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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防火標語創作比賽 元朗區防火委員會 冠軍 3D 黃子蘊

第十一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
學多元挑戰賽 伯特利中學

推理偵探 - 冠軍 6E 林紫浠
速算大王 - 亞軍 6E 侯永盛
團體 - 一等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林紫浠 6E 陳芷晴 
團體 - 二等獎 5E 湯焯琳 5E 倪瑞倫 6E 馬夢璇 6E 許軒程 

第五屆元朗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萬鈞教育機構 , 賽馬會毅智
書院 , 元朗大會堂合辦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全校

2018-2019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公開賽
初賽 )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一等獎 4E 金妍希 5E 莊雯晗 5E 馮景朗 6E 郭俊亨

二等獎 4D 林詠慧 4E 陳嵐一 5E 湯焯琳 6D 蔡欣桐

2018-2019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
比賽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優異獎 3D 葉秋瑩

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挑戰賽 香港理工大學 金獎 6D 陳卓穎 6E 朱柏橋 6E 郭俊亨 6E 侯永盛 6E 唐敖婷 
6E 黃文樂 6E 賴懿朗 6E 陳潔如

第六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
精英賽

新家園協會、生命勵進基金
會、啟青動力協會 聯合主辦

初級組 - 金獎 2C 黃芊軼

初級組 - 銅獎 2D 高俊陽

初級組 - 優異獎 2E 張婞瑜

高級組 - 銅獎 5E 莊雯晗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
事比賽 元朗大會堂

初級組 - 金獎 2C 黃芊軼
初級組 - 銀獎 1B 周晉安 2D 吳以琳
初級組 - 銅獎 2A 周晉丞 2C 黃始元 2D 陳韻冰  
中級組 - 金獎 3D 駱美霖
中級組 - 銅獎 3E 涂子雯 4B 祁子傑 4E 茹梓渢  
高級組 - 銀獎 5D 勞慧琪
高級組 - 銅獎 5C 楊芯兒 6B 陳菲菲 6B 陳琬琋  

第二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
話朗誦比賽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優異獎 6E 馬夢璇

2018-2019 年度元朗區小學「孝
為本」徵文比賽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中小組 - 優異獎 4E 陳嵐一 4E 陳哲熙 4E 陳銘彤  
中小組 - 嘉許獎 4E 朱曉彤 4E 陳穎蕎

屯元區小學數學能力增值比賽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圖形與空間組冠軍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陳芷晴 6E 林紫浠
全場總季軍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陳芷晴 6E 林紫浠
邏輯推理組亞軍 5E 湯焯琳 6E 馬夢璇 6E 許軒程 6E 陳嘉瑩

2018-2019 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
請賽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
中學

計算競賽 - 一等獎 6E 侯永盛
計算競賽 - 二等獎 6E 馬夢璇
計算競賽 - 三等獎 6E 陳芷晴 6E 許軒程 6E 劉邦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 初
賽 )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天主教
教區學校聯會 ( 中學組 ) 合
辦

小五組個人賽 - 銀獎 5E 倪瑞倫 5E 湯焯琳
小五組個人賽 - 銅獎 5E 張金煒
小六組團體賽 - 第五名 6E 陳嘉瑩 6E 侯永盛 6E 許軒程 6E 賴懿朗
小六組個人賽 - 金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林紫浠
小六組個人賽 - 優異獎 6E 陳芷晴 6E 馬夢璇
小五組個人賽 - 優異獎 5E 江蔓晴 5E 王進文 5E 莊雯晗

第二十五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
事演講比賽

裘錦秋中學 ( 元朗 )、教育
局、香港教育大學合辦 中級組 - 優異獎 3D 駱美霖

積極學習 - 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入圍獎 2E 張紫悠 3D 吳禧宗 6B 余漫詩
「20 年後的我」寫作比賽 躍思教育出版社 優異獎 3D 黃子蘊

榮 譽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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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元朗區 ) 香港理工大學

