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8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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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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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軒 5C 陳怡君 6D 鄧敏俞 

2 1B 張漪嫚 5D 梁洛琳 6C 林文巽 

3 1B 胡靖羽 5A 何采營 6B 黃卉之 

4 1A 楊曉彤 5B 江藹如 6D 張藹藍 

5 1B 林展樂 5A 馮樂融 6B 李子羽 

*一年級只計算下學期成績 

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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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軒 1 5C 陳怡君 1 6D 鄧敏俞 

2 1B 張漪嫚 2 5A 何采營 2 6B 黃卉之 

3 1B 胡靖羽 3 5D 梁洛琳 3 6A 林宇晴 

4 1A 楊曉彤 4 5B 江藹如 4 6D 張藹藍 

5 1B 林展樂 5 5C 王嘉珩 5 6C 林文巽 

6 1A 吳逸朗 6 5B 李彥嬉 6 6B 李子羽 

7 1C 陳承熙 7 5D 蘇卓衡 7 6A 蔡綺蓓 

8 1B 潘 樂 8 5D 梁晞晴 8 6C 吳子樂 

8 1D 馬俊智 9 5B 潘鑫怡 9 6D 馮家樂 

10 1A 黃曉蓉 10 5A 馮樂融 10 6B 鄧雋曦 

11 1C 劉嘉佑 11 5B 陳德賢 11 6D 陳雋賢 

12 1B 彭彥貽 12 5D 孫宇卓 12 6B 陳可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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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張漪嫚 1A 黃文軒 1A 黃文軒 1A 劉珈澄 

5B 江藹如 5A 何采營 5D 蘇卓衡 5A 何采營 

6C 林文巽 6A 林宇晴 6D 鄧敏俞 6B 黃卉之 

*家教會獎學金已於 2018年 7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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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黃文軒 5D袁卓毅 

邏輯數學智能 1C 劉嘉佑 6A孫宇軒 

空間智能 3D 關詠妍 4D 曾諾恆 

音樂智能 1C 梁淽喬 6B 鄭穎霖 

肢體運作智能 3D 盧枳晴 6C 吳子樂 

人際智能 2A 張寶至 5C 李欣桐 

內省智能 1C 陳津兒 5D 陳勇勤 

常識及科技智能 3D 黃澧淳 6B 盧言灝 

*進步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1A * 羅尚行 李曉晴 梁晉郴 宋梓良 黃琛悠 * 梁晉郴 高志豪 黃智健 胡卓德 / 

