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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08:15-10:00 

地點：本校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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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項目只派代表上台領獎，其餘項目全體得獎學生上台) 

 

2018-2019年度上學期二至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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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C 張漪嫚 1 3D 胡頌朗 

2 2A 楊曉彤 2 3A 王敬昊 

3 2D 黃文軒 3 3B 張寶至 

4 2A 林展樂 4 3B 梁琛悅 

5 2D 潘樂 5 3B 何益謙 

6 2B 胡靖羽 6 3A 繆敬均 

7 2D 胡安雅 7 3A 何嘉瑜 

8 2A 彭彥貽 8 3A 鍾栢朗 

9 2C 吳逸朗 9 3A 李梓昊 

10 2B 伍堔橈 10 3B 許樂軒 

11 2C 黃曉蓉 11 3C 周紀霖 

12 2D 馬俊智 12 3D 鄺偲如 

 

 
2018-2019年度上學期一年級學科獎 
「期末總結性評估」全級首 3名學生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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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 郭心悦 1 1A 宋子汐 1 1A 馮愉淳 1 1D 黃俊然 

2 1A 宋子汐 2 1B 馮姵媛 1 1C 郭心悦 2 1C 鄧子仲 

2 1C 趙月華 3 1A 鄧以琳 1 1D 張雅倩 3 1A 黃紫蕎 

/ 3 1D 張雅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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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獎學金 (每級中、英、數、常全期最高分學生)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1A 宋子汐 1A 宋子汐 1C 郭心悦 1D 黃俊然 

2C 張漪嫚 1B 馮姵媛 1C 楊雲龍 2C 張漪嫚 

3A 繆敬均 2C 張鈺銘 2D 簡永羲 3D 胡頌朗 

/ 3D 胡頌朗 3D 胡頌朗 / 

*於 3月 2日家長教師會「家校春節聯歡晚宴」中頒發。 

 

*進步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2A * 陳浩然 陳栢男 莊紫瀅 馮景謙 梁沁儀 * 馮景謙 梁晉郴 鄧考晴 温武龍 黃詩浠 

2B * 黃梓楹 陳承熙 鄭穎恆 余皓煷 袁卓楠 * 陳津兒 陳洛瑤 趙一匡 鄧俊熙 / 

2C * 張聖朗 鄭伊婷 馮梓晴 宋梓良 黃靖桁 * 林重言 陳仲熹 鄭伊婷 林紫澄 伍皓揚 

2D * 陶衍宏 張哲豪 江獻科 伍子峰 楊浩朗 * 張哲豪 陳褰寘 何俊逸 羅尚行 胡卓德 

3A * 李欣諾 張梓庭 趙浠洳 黃安蕎 曾栩兒 * 莊紫悠 陳皓堯 黃安蕎 鄧嘉晞 黃卓冰 

3B * 陳凱晴 張紫澄 羅靖匡 鄧芷蕎 楊謙承 * 陳栢喬 馮葦桐 吳愷晴 楊俊熙 楊謙承 

3C * 鍾厚君 周紀霖 鄺浚銘 林駿軒 / * 蔡佳希 陳雅雯 李明恩 岑瑩姬 黃昊烽 

3D * 劉永奇 陳景莹 蔣展蕎 高 弘 梁蘊臻 * 李 嵐 陳澤榮 蔣展蕎 高 弘 劉永奇 

班別 數學 常識 

2A * 何梓鐫 陳心悦 鍾銘圃 賴嘉懿 温武獅 * 胡鎧溢 陳心悦 何梓鐫 /  

2B * 洪駿希 陳洛瑤 張舜堯 林康晴 勞泳莎 * 何朗賢 鄭穎恆 蔡鎧駿 俞翔瀚 / 

2C * 梁淽喬 龔巧瑤 鄧敬軒 /  * 陳浚昇 張程翔 張聖朗 馮梓晴 鄧敬軒 

2D * 李曉晴 陳褰寘 鄧裕泰 謝易旃 / * 劉芷瑜 陶衍宏 黃文軒 /  

3A * 黎彥朗 程凱琳 趙珞茼 李倬欣 李梓昊 * 劉心怡 陳立軒 黎彥朗 李倬欣 謝天御 

3B * 王耀佳 劉思亭 梁琛悅 吳翠晶 吳愷晴 * 沈日晟 文譯輿 黃洛鍶 /  

3C * 陳朗謙 陳雅雯 鄺浚銘 鄧睿喆 黃昊烽 * 李明恩 潘卓龍 岑瑩姬 溫凱晴 王嘉儀 

3D * 梁汶晞 歐陽鋑 陳俊銘 陳紀悠 李俊希 * 賴嘉淋 陳景莹 李 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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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獲獎成績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二年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2D 黃文軒 