全場 ( 團體 )- 冠軍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陳芷晴
急轉彎 ( 個人 )- 亞軍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陳芷晴
創意解難 ( 個人 )- 亞軍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智多星 ( 個人 )- 亞軍 6E 林紫浠
團體 - 銅獎 5E 倪瑞倫 5E 湯焯琳 6E 林紫浠
團體 - 銀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陳芷晴

第 30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二等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6E 林紫浠
三等獎 6E 陳芷晴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香港青少年機械工程協會 銀獎 5E 王致翔 5E 江蔓晴 6E 黃文樂 6E 陳潔如

第十四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
藝比賽 元朗伯特利中學

冠軍 2C 黃芊軼
良好 1B 周晉安 3E 涂子雯 4E 陳嘉茵 5D 勞慧琪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 公民教育 )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 葵
青獅子會 優良 2C 黃芊軼 3D 駱美霖

第六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金獎 5E 倪瑞倫 5E 湯焯琳 6E 賴懿朗 6E 侯永盛
銀獎 5E 江蔓晴 5E 黃凱迪
優異獎 5E 湯家樂 5E 王進文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三、四年級散文集誦比賽 -
冠軍
散文獨誦 ( 女子組 )- 亞軍 6E 馬夢璇
散文獨誦 ( 女子組 )- 季軍 3E 周焯盈
散文獨誦 ( 女子組 )- 優良 5C 梁倩詠
散文獨誦 ( 男子組 )- 亞軍 3C 吳澤峰
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冠軍 3B 鄭巧妍
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亞軍 2C 黃芊軼 2E 蔡錦樺
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季軍 3B 譚文稀 3E 王栩諾 6E 鄧穎桐 6E 馬夢璇

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優良 2C 陳珮兒 3D 黃佩瑩 5C 梁倩詠 5E 朱可澄 5E 王楚蕎 
6B 談紫欣

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良好
2B 歐穎禧 2B 鄒韻凝 3D 駱美霖 4E 羅蔚晴 4E 陳穎蕎 
4E 陳嵐一 5A 陳寶淇 5D 魏鎧雯 5E 黃凱迪 5E 湯焯琳 
6B 鄧樂瑤

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合格 5B 楊懿澄
詩詞獨誦 ( 男子組 )- 冠軍 5E 李智權
詩詞獨誦 ( 男子組 )- 優良 2A 周晉丞 3A 朱家洺 4A 翁紫禛 5E 王致翔
詩詞獨誦 ( 男子組 )- 良好 1A 梁栢睿
Solo Verse Speaking 
(Boys)- 優良

2D 高俊陽 3B 吳裕山 3D 袁浚軒 5E 李智權 6D 黎樂信 
6D 張孝銘 6D 鄭泓翰

Solo Verse Speaking 
(Girls)- 季軍 3E 羅殷喬 5E 莊雯晗

Solo Verse Speaking 
(Girls)- 優良

1E 蔡巧晴 2B 梁希圯 2E 蔣筱君 3C 李佳怡 3C 張清嵐 
3C 羅詠怡 3E 鄭海晴 3E 趙泳兒 5E 湯焯琳 5E 王楚蕎 
6E 林錚 6E 麥詠琳 6E 孫甄禧 6E 黃希廷 6E 陳芷晴 
6E 劉蔚藍 6E 鄧穎桐  

Solo Verse Speaking 
(Girls)- 良好 6E 唐星旎

普通話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冠軍 2C 黃芊軼

普通話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亞軍 6E 馬夢璇

普通話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優良

2C 陳珮兒 2D 吳以琳 2D 陳韻冰 2E 刁芷晴 2E 張婞瑜 
3B 普琪 3D 駱美霖 3E 涂子雯 5C 楊芯兒 5D 勞慧琪 
6B 陳菲菲 6B 陳琬琋

普通話詩詞獨誦 ( 女子組 )-
良好 2C 黃始元

普通話詩詞獨誦 ( 男子組 )-
優良 4E 茹梓渢

普通話散文獨誦 ( 女子組 )-
亞軍 6E 馬夢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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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校際小學 STEM 精英挑戰 -
數理謎蹤比賽 201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
煊昌中學