1B * 張芷晴 蔡幸芷 康俊陶 黃敏熹 胡鎧溢 * 周柏翹 鍾銘圃 潘 樂 王之緒 楊蕊婷 

1C * 鄭穎恆 張聖朗 趙梓涵 温武龍 / * 趙崇康 趙梓涵 蔡諾晞 劉苡君 黃梓楹 

1D * 張程翔 梁沁儀 潘泓希 袁卓楠 / * 陳佳渝 伍堔橈 潘泓希 王淳榿 楊浩朗 

5A * 蔡芷晴 林俊熙 梁凱琪 盧柏濂 鄧梓良 * 陳蔚澄 許懷文 梁凱琪 鄧梓良 / 

5B * 陳璟彥 何啟卓 黎俊杰 羅曉詩 叶煒樂 * 郭善思 伍梓潁 潘鑫怡 王希晴 / 

5C * 馮敏楹 何金浩 梁彩瑤 胡思楠 袁曉晴 * 陳弘軒 陳佑謙 林滙朗 梁彩瑤 / 

5D * 歐竣誠 陳瑋諾 周凱娸 張栢洪 黃兆鈞 * 鄭皓文 林熙泰 黃依澄 袁卓毅 王雨言 

6A * 林海祈 孫宇軒 謝騏鍵 / / * 廖雅雯 盧詩穎 孫宇軒 / / 

6B * 陳沛盈 李彥恒 黃卉之 / / * 鍾頴恩 黎世軒 房家傑 / / 

6C * 吳子樂 胡詠霖 黃彩欣 黃嘉盈 楊芷凝 * 羅冠丞 李天毅 李志恆 黃彩欣 / 

6D * 陳柏澔 周駿燊 林曉慧 鄧敏俞 葉權鋒 * 陳雋賢 周子諾 鍾嘉顥 鄧敏俞 葉權鋒 

班別 數學 常識 

1A * 何朗賢 簡珮而 紀昊宏 劉羽維 梁晉郴 * 張哲豪 何朗賢 何梓鐫 劉心怡 梁晉郴 

1B * 陳浩然 鄭伊婷 趙一匡 蔡幸芷 胡鎧溢 * 鄧俊熙 陳浩然 胡鎧溢 楊蕊婷 余皓煷 

1C * 何俊逸 李詠心 梁淽喬 温武龍 / * 趙梓涵 龔巧瑤 劉苡君 梁淽喬 謝天堯 

1D * 梁逸妍 江梓燊 潘 悅 俞翔瀚 袁卓楠 * 林子喬 江梓燊 談梓朗 譚宏浩 袁卓楠 

5A * 陳伊旋 蔡芷晴 鄧梓良 楊承真 / * 陳嘉蕙 蔡芷晴 許懷文 盧柏濂 楊承真 

5B * 劉志朗 羅曉詩 黃寶儀 / / * 陳德賢 蔡浩榮 郭善思 王希晴 叶煒樂 

5C * 陳佑謙 馮敏楹 劉芍言 田籽妍 余汶鍶 * 黃毅笙 陳弘軒 李立言 胡思朗 胡思楠 

5D * 黃依澄 鄭皓文 袁卓毅 / / * 葉雅堯 歐竣誠 孫宇卓 黃曦樂 / 

6A * 朱浩然 蘇永勝 董盛杰 文彥閎 / * 陳恩婷 徐熙芮 劉慧其 鄧柏衍 謝騏鍵 

6B * 鍾棹熹 侯宇輝 李彥恒 李宛芯 黃婉淇 * 鍾嘉怡 李樂恒 李宛芯 / / 

6C * 羅敏賢 廖衍安 鄧倚橋 胡詠霖 黃嘉盈 * 張玉苗 郭詠妍 盧詩穎 鄧敬汶 胡詠霖 

6D * 陳洛筠 陳沛滋 陳心童 林曉慧 吳諾希 * 陳沛滋 陳柏澔 鍾嘉顥 林曉慧 曾嘉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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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 初級組 冠軍 *1A 黃文軒 

比賽  優異獎 *1A 黃曉蓉   

屯門區小學硬筆書法比賽 2018 高級組 優異獎 *5B 江藹如   

妙法盃小學徵文比賽  優異獎 *5B江藹如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現場中文作文比賽 五年級 良好獎 *5A 陳蔚澄 *5D 陳勇勤 / 

  優異獎 5D 梁晞晴   

 六年級 優異獎 6B 黃婉淇   

第十三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組 特級優異獎 *6B 曾鼎昌 

  優異獎 6D 張藹藍   

  良好獎 6A 陳恩婷 6B 姜 穎 6B 李紹儀 

   6B 黃卉之   

 小五中文組 優異獎 5B 張芷睿   

  良好獎 5A 馮樂融 5B 江藹如 5B 李彥嬉 

   5C 王嘉珩   

 

*英文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tudents 
P4-P6 Solo 

Certificate 

of Honour 
*5B 江藹如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合作獎 5A 何采營 5A 鄧樂敏 *5A馮樂融 

   5B 陳德賢 5B 江藹如 5B 潘鑫怡 

   5C 李欣桐 5C 陳弘軒 5C 陳怡君 

   6A 林宇晴 6C 胡詠霖 *6C黎梓浠 

   6D 馮家樂   

  傑出演員獎 *5A 鄧樂敏 *5C 陳怡君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第十九屆英文故事演講比賽 
 亞軍 *6A 陳恩婷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英文演講比賽  銀獎 *5D 袁卓毅 

