗恩 

迪士尼開心學園填色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5D馮家樂 

   *6C胡依霖 

第十一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5D馮家樂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10周年」創意填色 小學組 亞軍 *1C邱健航 

比賽  優異獎 6B黃文洛 

元朗歷史文物與傳統花炮展覽暨慶祝   5A李祉潁 5B李宛芯 5B陳政衡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   5C黃彩欣 5D馮家樂 6B許芷瑋 

元朗大會堂紮作名譽應邀參展紀念盃   *6D黎櫻潼 6D曾瀞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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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甲級獎 5A黃宥寧 5A劉慧其 5A鄭廷東 

 (群舞)  5A黃秋瑜 5A蔡綺蓓 5B甘霈欣 

   *5C張玉苗 *5C黃嘉盈 *5C胡詠霖 

   5C鄧敬汶 5C鄧倚橋 5D張藹藍 

   5D鍾欣圻 6A呂爾晴 6B莫鵠甄 

   6C陳汶姿 6D梁卓霖 / 

第三十九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少年舞蹈組 金獎 5A黃宥寧 5A劉慧其 5A鄭廷東 

   5A黃秋瑜 5A蔡綺蓓 5B甘霈欣 

   *5C張玉苗 *5C黃嘉盈 5C鄧倚橋 

   5C鄧敬汶 5D張藹藍 5D鍾欣圻 

   6A呂爾晴 6B莫鵠甄 6C陳汶姿 

   6D梁卓霖   

屯門區第三十一屆舞蹈大賽 東方舞少年組 銀獎 5A黃宥寧 5A劉慧其 5A鄭廷東 

   5A黃秋瑜 5A蔡綺蓓 5B甘霈欣 

   *5C張玉苗 *5C黃嘉盈 *5C胡詠霖 

   5C鄧敬汶 5C鄧倚橋 5D張藹藍 

   5D鍾欣圻 6A呂爾晴 6B莫鵠甄 

   6C陳汶姿 6D梁卓霖 / 

 
 

 
體育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6-2017年度全港小學最佳運動員(元朗區)   6D劉晞怡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6B凌宇瀚 

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元朗區小學分會 男、女子組 金獎 6B干潁堯 6B王樂天 

  三連冠 6B凌宇瀚 6D楊寧生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勵計劃   6A劉芷晴 6A黃子軒 

   6B莫鵠甄 6B文嘉盈 

   6B李玥怡 6C陳沛嵐 

   6D黎櫻潼 6D劉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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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小女童軍組 優秀隊伍 5A李祉潁 5B李紹儀 5B李宛芯 

   5B黃卉之 5C鄧倚橋 5D鄧敏俞 

   5D曾嘉兒 6A林宜淳 *6A梁洛桐 

   *6A鄧綽琦 6B成子敏 6B李玥怡 

   *6C趙芷敏 6D劉宇晴 6D李佩霞 

香港女童軍元朗分會金禧百龍慶回歸  優異獎 5A李祉潁 5B李紹儀 5B李宛芯 

「龍衣設計比賽暨群龍匯演」   5B黃卉之 5C鄧倚橋 5D鄧敏俞 

   5D曾嘉兒 6A梁洛桐 6A鄧綽琦 

   6B李玥怡 6C趙芷敏 6D劉宇晴 

公益少年團「實踐公益樂助人．團結和諧  冠軍及 *6A林言諾 *6A黃子軒 *6A張展翟 

愛我家」簡報設計比賽  表揚獎 *6A劉昊程   

  季軍及 *6A余姿穎 *6A劉芷晴 *6A呂爾晴 

  表揚獎 *6D楊寧生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小學組 中級獎章 6A張展翟 6A林言諾 *6A鄧綽琦 

   6A黃子軒 6A余姿穎 *6B鄧凱婷 

   *6C麥嘉希 *6D洪佩玲 *6D劉宇晴 

   6D楊寧生   

 
 

校內活動獎項 
 
 

*學生支援組——模範生 
獲獎學生 

1A *范恩桐 胡頌朗 何嘉瑜 

1B *馬權盛 許穎淇 鄺偲如 

1C *張寶至 許樂軒 梁芷希 

1D *林鈺淇 梁琛悅 黃昊烽 

5A *陳恩婷 蔡綺蓓 林宇晴 

5B *姜 頴 鄧雋曦 陳可晴 

5C *鄧倚僑 林文巽 盧文蔚 

5D *張藹藍 馮家樂 鄧敏愈 

6A *廖偉傑 張展翟 劉昊程 

6B *陳青苗 成子敏 李瑋晞 

6C *譚心悅 陳汶姿 胡依霖 

6D *楊寧生 劉宇晴 戴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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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習平台(中、英、數三科最高得分學生) 
名次 獲獎學生 

1 1A鄭保珊 5A孫宇軒 6D洪珮玲 

2 1C劉子樂 5D馮家樂 6B成子敏 

3 1A何浩琛 5C林文巽 6D劉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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