團體 - 冠軍 5E 莊雯晗 5E 黃凱迪 5E 彭瑪寶

團體全場 - 季軍 5E 湯焯琳 5E 湯家樂 5E 江蔓晴 5E 莊雯晗 5E 黃凱迪 
5E 彭瑪寶

第四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8/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一等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二等獎 6E 陳芷晴 6E 林紫浠 6E 馬夢璇
三等獎 6E 許軒程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AIMO Open)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銀獎 3C 吳澤峰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 初賽 ) 2D 李晉熙 3C 吳澤峰 4E 金妍希 5E 倪瑞倫 6E 賴懿朗 
6E 侯永盛 6E 林紫浠

二等獎 ( 初賽 ) 2A 江柏燊 3E 蔡柏進 3E 羅健榮 4E 葉柏寧 5E 王進文 
5E 江蔓晴 5E 湯焯琳

三等獎 ( 初賽 ) 5E 湯家樂 6E 馬夢璇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港澳盃 HKMO Open)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3C 吳澤峰 3E 蔡柏進 4E 金妍希
銅獎 5E 湯家樂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 晉級賽 ) 3C 吳澤峰 4E 金妍希 6E 賴懿朗
二等獎 ( 晉級賽 ) 2A 江柏燊 5E 江蔓晴
三等獎 ( 晉級賽 ) 3E 羅健榮 5E 湯家樂
一等獎 ( 總決賽 ) 4E 金妍希
三等獎 ( 總決賽 ) 3E 羅健榮 5E 湯家樂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香港公共圖書館 高小組 - 優勝獎 6D 蔡欣桐 6E 鄧穎桐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全
港小學校際英文朗誦比賽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李國寶中學

冠軍 6D 鄭泓翰

優良 4E 陳哲熙 4E 李穎琛 4E 林道建 5D 陳燁初 5D 李楚詠 
5E 黃凱迪 6D 黃晨語 6D 翟怡冰 6E 林錚 6E 孫甄禧

良好 5D 梁子峰 5D 王栢川 5E 王致翔 6D 莊雅倩 6E 麥詠琳 
6E 黃希廷

第十四屆小學生英文現場作文比
賽 大埔三育中學

特級優異 5E 湯焯琳
優異 6D 鄭泓翰
良好 5D 李楚詠 5E 陳仲樑 5E 鄭熙霖 5E 王楚蕎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良好證書 6D 翟怡冰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 決
賽 )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天主教
教區學校聯會 ( 中學組 ) 合
辦

小六組個人賽 - 優異獎 6E 侯永盛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
賽 -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
選拔賽

保良局

計算競賽 - 一等獎 6E 侯永盛
計算競賽 - 三等獎 6E 許軒程 6E 賴懿朗
數學競賽 - 二等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數學競賽 - 三等獎 6E 陳芷晴 6E 林紫浠

全港青年中國古典詩詞朗誦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 港
島獅子會 優良 6E 馬夢璇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嘉許狀 6E 鄧穎桐

學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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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優異獎
4A 羅卓軒 4A 麥顥俊 4D 李德祥 5A 蔡文俊 5A 蔡俊麒 
5A 陳麒宇 5B 區雋軒 5E 溫鎬謙 6A 麥梓垣 6B 李德誠 
6B 邢榛 6C 徐子軒 6C 劉梓榮 6D 陽子熙 6E 林紫浠 
6E 黃文樂 6E 許軒程

第 25 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
標賽 2018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
總會 小學日光龍 - 優異獎

5A 胡煥鋅 6A 賴沁言 6A 陳曦 6B 余潁橦 6B 黃子璁 
6C 高名月 6C 黎焯楠 6C 黃嘉寶 6C 鄭晋弦 6D 陽子熙 
6E 許軒程 6E 黃震宇 畢業生 曾子傲      畢業生 蔡雋銘