一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1D 黃紫喬 1B 劉佳凝 

二年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2D 江獻科 / 

二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2B 梁晞玟 / 

二年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 2B 紀昊宏 2A 何梓鐫 

三年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3C 吳學知 / 

三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3B 黃珈蒝 / 

二人朗誦-粵語-小學組 優良獎 1C 郭心悦 / 

二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 2D 王烯諺 2B 邵芊芊 

 

*英文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1 to 3 Boys Third 1B 胡天藍 1B 鄧政言 1B 鄧啟樂 1C 楊雲龍 

  1C 鄧子仲 1C 鄭采熙 2A 林展樂 2A 張軒維 

  2A 黃楚煜 2A 談梓朗 2B 王朗維 2B 俞翔瀚 

  2B 紀昊宏 2B 馮傑倫 2B 劉嘉佑 2B 趙一匡 

  2B 陳承熙 2C 江梓燊 2C 黃嘉傲 2D 江獻科 

  2D 胡卓德 2D 馬俊智 2D 黃文軒 3A 朱肇琦 

  3A 李梓昊 3A 黃烜堯 3A 謝天御 3A 鍾栢朗 

  3A 陳立軒 3A 繆敬均 3B 陳健行 3B 馬權盛 

  3B 黃國豪 3B 鄧尚喆 3B 羅靖匡 3C 吳學知 

  3C 林駿軒 3C 陳炫志 3C 彭啟睿 3C 鄧睿喆 

  3C 陳匡彥 3C 陳朗謙 3C 黃昊烽 3C 鄺浚銘 

  *3D胡頌朗 3D 馮耕成 3D 謝天行 3D 黃淦椿 

  3D 陳澤榮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to 2 Boys First *2D 黃文軒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 Girls First *3B 張寶至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to 2 Girls Second *2B 黃琛悠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to 2 Girls Third *2C 梁淽喬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to 2 Boys Merit 1C 陳弘治 2A 張軒維 2B 伍堔橈 2B 俞翔瀚 

  2B 馮傑倫 2B 趙一匡 2D 江獻科 2D 馬俊智 

  2D 張哲豪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to 2 Girls Merit 1B 林旻瑧 1D 張雅倩 2A 蔡幸芷 2B 盛傑晴 

  2C 張鈺銘 2C 黃曉蓉 2C 劉珈澄 /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 Boys Merit 3A 謝天御 3D 胡頌朗 3D 謝天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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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 Girls Merit 3A 何嘉瑜 3A 黃濼芯 3B 黃珈蒝 3C 陳海琳 

  3D 王詠芯 3D 鄭保珊 3D 鄺偲如 /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to 2 Girls Proficiency 2A 楊曉彤 2B 李慕兒 2B 胡靖羽 2C 張漪嫚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 Boys Proficiency 3C 吳學知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4 Girls Proficiency 4E 鄭楚穎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5 Boys Proficiency 5D 唐尚賢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6 Girls Proficiency 6B 陳德賢    

 

*普通話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2D 黃文軒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2B 黃琛悠 

 優良獎 1B 鄭楚灝 2A 楊曉彤 2D 劉昭彤 2D 簡珮而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1A 宋子汐 1A 李木子 1C 李芯嬈 2B 李慕兒 

  2B 梁晞玟 2B 胡靖羽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1D 潘元亨 2A 康俊陶 2A 張軒維 2B 趙崇康 

  2B 劉嘉佑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3C 王嘉儀 3C 李凱雯 3D 陳穎森 3D 鄭保珊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 3A 何嘉瑜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3B 王耀佳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 3C 吳學知 3C 邱健航 3D 李浩泓 3D 謝天行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 1B 康彥陶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 1C 仙子銳 1D 梁睿軒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 3A 梁芷臻    
 

其他科組獲獎成績 
中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平等機會委員會【撐平等‧展共融「高仔與朋友們」
講故事比賽】 初小組 冠軍 2D 黃文軒 

 

*英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8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低小組 金獎 *2D 黃文軒 

  銀獎 *2A 張軒維 *2C 黃曉蓉 / 

  銅獎 1D 張雅倩 2B 伍堔橈 2B 俞翔瀚 

   2C 張鈺銘 2D 馬俊智 / 

 中小組 銅獎 3A 謝天御 3B 張寶至 3D 鄭保珊 

劍橋小學英語考試 第一級 15盾 *3B 黃國豪 

  14盾 2D 劉昭彤 
Summer English 2018 

 

Best 
Participation 
Awards for 
Schools 

Kwong Ming School 

  Merit *2C 張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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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一等獎 *2B劉嘉佑 3A 王敬昊 3B 馬權盛 / 

賽 2019  二等獎 2A 彭彥貽 2B 伍堔橈 2D 馬俊智 2D 蔡諾晞 

  三等獎 1D 毛鵬兆 2A 楊曉彤 2A 黃楚煜 2D 王烯諺 

   2D 胡安雅 2D 胡貝雅 2D 胡卓德 / 

 
*普通話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8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暨粵 