第十三屆小學英文即場作文比賽 小五英文組 優異 5A 馮樂融   

  良好 5A 何采營 5B 江藹如 5B 潘鑫怡 

   5C 劉倩怡 5C 王嘉珩 5D 袁卓毅 

 小六英文組 優異 6A 陳恩婷 6A 林宇晴 6A 孫宇軒 

   6B 姜 穎 6B 黃卉之 6D 陳雋賢 

  良好 6C 吳子樂 6C 胡詠霖 6C 黃浚羲 

   6D 洪展浪   

2018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 初小英文組 亞軍 *1A 黃曉蓉 

  季軍 *1A 黃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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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團體 全場總冠軍 *6A 蔡綺蓓 *6A 林宇晴 *6A 孫宇軒 

2017-2018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6B 李子羽 *6B 盧言灝 *6B 黃卉之 

   *6D 張藹藍 *6D 鄧敏俞 / 

  計算競賽冠軍 6A 蔡綺蓓 6A 林宇晴 6A 孫宇軒 

   6B 李子羽 6B 盧言灝 6B 黃卉之 

   6D 張藹藍 6D 鄧敏俞 / 

第五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團體 全場總冠軍 *6A 孫宇軒 *6B 李子羽 *6B 盧言灝 

   *6B 黃卉之 *6D 張藹藍 *6D 朱啟鵬 

   *6D 洪展浪 *6D 鄧敏俞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華南賽區)晉級賽 
個人 特等獎 *6A 孫宇軒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5、6年級 團體殿軍 5B 潘鑫怡 5C 王嘉珩 *5D 黃曦樂 

   5D 孫宇卓 *6A 孫宇軒 6B 李子羽 

   6D 張藹藍 6D 鄧敏俞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個人 金獎 *1C 劉嘉佑 

  銀獎 1A 吳逸朗 1A 黃文軒 1B 彭彥貽 

   1C 陳承熙 1D 馬俊智 5B 李彥嬉 

   5B 潘鑫怡 5B 叶煒樂 5C 王嘉珩 

   5D 孫宇卓 5D 黃曦樂 6A 林宇晴 

   6A 孫宇軒 6B 李子羽 6D 張藹藍 

   6D 鄧敏俞   

2018《港澳盃》港澳數學奧林匹克 個人 金獎 1C 陳承熙 *1C 劉嘉佑 1D 梁逸妍 

公開賽 (香港區初賽)   1D 馬俊智 1D 伍堔橈 1D 俞翔瀚 

   5B 潘鑫怡 5D 黃曦樂 6A 孫宇軒 

   6B 盧言灝 6D 張藹藍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譤請賽 個人 金獎 1C 鄭穎恆 *1C 劉嘉佑 1D 馬俊智 

2018   5B 潘鑫怡 5B 李彥嬉 *5C 王嘉珩 

   5D 黃曦樂 6A 孫宇軒 6B 李子羽 

   6B 盧言灝 6D 張藹藍 6D 鄧敏俞 
 

常識科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 21屆常識百搭 嘉許獎 6A 蔡綺蓓 6A 馮浩瑋 

  6A 孫宇軒 6D 鄧敏瑜 

 
*普通話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積極參與獎、 *5A 蔡芷晴 *5A 盧卓楠 *5A 鄧樂敏 

  初賽銀獎、 *5C 劉倩怡 *6A 鄭廷東 *6A 文彥閎 

  最佳普通話演繹獎、 *6B 陳可晴 *6B 曾鼎昌 *6C 林文巽 

  總決賽優異獎 *6C 盧詩穎 *6D 鍾欣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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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二十四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 普通話組 
優異獎 *6C 林文巽   

演講比賽  

第十三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 公開組集體 優異獎 5A 盧卓楠 5A 鄧樂敏 5B 張芷睿 

