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9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10:3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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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學期四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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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 張詠芝 1 5D 胡芷晴 1 6B 潘鑫怡 

2 4B 黃靖霖 2 5A 林睿行 2 6C 陳怡君 

3 4E 洪子軒 3 5C 趙煦晴 3 6A 何采營 

4 4C 楊海彤 4 5A 余證滔 4 6C 王嘉珩 

5 4B 郭詠殷 5 5D 李梓繽 5 6B 江藹如 

6 4B 梁靜玟 6 5B 梁卓妍 6 6D 梁洛琳 

7 4A 廖汝淇 7 5A 葉俊廷 7 6C 陶泳彤 

8 4C 張苡淳 8 5C 梁凱怡 8 6A 葉丞賢 

9 4D 郭心清 9 5C 陳穎妍 9 6A 馮樂融 

10 4E 郭龍翼 10 5D 江蒨琳 10 6B 李彥嬉 

11 4E 梁昫晴 11 5B 曾諾恆 11 6A  

12 4A 黃家愉 12 5A 林穎嫻 12 6B 叶煒樂 

12 4E 陳穎霖 

  14 4C 曾家樂 

15 4A 朱暟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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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張苡淳 4B 黃靖霖 4D 張詠芝 4B 黃靖霖 

5D 胡芷晴 5A 林睿行 5D 李梓繽 5C 趙煦晴 

6B 潘鑫怡 6C 王嘉珩 6B 潘鑫怡 6A 何采營 

*於 3月 2日家長教師會「家校春節聯歡晚宴」中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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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獎  