港澳大灣區朗讀大使選拔活動 
普通話朗誦 季軍 *2B 胡靖羽 

第二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生普通話朗

誦比賽 
二年級組 優異獎 *2D 黃文軒 

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8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普通話故事演講小學

P1-P2自選組 
亞軍 *2B 黃琛悠 

2018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初級組 銀獎 *2A 張軒維 *2B 黃琛悠 

   *2C 黃曉蓉 *2D 劉昭彤 

   *2D 黃文軒 / 

  銅獎 1C 李芯嬈 / 

 

*舞蹈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8 小學組 金獎 2A 鄧考晴 2B 梁晞玟 

 

 

 

 

 

 

2B 李慕兒 2B 胡靖羽 

2B 黃梓楹 2C 黃曉蓉 

   2C 袁珮喬 2D 劉芷瑜 

   2D 簡珮而 2D 王烯諺 

   3A 趙浠洳 3A 李倬欣 

   3A 何嘉瑜 3A 蔡蕙蕎 

   3A 郭靖瞳 3B 張寶至 

   3B 梁琛悅 3B 黃珈蒝 

   3C 梁芷希 3D 賴嘉淋 

   3D 鄭保珊 *3D 鄧紫月 

   3D 王詠芯 / 

第九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初小組舞蹈 Kpop 銀獎 

*2A 鄧考晴 
第九屆香港傑出兒童舞蹈比賽 2018 

K POP(Group) 
Participated P1-3 

Group 
3rd PLACE 

Kangaroo Cup Dance Competition 
2018 

Children Troupe 
(team B) GOLD-RANKING 2 

*2B 黃琛悠 
 Children Freestyle GOLD-RAN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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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 36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書法 銀獎 2B 王朗維 *3C黃昊烽 3D 謝天行 

  優秀 3D 劉永奇   

第三屆元朗區小學繪畫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D 黃文軒 

Draw My Watch 錶面設計比賽 2018  金獎 *2C 張漪嫚 

第十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及攝影比賽 中文硬筆 季軍 *2C 梁淽喬 

2018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 A組-書法 優異 *2B 趙一匡 

第七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 
黏土創作 銅獎 *2D 王敏盈 

伯裘書院晴天計劃-愛傳承 擁抱情緒‧關愛
彼此‧共建快樂

社區填色比賽 

優異 *2D 黃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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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秀隊伍 3A 張梓庭 *3A 何嘉瑜 

   3B 梁琛悅 3B 黃珈蒝 

   3C 周紀霖 3C 許穎淇 

   3D 鄭保珊 3D 麥靖弦 

香港女童軍元朗分會就職典禮暨聖誕 《密碼追蹤遊戲》 優異奬 3A 張梓庭 3A 何嘉瑜 

同樂日 比賽  *3B 梁琛悅 3B 黃珈蒝 
 

電腦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元朗商會中學「我眼中的元朗」攝影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2B邵芊芊 

 
校內活動獎項 

中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英文硬筆 初級(小一至小二) 冠軍 2D 黃文軒 

書法比賽(中文組)  亞軍 2C 梁淽喬 

  季軍 2D 林子喬 

 中級(小三至小四) 冠軍 3D 梁蘊臻 

  季軍 3A 何嘉瑜 

  

英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英文硬筆 初級(小一至小二) 冠軍 1D 張雅倩 

書法比賽(英文組)  亞軍 2A 楊曉彤 

  季軍 2D 黃文軒 

 中級(小三至小四) 季軍 3B 張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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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親子郊遊樂逍遙」攝影比賽 低年級組 冠軍 *1D 張凱淇 

  亞軍 *2A 許乙悅 

  季軍 *2D 馬俊智 

  優異獎 1A 羅心柔 1B 鄧啟樂 1C鄧子仲 

   2D練紫盈 2B 鄧巧彤 / 

 
*i-Learner(中、英、數三科) 

獲獎學生 

第一名 *1B 劉家逸 *2D 王敏盈 *3C 彭啟睿 

第二名 1A 宋子汐 2A 彭彥貽 3B 劉子樂 

第三名 1B 黃炫暢 2A 楊曉彤 3B 陳奕淇 

 

*2017-2018年度「中、英、數、常」暑期功課卓越表現獎 
獲獎學生 

 中 英 數常 

2A *楊曉彤 楊蕊婷 彭彥貽 

2B 王朗維 鄧巧彤 *林康晴 

2C *劉珈澄 張鈺銘 梁淽喬 

2D 黃文軒 *劉昭彤 王敏盈 

3A 王敬昊 *黎彥朗 謝天御 

3B 陳健行 張寶至 *文譯輿 

3C *彭啟睿 彭啟睿 彭啟睿 

3D 歐陽鋑 *麥靖弦 胡頌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