小學日光龍 - 優異獎
2C 曾子淳 5C 楊芯兒 5D 姚諾情 5E 梁景軒 6A 鄭卓衡 
6B 鄭卓權 6B 溫海翹 6B 譚宏熙 6B 張曉嵐 6C 張林琳 
6C 劉梓榮 
畢業生 汪芷澄      畢業生 袁諾希      畢業生 陳韻如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 優異獎
5B 杜浚鋐 5B 羅子恆 5E 吳建臻 6B 張曉嵐 6D 董心瑜 
畢業生 黃恩曦      畢業生 黃穎堃      畢業生 吳日朗 
畢業生 李景棋

小學獅藝地青規定組 - 優異獎
4D 黃凱盈 5A 胡煥鋅 5A 杜浚鋒 5A 楊澤軒 5B 葉家宇 
5D 沈晉希 5E 伍丹揚 6B 溫海翹 6E 陳芷晴 
畢業生 莫梓民

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 2018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
總會

日光龍藝兒童組 - 亞軍 5D 姚諾情 6A 陳曦 6A 賴沁言 6B 余潁橦 6B 何睿熹 
6C 黃嘉寶 6C 張林琳 6C 黎婥楠 6C 高名月 6E 許軒程

日光龍藝兒童組 - 優異獎 4A 陳烜榛 4C 盧睿祥 4C 梁洛思 4E 林道建 5B 胡森嵐 
5E 梁景軒 6A 黃俊軒 6A 鄭卓衡 6A 袁睎蓓 6B 鄭卓權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 擲壘球殿軍 6E 林紫浠
男乙 擲壘球亞軍 5A 陳麒宇

女甲 4x100m 亞軍 5D 勞慧琪 6A 鄧慧嘉 6C 黎婥楠 6C 高名月 6E 馬夢璇 
6E 唐星旎

女甲 跳遠季軍 6C 高名月
女甲 壘球冠軍 6E 唐星旎
女甲 100m 冠軍 6C 黎婥楠

女甲 團體亞軍 5D 勞慧琪 6A 鄧慧嘉 6C 高名月 6C 黎婥楠 6E 唐星旎 
6E 馬夢璇

沙田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組 - 亞軍 5A 胡煥鋅 5D 鄭允兒 5D 勞慧琪 6C 高名月 6C 黎婥楠

元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6 強
4A 麥顥俊 4A 翁紫禛 5A 蔡文俊 5A 莊文杰 5E 梁雋昊 
6A 麥梓垣 6A 王洛然 6C 符家楠 6C 徐子軒 6C 鍾雋環 
6D 陽子熙 6D 劉培興 6E 林紫浠 6E 黃文樂

屈臣氏運動員獎 屈臣氏 屈臣氏運動員獎 6E 林紫浠
2018-2019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
朗區小學分會

男甲 4x50 米四式接力 - 殿軍 6A 張立希 6B 邢榛 6E 賴懿朗 6E 羅家軒  
男乙 50 米背泳 - 冠軍 ( 破大會
紀錄 ) 5E 梁雋昊

男乙 50 米自由泳 - 亞軍 5E 梁雋昊
男乙 團體 - 第五名 5A 盧明峰 5B 葉善維 5D 沈晉希 5D 黃厚逸 5E 梁雋昊
男丙 50 米蛙泳 - 季軍 4E 劉展楓
男丙 50 米自由泳 - 季軍 4E 劉展楓

男丙 團體 - 第五名 2C 俞智立 4A 黃天宇 4C 余偉浩 4E 林曉楠 4E 徐溢夆 
4E 劉展楓

男乙 - 傑出運動員 5E 梁雋昊
荃灣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荃灣官立小學 混合 - 季軍 5A 蔡俊麒 6C 高名月 6C 黎綽楠 6D 劉培興
屯門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屯門官立小學 殿軍 5D 勞慧琪 6C 黎婥楠 6C 高名月 6E 馬夢璇