比賽 朗誦  5B 李彥嬉 5B 文翊鋒 5C 劉倩怡 

   *6A 文彥閎 *6A 黃秋瑜 6B 陳可晴 

   6D 陳柏澔   

 公開組講故事 優異獎 *5C 劉倩怡 *6C 林文巽 / 

 初小個人朗誦 優異獎 *1A 黃文軒 *1A 黃琛悠 / 

 高小個人朗誦 良好獎 6B 陳宇生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 普通話集誦 銀獎 5A 馮樂融 *5A 盧卓楠 *5A 鄧樂敏 

比賽   5B 張芷睿 5B 李彥嬉 6A 岑沛東 

   6A 文彥閎 6A 黃秋瑜 6B 陳可晴 

   6B 陳宇生 6B 溫慧芯 6C 盧詩穎 

   6D 陳雋賢 6D 陳柏澔 / 

粵港澳大灣區姊妹學校中華經典 普通話集誦 參演證書 5A 馮樂融 *5A 盧卓楠 *5A 鄧樂敏 

美文誦讀匯演   5B 張芷睿 5B 李彥嬉 6A 岑沛東 

   6A 文彥閎 6A 黃秋瑜 6B 陳可晴 

   6B 陳宇生 6B 溫慧芯 6C 盧詩穎 

   6D 陳雋賢 6D 陳柏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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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型步行機械獸環保創意設計賽(小學組) 亞軍 *5D 黃曦樂 

 速度賽 優異獎 *5D 黃曦樂 

元朗區海、陸、空探索  全場總亞軍 *5A 許懷文 *5B 叶煒樂 

比賽 2018   5B 文翊鋒 5B 李彥嬉 

   5B 周浩銘 5D 葉雅堯 

   5D 林浚熙 5D 歐竣誠 

   5D 陳貝莎 5D 蘇卓衡 

   5D 黃曦樂 6A 孫宇軒 

   6A 馮浩瑋 6A 鄧梓桓 

   6A 蔡綺蓓 6B 侯宇輝 

   6B 陳宇生 6B 盧言灝 

   6B 鄧雋曦 6D 鄧敏俞 

 水動水箭 冠軍 *6B 侯宇輝 *6B 鄧雋曦 

   *6B 陳宇生 *6B 盧言灝 

  優異獎 5B 文翊鋒 5B 周浩銘 

   5B 叶煒樂 6A 吳宇騫 

   6A 馮浩瑋 6A 鄧梓桓 

   6A 蔡綺蓓 6D 鄧敏俞 

 科學探索之旅 三等獎 6B 侯宇輝 6B 鄧雋曦 

   6B 陳宇生 6B 盧言灝 

 STEM創意超級電容環保船 優異獎 5D 林浚熙 5D 歐竣誠 

   5D 陳貝莎 5D 蘇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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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屯門區小學智能機械車 智能機械車任務賽 冠軍 5A 許懷文 *5B 李彥嬉 

大賽 2018   *5D 葉雅堯 *5D 蘇卓衡 

   *6A 馮浩瑋 *6A 郭政桻 

   6B 鄧雋曦 *6D 鄧敏俞 

 智能機械車速度賽 季軍 6A 馮浩瑋 6A 郭政桻 

   6B 鄧雋曦 6D 鄧敏俞 

STEM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小學磁浮列車創作大賽 三等獎 *6A 黃宥寧 6A 林海祈 

2018   6A 劉慧其 6A 李祉潁 

 STEM小學滑翔機創作大賽 三等獎 6A 郭政桻 6B 林韋希 

   *6D 趙浩明 6D 周駿燊 

   6D 周子諾 6D 鍾嘉顥 

小學校際 STEM精英挑戰賽 電腦機械人比賽 2018 優異獎 6A 馮浩瑋 *6D 馮家樂 

 
*音樂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andbell  Junior Handbells Silver 5A 歐竣熙 5B 劉祖維 

Olympics   5C 張 靖 5C 胡思楠 

   5C 胡思朗 5D 歐竣誠 

   5D 駱嘉寶 *6B 鍾嘉怡 

   *6B 陳沛盈 6B 黃卉之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手鈴及手鐘 銀獎 5A 歐竣熙 5B 劉祖維 