班別 中文 英文 

4A    /   * 李紫晴 歐雨朦 張芯怡 夏智斌 温浠崳 

4B * 黃諾滔     * 劉承昊 鄭采兒 蔡浚瑋 江泳澄 余加盈 

4C * 陳佳昕 何煥章 王啟言 /  * 王啟言 陳淑燕 徐芷婷 冼天諾 / 

4D    /   * 張雋昕 陳卓霖 張煒彤 鍾尉琳 李㑌礄 

4E    /   * 陳浩軒 陳穎霖 郭穎希 梁忠正 羅慧姿 

5A * 譚凱茵 鄭景航 趙倬悠 方蕊晶 林紫晴 * 毛國兆 陳慧妍 趙倬悠 何肇霆 林紫晴 

5B * 黃心莜 潘泳彤 鄧俊傑 王鈺喻 邱喬葉 * 陳淑茵 陳海傑 羅啟楓 邵 兆 翁浩天 

5C * 梁立楓 陳旻暉 蔡元衡 譚燕鈴 黃紫敏 * 黃紫敏 蔡銘貴 黃子鈞 李銥錤 譚燕鈴 

5D * 高 舜 李梓繽 羅卓朗 唐尚賢 尹嘉欣 * 陳繼耀 馮偉信 何韶豐 梁妙賢 / 

6A * 蔡芷晴 陳翰文 葉朗軒 林俊熙 / * 賴雪瑩 陳嘉蕙 蔡芷晴 許懷文 盧卓楠 

6B * 張文聰 周柱熺 郭善思 吳宗澤 邱㛓媃 * 黎俊杰 鄭穎軒 張芷睿 何汶利 / 

6C * 田籽妍 陳弘軒 陳佑謙 馮敏楹 林滙朗 * 陳汶諾 張 靖 楊旻熹 余汶鍶 / 

6D * 林熙泰  /   * 梁晞晴 陳勇勤 張栢洪 吳天恩 文美婷 

班別 數學 常識 

4A * 譚玉婛 歐雨朦 朱暟澄 丘春天 譚永褀 * 歐雨朦 洪維聰 洪維樂 李紫晴 李芷螢 

4B * 鄧梓謙 陳偉聰 鄭采兒 梁盈盈 文家謙 * 張善兒 陳伊晨 陳偉聰 鄧梓謙 葉梓軒 

4C * 梁俊森 陳淑燕 徐芷婷 冼天諾 / * 黃柏淇 陳紫晴 陳裕軒 曾晞鎔 / 

4D * 農 茵 張煒彤 梁 寬 黃芷蓁 / * 李㑌礄 陳卓霖 許栢僖 鄧凱月 黃浚熙 

4E * 羅慧姿 陳景匡 鍾嘉駿 鄧凱文 余芷鈴 * 梁忠正 鍾嘉駿 郭龍翼 郭穎希 王綽楹 

5A * 易卓彤 陳栢熙 蔣沅桐 馮慧明 何肇霆 * 陳諾然 趙倬悠 何肇霆 譚凱茵 / 

5B * 劉佩淇 梁恩瑜 王鈺喻 邱喬葉 / * 鄭 霖 黎梓樂 李子皓 伍思浩 鄧俊傑 

5C * 陳旻暉 趙祐言 洪卓怡 李銥娸 謝卓文 * 李銥娸 陳沚莙 岑永暉 黃紫敏 / 

5D * 鍾綽桐 鄒萬軒 林縉儀 梁妙賢 陶卓盈 * 唐尚賢 鍾綽桐 高 舜 劉韋希 陶卓盈 

6A * 葉丞賢 馮樂融 何采營 盧卓楠 溫祖堯 * 林俊熙 陳翰文 許懷文 伍美淇 楊承真 

6B * 叶煒樂  /   * 張文聰 何啟卓 羅曉詩 伍梓潁 黃梓欣 

6C * 袁曉晴  /   * 李欣桐 黃毅笙 林滙朗 劉倩怡 王嘉珩 

6D * 梁洛琳 葉雅堯 蘇卓衡 文美婷 袁卓毅 * 林熙泰 林浚熙 吳天恩 王雨言 文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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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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4D 盧枳晴 

 優良獎 4E 鍾宜芹 

五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 5A 曾希雯 

五年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 5B 邵 兆 

六年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 6C 劉倩怡 

六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6B 王希晴 

小學組粵語二人朗誦 優良獎 4D 郭心清 

五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 5D 黎晴晴 

六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 6A 陳蔚澄 6B 江藹如 

小學五、六年級粵語散文集誦 季軍 5A 吳嘉怡 5A 陳慧妍 5A 楊子欣 

  5A 李政彥 5A 馮慧明 5A 蔣沅桐 

  5B 方浩然 5B 叶俊盈 5B 金子非 

  5B 王鈺喻 5B 邱喬葉 5B 姜 悅 

  5B 梁恩瑜 5B 黃元亨 5C 張芷蕎 

  5C 陳沚莙 5C 陳胤堅 5C 黃紫敏 

  5C 陳旻暉 5C 陳智傑 5C 鄧映程 

  5D 文雅姸 6A 吳詠珊 6A 許懷文 

  6A 何  6A 梁凱琪 6A 陳紫琪 

  *6A 陳蔚澄 6A 盧卓楠 6A 賴雪瑩 

  *6A 蔡芷晴 6A 賴芯澄 6B 王希晴 

  6B 江藹如 6B 陳德賢 6C 劉倩怡 

  6D 周凱娸   

 

*英文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 Girls First *4D 盧枳晴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5 - Boys First *5A 葉俊廷 *5C 蔡元衡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5 - Girls First *5A 曾希雯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6 - Girls First *6B 張芷睿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 Boys Third *4E 郭龍翼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 Girls Third *4D 郭心清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5 - Girls Third *5B 黃心莜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 Boys Merit 4C 曾家樂 4D 李㑌礄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 Girls Merit 4A 朱暟澄 4A 楊思睿 4A 温浠崳 4A 譚玉婛 

  4A 張芯怡 4A 廖汝淇 4B 梁靜玟 4B 郭詠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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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 Girls Merit 4B 謝天恩 4C 張焯喬 4D 張詠芝 4E 王綽楹 

  4E 關詠姸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5 - Boys Merit 5A 余證滔 5A 林睿行 5B 曾諾恆 5C 謝卓文 

  5C 謝卓熙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5 - Girls Merit 5B 金子非 5B 姜 悅 5C 張芷蕎 5C 趙煦晴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6 - Boys Merit 6C 陳弘軒 6D 袁卓毅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6 - Girls Merit 6A 何采營 6A 馮樂融 6A 鄧樂敏 6B 江藹如 

  6C 陳汶諾 6C 陳怡君   

 

*普通話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五、六年級男、女子組普通話詩詞 季軍 5A 陳慧妍 5A 陶雨罄 5A 易卓彤 5A 葉俊廷 