第二十屆全港公開夜光龍錦標賽
2019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
總會

亞軍
2C 曾子淳 5D 姚諾情 6A 陳曦 6A 賴沁言 6A 袁晞蓓 
6A 黃俊軒 6B 黃子璁 6B 余潁橦 6B 何睿熹 6B 張曉嵐 
6C 黃嘉寶 6C 黎婥楠 6C 高名月 6E 許軒程 6E 黃震宇 

優異獎 4A 陳烜榛 4C 盧睿祥 4C 梁洛思 4E 林道建 5A 胡煥鋅 
5B 胡森嵐 5C 楊芯兒 5E 梁景軒 6A 鄭卓衡 6B 鄭卓權

福榮街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福榮街官立小學
冠軍 4C 陳紫楹 6C 黎婥楠 6C 高名月 6E 唐星旎 6E 馬夢璇
殿軍 5A 蔡文俊 5A 蔡俊麒 5E 梁雋昊 6A 麥梓垣 6D 劉培興

2018-2019 年元朗區小學校際羽
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組個人賽 - 冠軍 6E 唐星旎
女子團體賽 - 優異獎 3E 王栩諾 5D 李楚詠 6E 唐星旎 6E 馬夢旋

第三十三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少年組現代舞 - 銀獎 低年級現代舞組
少年組現代舞 - 銀獎 高年級現代舞組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學校舞蹈協會
甲級獎 低年級現代舞組
甲級獎 高年級現代舞組

大埔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大埔官立小學 季軍 5A 蔡俊麒 6C 高名月 6C 黎婥楠 6E 林紫浠 6E 劉邦 
6E 馬夢璇

南元朗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南元朗官立小學 殿軍 4C 陳紫楹 5A 胡煥鋅 6A 鄧慧嘉 6C 高名月 6E 馬夢璇 

體 育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校際小學 STEM 精英挑戰 -
數理謎蹤比賽 201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
煊昌中學

團體 - 冠軍 5E 莊雯晗 5E 黃凱迪 5E 彭瑪寶

團體全場 - 季軍 5E 湯焯琳 5E 湯家樂 5E 江蔓晴 5E 莊雯晗 5E 黃凱迪 
5E 彭瑪寶

第四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8/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一等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二等獎 6E 陳芷晴 6E 林紫浠 6E 馬夢璇
三等獎 6E 許軒程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AIMO Open)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銀獎 3C 吳澤峰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 初賽 ) 2D 李晉熙 3C 吳澤峰 4E 金妍希 5E 倪瑞倫 6E 賴懿朗 
6E 侯永盛 6E 林紫浠

二等獎 ( 初賽 ) 2A 江柏燊 3E 蔡柏進 3E 羅健榮 4E 葉柏寧 5E 王進文 
5E 江蔓晴 5E 湯焯琳

三等獎 ( 初賽 ) 5E 湯家樂 6E 馬夢璇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港澳盃 HKMO Open)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3C 吳澤峰 3E 蔡柏進 4E 金妍希
銅獎 5E 湯家樂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 晉級賽 ) 3C 吳澤峰 4E 金妍希 6E 賴懿朗
二等獎 ( 晉級賽 ) 2A 江柏燊 5E 江蔓晴
三等獎 ( 晉級賽 ) 3E 羅健榮 5E 湯家樂
一等獎 ( 總決賽 ) 4E 金妍希
三等獎 ( 總決賽 ) 3E 羅健榮 5E 湯家樂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香港公共圖書館 高小組 - 優勝獎 6D 蔡欣桐 6E 鄧穎桐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全
港小學校際英文朗誦比賽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李國寶中學