 (小學組)  5C 張 靖 5C 胡思楠 

   5C 胡思朗 5D 歐竣誠 

   5D 駱嘉寶 *6B 陳沛盈 

   *6B 鍾嘉怡 / 

 小學聲樂獨唱初級組 銀獎 *1A 黃文軒 *1D 俞翔瀚 

  優異 1A 邵芊芊 / 

 小學鋼琴獨奏初級組 金獎 *1C 梁淽喬 

  銀獎 *6D 黃詠彤 

  優異獎 1A 楊曉彤 5D 黃依澄 

 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 金獎 *6B 李子羽 

  銅獎 *6D 周駿燊 

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2018 兒童組 金獎 *6B 鄭穎霖 

第 22屆日本 PIARA鋼琴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2018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鋼琴考試組三級組 
亞軍 

*6D 黃詠彤 
 鋼琴專題組布格穆勒組 季軍 

 鋼琴公開分齡組少兒組 殿軍 

第二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術講堂及

音樂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2018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

琴考曲組鋼琴三級組 
冠軍 

*6D 黃詠彤 
 

鋼琴自由選曲組 

鋼琴 C組 
冠軍 

 鋼琴普及作品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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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網琴獨奏 季軍 *1A 劉珈澄 

  優良獎 1A 楊曉彤 1C 梁淽喬 

   1C 劉嘉佑 / 

  良好獎 1D 林重言 / 

 三級網琴獨奏 優良獎 5A 馮樂融 6C 胡詠霖 

  良好獎 5A 陳伊旋 / 

 四級網琴獨奏 優良獎 5B 邱㛓媃 6C 郭詠妍 

  良好獎 5C 陳汶諾 6B 陳詣佩 

   6D 周駿燊 / 

 五級網琴獨奏 優良獎 6A 林宇晴 / 

 聲樂獨唱(中文) 季軍 *6B 鄭穎霖 

  優良獎 6A 林宇晴 / 

 聲樂獨唱(外語) 優良獎 6A 林宇晴 6B 鄭穎霖 

 

體育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 男子組 元朗區金獎 6B 陳宇生 

 女子組 元朗區金獎 6B 謝玅阡 

 男子組 四連冠獎 6C吳子樂 

 女子組 四連冠獎 6D 陳考悠 

屈臣氏集團香港運動員獎   6D 陳考悠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勵計劃   6A 黃秋瑜 6A 郭政桻 

   6B 黃婉淇 6B 謝玅阡 

   6C 廖衍安 6C 吳子樂 

   6C 李紹儀 6C 李志恆 

元朗區最佳運動員   6B 謝玅阡 

KAISER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五人足球賽 殿軍 5A 陳翰文 

  

 

*舞蹈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The World Dancer Championship U12 Solo SCRPJ 2nd Place 

*6A 徐熙芮 

 U12 Solo CRJ 3rd Place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 12-15歲單人組拉丁舞雙
項(森鬥)(B組) 

第五名 

 
12-15歲單人組拉丁舞三

項(查倫牛) 
第七名 

2nd HK VIVA CUP 12歲或以下拉丁舞專項
-Samba 

第六名 

2018香港國際文藝交流音樂節-  兒童組單人項目 K-POP 冠軍 *1D 王烯諺 

舞蹈大賽 少年組單人項目 K-POP 亞軍 *5B 王希晴 

第十五屆舞動香江大賽 少年組單人項目 K-pop 亞軍 *1D 王烯諺 

 幼童組單人項目 K-pop 亞軍 *5B 王希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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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The 8th Hong Kong Outstanding 
Children Dance Competition 

Hip-Hop Participated 
P1-2 Group 

2nd Place *1D 王烯諺 

 
Hip-Hop Participated 

P5- Group 
2nd Place *5B 王希晴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三人舞 乙級獎 *5A 陳嘉蕙 *5C 李欣桐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甲級獎 *5A 陳嘉蕙 5A 馮樂融 5A 鄧樂敏 