集誦  5A 李梓鍇 5A 黃振霖 5B 金子非 5B 姜 悅 

  5B 劉佩淇 5B 梁恩瑜 5B 叶俊盈 5C 陳胤堅 

  5C 趙祐言 5C 黄鑫童 5C 潘 彤 5C 鄧映程 

  5D 林縉謙 5D 伍穗澄 5D 鄧梓婷 6A 陳嘉蕙 

  6A 陳伊旋 6A 馮樂融 6A 盧卓楠 6A 葉丞賢 

  6A 蔡芷晴 *6A 許懷文 *6A 鄧樂敏 6B 陳德賢 

  6B 張芷睿 6B 文翊鋒 6B 郭善思 6B 邱㛓媃 

  6C 陳汶諾 6C 劉倩怡 6C 余汶鍶 6C 李欣桐 

  6C 馮敏楹 6D 周穎林 6D 曾慕慈 6D 王雨言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5B 叶俊盈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4A 廖汝淇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4E 郭龍翼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4A 張芯怡 4B 梁靜玟 4B 謝天恩 4C 賈天笑 

  4C 潘梓姸 4E 高 蕊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 4C 王啟言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4B 王綽鏗 4C 曾家樂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 6C 劉倩怡 6D 王雨言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5C 陳穎妍 5D 黎晴晴 6A 鄧樂敏 6B 李彥嬉 

  6B 陳德賢 6B 潘鑫怡 6C 李欣桐 / 

小學五、六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5A 葉俊廷 5C 成子傑 5C 陳智傑 5D 唐尚賢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 4C 張苡淳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 6A 蔡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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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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耀道盃」小學校際辯 團體 最佳辯論員  *6C 劉倩怡  

論邀請賽  小組亞軍、 *6A 陳紫琪 *6A 何采營 *6A 鄧樂敏 

  卓越合作大獎 *6B 郭善思 *6C 劉倩怡 *6D 李恩潁 

   *6D 梁晞晴   

新界校長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小學組 季軍 *6B 王希晴 

國成立 69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優異獎 *6C 李欣桐 

2017-2018年度「中文狀元挑 五年級 中文狀元 5B 梁卓妍 5B 楊鎧同 *5D 文雅妍 

戰計劃」(第三期)   5D 鄒萬軒   

 六年級 中文狀元 *6B 文翊鋒 6C 陳怡君 / 

  積極參與學校  光明學校  

「華龍盃」第四十三屆全港青少年

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高小組粵語 
新詩朗誦 

銅獎 *6B 陳德賢 

「開心 Share」故事創作比賽  快樂校園大獎 光明學校 

  傑出快樂故事獎 *6C 李欣桐 

  優異快樂故事獎 5A 李政彥 5B 叶俊盈 5D 伍穗澄 

   6A 賴雪瑩 6B 黃寶儀 / 

第 43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
青年對聯比賽(2017-18 年度) 

學生組 優異獎 *6A 賴雪瑩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高小組 亞軍 *6A 賴雪瑩 

 初小組 季軍 *4E 洪子軒 

  優異獎 4B 黃靖霖 
 

*英文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2018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中小組 銀獎 *4A 譚玉婛 *4B 謝天恩 *4D 盧枳晴 

  銅獎 4B 郭詠殷 4B 梁靜玟 4C 張焯喬 

   4D 張詠芝   

 高小組 銀獎 *5A 葉俊廷 

  銅獎 5B 金子非 5B 曾諾恆 5B 黃心莜 

   5B 梁卓妍 6A 馮樂融 6A 何采營 

   6B 江藹如 6C 陳弘軒 /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
比賽(英文組) 高小組 優良獎 *5A 李政彥 *5D 胡芷晴 / 

第十三屆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
交流大賽 

高小組合英
語新詩朗誦 

銀獎 *6B 陳德賢 

劍橋小學證書考試 第一級(KET) 
優良成績

(Distinction) *5A林睿行 *5B 曾諾恆 

劍橋小學英語考試 第三級 15盾 *5C 張芷蕎 *6C 王嘉珩 / 

  14盾 4B 謝天恩 4E 洪子軒 6D 孫宇卓 

   6D 袁卓毅   

  13盾 6B 陳德賢 6D 周穎林 / 

  12盾 4A 楊思睿   

 第二級 15盾 *4B 謝劻峻 *4D 趙婥琳 *6A 鄧樂敏 

  14盾 5A 陳慧妍   

  13盾 4B 余加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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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2018/19 

P4-P6 
Solo-Verse 
Speaking 

Certificate 
of Honours 5A 張寧初 5C 張芷蕎 / 

5th PRO Speech Competition 
Grade 4 of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4A 譚玉琼  

Summer English 2018 
 

Best 
Participation 
Awards for 
Schools 

Kwong Mi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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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余證滔 6B 潘鑫怡 *6C王嘉珩 / 

賽 2019  二等獎 4C 楊海彤 5A 毛國兆 5C 成子傑 6B 李彥嬉 

   6D 孫宇卓    

  三等獎 4B 郭詠殷 4B 梁靜玟 4C 簡天佑 4E 陳景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團體 全場總冠軍 *6B李彥嬉 