冠軍 6D 鄭泓翰

優良 4E 陳哲熙 4E 李穎琛 4E 林道建 5D 陳燁初 5D 李楚詠 
5E 黃凱迪 6D 黃晨語 6D 翟怡冰 6E 林錚 6E 孫甄禧

良好 5D 梁子峰 5D 王栢川 5E 王致翔 6D 莊雅倩 6E 麥詠琳 
6E 黃希廷

第十四屆小學生英文現場作文比
賽 大埔三育中學

特級優異 5E 湯焯琳
優異 6D 鄭泓翰
良好 5D 李楚詠 5E 陳仲樑 5E 鄭熙霖 5E 王楚蕎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良好證書 6D 翟怡冰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 決
賽 )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天主教
教區學校聯會 ( 中學組 ) 合
辦

小六組個人賽 - 優異獎 6E 侯永盛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
賽 -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
選拔賽

保良局

計算競賽 - 一等獎 6E 侯永盛
計算競賽 - 三等獎 6E 許軒程 6E 賴懿朗
數學競賽 - 二等獎 6E 侯永盛 6E 賴懿朗
數學競賽 - 三等獎 6E 陳芷晴 6E 林紫浠

全港青年中國古典詩詞朗誦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 港
島獅子會 優良 6E 馬夢璇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嘉許狀 6E 鄧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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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福傳嘉年華」填色比賽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及天水圍聖
葉理諾堂

季軍 3D 吳禧宗
優異獎 2B 陳誠智

明愛中學聯校創藝展 - 「小眼睛看大世界──全港小學
繪畫比賽」

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 初級組 - 優異獎 3D 吳禧宗 4C 劉鑒陞

初級組 - 入圍獎 4E 陳至婷 4E 陳嵐一

高級組 - 冠軍 6E 鄧穎桐
高級組 - 季軍 5E 江蔓晴

高級組 - 優異獎 5E 丘連聰 6D 陳卓穎

最佳視覺效果奬 6E 鄧穎桐
最具創意奬 6D 陳卓穎

「慢食煮意」填色比賽 香港樂活協會 優異獎 2C 陳雄一 3D 吳禧宗 4E 陳嵐一
小樹苗 30 周年蛋糕設計比賽 小樹苗 小學組 - 亞軍 2C 陳雄一

尊重與包容畫出共融香港兒童填色比賽 經民聯社會服務隊
網上最多 Like 獎 2C 劉鑒鋒

優異獎 2C 劉鑒鋒 2C 陳雄一 4C 劉鑒陞 
4E 陳嵐一

2018 eye 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 小眼睛探索大自然 香港電訊 eye 高小組 - 優異獎 6D 陳卓穎

2018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中級組 - 優異獎 4E 陳嵐一
高級組 - 優異獎 6E 鄧穎桐

「海洋的新衣」T 恤設計比賽 2018 漁農自然護理署 初級組 - 優異獎 3D 吳禧宗
「擁抱情緒 ‧ 關愛彼此」共建快樂社區填色比賽 伯裘書院 優異獎 2C 陳雄一 4C 劉鑒陞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環保袋設計 GNET STAR 銀獎 4D 鄺美寶
「童」心展藝 ‧ 識法─ 「兒童權利公約」推廣計劃 2018
之創意填色比賽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優異獎 3D 吳禧宗 4E 陳嵐一

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初級組 - 優異獎 2C 陳雄一 3D 吳禧宗
高級組 - 優異獎 6D 陳卓穎

「歡樂聖誕」填色比賽 基督教協基會元朗社會服務中心
冠軍 5D 沈晉希
亞軍 6E 鄧穎桐

2018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特色香港大家愛」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冠軍 6D 陳卓穎

賀年創意對聯設計比賽 天頌苑管業處
冠軍 2C 陳雄一
亞軍 4E 陳嵐一

第十屆 ICEHK 2019「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 香港 ) 一等獎 6D 陳卓穎
尊重互聯網上的知識產權 -IP 英雄角色設計比賽 HKDES 香港戲劇教育工作室 創意獎 4E 陳嵐一

香港花卉展覽 -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高小組 - 冠軍 5E 陳芷彤
高小組 - 優異獎 5E 朱可澄

視 藝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2018 年第十四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香港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
初級組 - 亞軍 2B 黃浩文
中級組 - 季軍 3E 鄭海晴