 (群舞)  5A 陳伊旋 5A 何采營 5B 張芷睿 

   5B 江藹如 5B 李彥嬉 5B 王希晴 

   *5C 李欣桐 5D 葉雅堯 5D 黃依澄 

   5D 周穎林 6A 鄭廷東 6A 蔡綺蓓 

   6A 黃宥寧 6A 黃秋瑜 6A 劉慧其 

   6B 甘霈欣 6D 張藹藍 6C 鄧倚橋 

   6C 張玉苗 6D 鍾欣圻 6C 鄧敬汶 

   6C 胡詠霖 6C 黃嘉盈 / 

  

*視覺藝術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當代藝術繪畫暨陶瓷協會「我的毛公仔設計比賽」  金獎 *1A 黃文軒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8 兒童組 金獎 *5B 關詠珩 

  銅獎 *5B 陳德賢 

畫出未來全港少年兒童繪畫比賽 高小組西洋畫 一等獎 *5B 關詠珩 

THE HONG KONG ART EXCHANGE CENTRE 

INTERNATIONAL DRAWING COMPETITION 2017 
Group C Merit Award *6A 黃梓桐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大賽 2018 中童組 銀獎 *6A 黃梓桐 

第十八屆芳草杯青少年書畫大賽 國畫高小組 特獎 *6D 曾嘉兒 

"母親頌"第三十五屆全國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國畫 特等獎 *6D 曾嘉兒 

 書法 銀獎 *1A 王朗維 *5B 關詠珩 

  銅獎 1C 劉嘉佑 1C 溫武獅 

   1C 溫武龍 5B  郭善思 

元朗大會堂母親節填色比賽 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5A 何采營 *6D 馮家樂 

The 25th Annual World Children's Picture Contest  銅獎 *1D 林重言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團員獎勵計劃 中級獎章 *5C 李立言 *6B 陳沛盈 *6C 盧詩穎 

香港女童軍總會 小女童軍 榮譽小棕仙 *6B 李紹儀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2018  優秀女童軍 *5C 李欣桐 

香港女童軍總會 
創造「妳」想世界社區設施設計比賽 

「妳」想的休
憩公園/遊樂 亞軍 5A 陳伊旋 5A 馮樂融 5C 李欣桐 

 場設計比賽
(小女童軍組)  *5C 陶泳彤   

防火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B 王希晴 

低鹽低糖我識揀標語創作暨海報設計比賽 高小組 最佳中文標語獎 *5B 關詠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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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2017-2018——正向大使班中之星選舉 
獲獎學生 

五年級 5A 陳紫琪 *5A 盧卓楠 5B 江藹如 5B 李彥嬉 

 5C 陳弘軒 5C 劉倩怡 *5D 李恩潁 5D 梁洛琳 

六年級 6A 李祉潁 6A 黃秋瑜 6B 鄧雋曦 6B 溫慧芯 

 *6C 李志恆 6C 黃鎮邦 *6D 陳沛滋 6D 張藹藍 

 
 

校內活動獎項 
 

英文組 
比賽項目 獲獎學生 

Introduction to Monthly Calendar 5B 江藹如 5B 李彥嬉 

Active Participation Award 6C 盧詩穎 6C 盧文蔚 

  

網上學習平台(中、英、數三科最高得分學生) 
名次 獲獎學生 

1 1B 彭彥貽 5A 何采營 6D 馮家樂 

2 1B 王敏盈 5B 潘鑫怡 6D 洪展浪 

3 1C 林康晴 5B 李彥嬉 6A 孫宇軒 

 

 
「傑出教研設計」獎勵計劃 

 
獲獎級別(設計教師) 

四年級 
中國語文科 黎泳心老師、鄧頴欣主任、蔡可茵主任、吳菁蔚老師、曾海珊老師 

英國語文科 陳鳳儀主任、黃秀屏老師、郭家寶老師、王翠琼副校長、戴健紅主任 

六年級 數學科 謝巧玲老師、陳曉昕主任、朱世傑主任、李麗娟老師 

五年級 常識科 余炳燊老師、蔡康威主任、梁至泓老師、林尚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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