*6C王嘉珩 

*6B王希晴 

*6D蘇卓衡 

*6B潘鑫怡 

*6D孫宇卓 

*6B叶煒樂 

*6D黃曦樂 
2018-2019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 計算競賽 冠軍 

請賽 數學遊蹤 季軍 

 個人 一等獎 *6B潘鑫怡 6C 王嘉珩 6D 蘇卓衡 / 

  二等獎 6D 黃曦樂    

  三等獎 6B 李彥嬉 6B 叶煒樂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新界西團體 亞軍 *5A余證滔 *5C成子傑 *5D李梓繽 *5D胡芷晴 

(2018-2019)  季軍 *6B潘鑫怡 *6C王嘉珩 *6D蘇卓衡 *6D黃曦樂 

 個人 金獎 5A 余證滔 5D 李梓繽 5D 胡芷晴 6B 潘鑫怡 

   *6D黃曦樂    

  銀獎 5A 林睿行 5B 伍誠軒 5C 成子傑 5D 詹天賜 

   6C 王嘉珩 6D 蘇卓衡   

  銅獎 4A 黃家愉 4E 郭龍翼 4E 洪子軒 6B 王希晴 

   6B 叶煒樂 6D 孫宇卓   

  優異獎 4B 黃澧淳 4C 曾家樂 4D 陳斯雅 4D 王家峰 

   6B 李彥嬉 6B 文翊鋒   

 

*常識科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青松侯寶垣中學：「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18-19」 分組冠軍 5D 莊楚鈴 *6B 周浩銘 

 總季軍 6B 伍梓潁 *6D 梁洛琳 

 

普通話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二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生普通話朗誦比賽 五年級組 優異獎 5A 葉俊廷 

華龍盃第十三屆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
大賽 

高小組普通話 
散文朗誦 

銀獎、 
卓越之星 

6B 陳德賢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高級組 銀獎 6C 劉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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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8 Asia Musicians Competition  金獎  

台灣第二屆音樂比賽 鋼琴考曲組四級組 優等  

 鋼琴自由選曲組鋼琴 B組 第四名  

香港童聲合唱團港．滬．台 外文獨唱(兒童高級組) 金獎 4A 譚玉婛 

 粵語獨唱(兒童高級組) 金獎  

  銀獎  

韓國亞洲音樂藝術大賽 2018 香港區選拔賽 鋼琴級別四級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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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 郭善思 

  銅獎 6B 關詠珩 

  優秀 4B 張浩齊 5A 楊子欣 

第十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及攝影比賽 西洋畫 冠軍 *5A 林睿行 

2017馬來西亞第二十三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國際青少年書畫評獎 金獎 *6D 曾慕慈 

亞美斯藝術交流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兒童組 銅獎 *5B 曾諾恆 

2018香港環保電影展氣候勇士定格動畫創作 

 

大獎、 
最佳影片、 
最佳攝影獎、 
最佳剪接獎、 

最佳動作獎、 
最具創意獎 

*5C 陳智傑 

 

*5C 潘 彤 

*6C 袁曉晴 

第三屆元朗區小學繪畫比賽 高級組 冠軍 *5A 林睿行 

  優異獎 4B 謝天恩 6A 何采營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七組) 一等獎 *5A 林睿行 

Draw My Watch 錶面設計比賽 2018  金獎 *5A 鄭子儁 

  銀獎 5B王鈺喻 

  銅獎 6D葉雅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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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4A 譚玉婛 

畫出未來第六屆少年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中小組中國畫 一等獎 *4E 關詠姸 

 高小組中國畫 一等獎 *6B 關詠珩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 一等獎 *4C 張焯喬 

2018中秋節-填色/繪畫/書法/攝影比賽 少年組-繪畫 亞軍 *5A 林睿行 

「元朗區助更生」小學生四格漫畫比賽 高小組 優異 4B 謝天恩 5A 葉俊廷 

   5D 伍穗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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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四十一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少年舞蹈組 銀獎 4A 羅雯謦 4A 麥希敏 

   4B 陳伊晨 4B 梁靜玟 

   4B 張凱茵 4C 陳淑燕 

   4C 羅芷晴 4D 張詠芝 

   4D 陳善姿 4D 趙婥琳 

   4D 郭心清 5A 李政彥 

   5A 陳慧妍 5B 陳心悅 

   5B 趙韋淇 5D 伍穗澄 

   *6A 陳嘉蕙 6A 何采營 

   6A 陳伊旋 6A 鄧樂敏 

   6A 馮樂融 6B 張芷睿 

   6B 江藹如 6B 王希晴 

   6C 李欣桐 6D 周穎林 

   6D 黃依澄 /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8 小學組 金獎 4A 羅雯謦 4A 麥希敏 