第二屆元朗區小學校園短片創作大賽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優異獎
畢業生 張楚欣 畢業生 關憲宗 畢業生 吳衍峰 
畢業生 仇樂謙 畢業生 冼家熙 畢業生 丘珮銦 
畢業生 陳繼顥 畢業生 莫梓民 畢業生 陳顥賢 
畢業生 陳家鴻 畢業生 梁俊希

公益少年團年大會操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積極團隊 全體團員
優秀團隊 全體團員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19 香港藝術學院
傑出演員獎 4E 朱曉彤 5E 溫鎬謙 6A 賴沁言 6D 葉芷君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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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所獲獎項 班別及學生姓名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小學合唱團 ( 挑戰組 )- 銀獎 高級歌詠組
小學合唱團 ( 挑戰組 )- 銀獎 初級歌詠組
手鈴及手鐘 ( 小學組 )- 金獎 手鐘高級組
手鈴及手鐘 ( 小學組 )- 銀獎 手鐘初級組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9 歲或以下 - 小學合唱隊 - 優良 初級歌詠組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13 歲或下 小學合唱隊 - 亞軍 高級歌詠組

牧童笛 獨奏 - 冠軍 5E 張金煒 5E 王楚蕎 5E 王進文 
6D 潘鈺廷 6E 黃希廷

牧童笛 獨奏 - 季軍 6D 葉芷君 6E 鄧穎桐

牧童笛 獨奏 - 優良 6D 蔡欣桐 6D 梁昊銘 6E 黎洳杏 
6E 郭俊亨

牧童笛 獨奏 - 良好 6E 唐星旎

牧童笛 二重奏 - 冠軍 5E 王進文、5E 莊雯晗
6E 黃希廷、6E 唐星旎

牧童笛 二重奏 - 亞軍 6D 蔡欣桐、6D 葉芷君
牧童笛 二重奏 - 季軍 6D 董心瑜、6E 黎洳杏

牧童笛 二重奏 - 優良

5E 張金煒、5E 陳仲樑
5E 江蔓晴、5E 王楚蕎
5E 李智權、5E 李荍昕
6A 陳希慈、6E 麥詠琳
6C 高名月、6C 譚紫昕
6D 潘鈺廷、6D 葉思穎
6C 張林琳、6E 甄樂潼
6E 郭俊亨、6E 黃震宇

牧童笛 二重奏 - 良好 6E 鄧穎桐、6E 黃莠芝
鋼琴 1 級 - 亞軍 2B 歐穎禧

鋼琴 1 級 - 優良 1D 陳穎妍 2A 何亦喬 2B 鄭晉熹 
2C 黃始元

鋼琴 1 級 - 良好 2C 陳珮兒 4A 張巧瑤
鋼琴 2 級 - 亞軍 5E 湯焯琳

鋼琴 2 級 - 優良
2E 張婞瑜 3D 林嘉慧 3E 鄭海晴 
3E 羅煒瞳 4B 羅霈莎 4B 黃靖男 
4D 柯映熙

鋼琴 2 級 - 良好 2A 黃俊熙 2E 葉藝彤 2E 文靖喬 
4E 陳銘彤 5C 黃善琦

鋼琴 3 級 - 冠軍 2E 蔡錦樺

鋼琴 3 級 - 優良 2A 黃俊熙 2E 葉藝彤 2E 文靖喬 
4E 陳銘彤 5C 黃善琦

鋼琴 3 級 - 良好 4D 呂焯斌 6D 張孝銘
鉬琴 4 級 - 季軍 6D 黃晨語
鋼琴 4 級 - 優良 4E 陳嘉茵 5E 王進文 6C 鄺銨淇
鋼琴 4 級 - 良好 4A 鄭琪琪 5A 劉芷晴
鋼琴 5 級 - 優良 6E 孫甄禧
口琴初 - 優良 4D 柯映熙
小提琴 2- 優良 2C 俞智立
Vocal-G4- 優良 3B 曾仲霆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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