   4B 陳伊晨 4B 梁靜玟 

   4B 張凱茵 4C 陳淑燕 

   4C 羅芷晴 4D 張詠芝 

   4D 陳善姿 4D 趙婥琳 

   4D 郭心清 5A 李政彥 

   5A 陳慧妍 5B 陳心悅 

   5B 趙韋淇 5D 伍穗澄 

   6A 陳嘉蕙 6A 何采營 

   6A 陳伊旋 6A 鄧樂敏 

   6A 馮樂融 6B 張芷睿 

   *6B 江藹如 6B 王希晴 

   6C 李欣桐 6D 周穎林 

   6D 黃依澄 / 

Asian Eilte Dance Competition 2018 Hong Kong Group 
Junior Ballet Solo Bronze *5B 黃心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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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小棕仙 *6A 馮樂融 *6A 何采營 

   *6C 李欣桐 /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隊伍選舉  優秀隊伍 4A 歐雨朦 4A 吳紫祈 

   4A 羅雯謦 4A 田籽媱 

   4B 陳伊晨 4B 梁靜玟 

   4B 李芯穎 4B 黃靖霖 

   4E 鄭楚穎 *5A 陶雨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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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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陳心悅 5B 黃心莜 

   5B 梁卓妍 5D 江蒨琳 

   5D 黎晴晴 5D 伍穗澄 

   5D 林縉儀 5D 莊楚鈴 

   6A 陳伊旋 6A 何采營 

   6A 馮樂融 6B 江藹如 

   6C 李欣桐 6C 陶泳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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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羅雯謦 4B 李芯穎 

同樂日 比賽  5B 陳心悅 5B 梁卓妍 

   5D 江蒨琳 *6B 江藹如 
 
 
 

 
*電腦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8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簡約組) 季軍 *5B 梁家皓 *6D 葉雅堯 

競技大賽   *5C 成子傑 / 

元朗區青年節 2018 創意科技爬山車大賽 優異獎 *6A 盧柏濂 *6D 黃曦樂 

元朗區小學科技大賽  金獎 *6A 歐竣熙 *6B 周浩銘 

  智趣無限大獎 *6D 歐竣誠 *6D 葉雅堯 

  優異獎 5A 王司宇 5B 羅啟楓 

   5B 梁家皓 5D 李焯然 

   5D 何韶豐 6B 文翊鋒 

   6B 伍梓潁 6B 叶煒樂 

   6B 李彥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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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比賽(中文組) 中級(小三至小四) 亞軍 4B 謝劻峻 

 高級(小五至小六) 冠軍 6B 張芷睿 

  亞軍 5C 趙煦晴 

  季軍 6C 余汶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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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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比賽(英文組) 中級(小三至小四) 冠軍 4E 洪子軒 

  亞軍 4D 胡詠琛 

 高級(小五至小六) 冠軍 5D 胡芷晴 

  亞軍 5A 李政彥 

  季軍 6D 梁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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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 冠軍 *6D 練紫晴 

  亞軍 *4E 王綽楹 

  季軍 *4A 羅卓翹 

  優異獎 4A 李皓民 5A 黃鑫童 
 
*i-Learner(中、英、數三科總成績) 

獲獎學生 

第一名 *4E 郭龍翼 *5B 王鈺喻 *6A 何采營 

第二名 4C 楊海彤 5C 洪卓怡 6D 孫宇卓 

第三名 4D 張梓華 5B 曾諾恆 6B 李彥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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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楊思睿 田籽媱 黃家愉 

4B *黃靖霖 黃靖霖 温卓欣 

4C *楊海彤 楊海彤 楊海彤 

4D 郭心清 張梓樺 *陳善姿 

4E 黃睿婷 *洪子軒 洪子軒 

5A 葉俊廷 林睿行 *陳朗賢 

5B 黃心莜 *金子非 王鈺喻 

5C *張芷蕎 趙煦晴 張芷蕎 

5D 鄧梓婷 *文雅姸 胡芷晴 

6A 鄧樂敏 陳伊旋 *  

6B 張芷睿 *何啟卓 文翊鋒 

6C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汶諾 

6D *王雨言 吳天恩 蘇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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