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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2017-2018 年度對外比賽成績 

（截至 6/7/2018） 
 

類別 比賽名稱／主辦機構 項目 得獎生  成績 

中 

文 

大埔三育中學 
第十三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

作文比賽 

5B 古智毅 5E 孫如至 
特級優

異獎 

5A 葉睿妍 5F 陳銘晞 

良好獎 

5E 羅志濤 5F 劉熙冉 

5E 蕭廷諺 6B 何卓琳 

6B 李曉智 6B 陳睿峰 

6B 劉泳汕 6C 謝穎心 

5C 馮靖軒 6B 何嘉樂 
優異獎 

6D 何喆 6D 王浩勤 

中國文化協會 
中國文化協會文協盃（紀念

余光中）朗誦比賽 2018 
6A 古頌賢   優異獎 

2017-2018 年度大埔區公民

教育運動委員會 

運動委員會徵文比賽（小學

組） 
5E 白美萱   季軍 

香港海洋語言藝術推廣中心 
“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

大賽(2018) 高小組 
6B 高伊雅   銀獎 

英 

文 
大埔三育中學 

第十三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

作文比賽 

5A 葉睿妍   
良好獎 

6C 謝穎心   

數 

學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

技學系及香港天主教敎區學

校聯會合辦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4D 陳正亮 6C 劉楚熙 
個人獎

銅獎 

5A 劉俊鈞   
團體獎

第八名 

5B 惠奕銘 6B 何嘉樂 
個人獎

金獎 

5B 洪振浩   

團體獎

第八名

及 

個人獎

銀獎 

5D 何紹燊 5D 羅棠錡 

團體獎

第八名

及 

個人獎

金獎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

技學系及基督教信義會信義

學校合辦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個人賽 

6D 王浩勤   二等獎 

6A 古頌賢 6B 何嘉樂 三等獎 

保良局主辦 
2017-2018 年全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 

6A 古頌賢 6B 何嘉樂 

計算 

競賽 

三等獎 

6D 王浩勤   

計算 

競賽 

二等獎 

6B 何嘉樂 6D 王浩勤 

數學 

競賽 

三等獎/

總成績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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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 

2018 華夏杯初賽(香港賽

區)、晉級賽(華南賽區)、全

國總決賽 

3A 黃子儒 6D 王浩勤 初賽

(香港

賽區)

一等獎 

5D 何紹燊   

4A 謝佳毅 5D 羅棠錡 初賽

(香港

賽區)

二等獎 

4D 陳正亮 6A 古頌賢 

5B 惠奕銘 6B 何嘉樂 

4A 趙珈萱 5B 洪振浩 初賽

(香港

賽區)

三等獎 

4B 鄧瑜軒 5D 黃路恩 

5A 肖嘉樂 6C 劉楚熙 

5A 劉俊鈞   

5A 肖嘉樂   

晉級賽

(華南

賽區 

三等獎 

3A 黃子儒 6A 古頌賢 
晉級賽

(華南

賽區)

二等獎 
6B 何嘉樂   

5D 何紹燊   

晉級賽

(華南

賽區 

一等獎 

5D 何紹燊 6D 王浩勤 

全國總

決賽 

二等獎 

常 

識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

賽 

5D 陳嘉妍 6C 謝穎心 

殿軍 5F 陳銘晞 6D 王浩勤 

6B 何卓琳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主辦 

仁濟醫院董事局及院屬中小

學合辦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 

發明大賽 

初小組 

3D 胡嘉怡 3D 蔡若素 金獎 

及印尼

特別獎 3D 衞佳凝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 

發明大賽 

高小組 

4A 肖竣澤 4B 李睿軒 
銅獎 

4B 鄧瑜軒   

5B 古智毅 5D 李浩榮 銀奬 

5B 李諺羲 5D 陳加晉 

銀奬 5B 呂家樂 5F 關曉諾 

5D 何紹燊   

5D 李浩榮 6C 林俊而 金獎 

5A 葉睿妍 5D 黃路恩 

金獎 

及澳門 

特別奬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

明大賽  

3D 胡嘉怡 5B 古智毅 

仁濟 

金禧盃 

3D 衞佳凝 5B 李諺羲 

3D 蔡若素 5D 李浩榮 

4A 肖竣澤 5D 何紹燊 

4B 鄧瑜軒 5D 陳加晉 

4B 李睿軒 5D 黃路恩 

5A 葉睿妍 5F 關曉諾 

5B 呂家樂 6C 林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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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

賽 

5D 陳嘉妍 6C 謝穎心 

殿軍 5F 陳銘晞 6D 王浩勤 

6B 何卓琳   

視 

藝 

大埔區議會 
大埔城鄉共融迎中秋花燈設

計比賽(小學組) 
6C 鐘安淇 6D 吳詠詩 優異獎 

健康創富 
Flu Fighters 抗流感戰隊填色

比賽 2017 
2B 廖紫荊   優異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作品委員會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年品(第 20 卷)暨 2017”華夏

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

法攝影大賽 

3D 陳安琪 4C 孫婧陽 
美術 

壹等獎 
4A 周只晴 

6B 謝浩源 
4A 李瑜彤 

2A 劉思雅 5D 李樂心 

美術 

貳等獎 

3D 胡嘉怡 6B 劉泳汕 

3D 楊諾恩 4D 洪錦琳 

2C 胡承開 5A 謝欣桐 

3A 彭尚嵐 5E 孫如至 

4B 趙雨菲 5F 陳銘晞 

4C 石宇齡 5F 黃隆森 

4C 梁緯祈 6D 謝欣彤 

4D 鄭芷妮   

大埔主恩浸信會 

大埔主恩浸信會 

「快樂聖誕樹」填色比賽 

初小組 

3A 吳浩涵   冠軍 

3A 黃春慧   季軍 

大埔主恩浸信會 

「快樂聖誕樹」填色比賽 

高小組 

4C 彭輝   冠軍 

5F 陳思如   亞軍 

5A 黃芷琪   季軍 

5A 葉睿妍 5E 黎嘉恩 

優異獎 
5B 范卓君 5E 梁雅琪 

5C 黃宏宇 5E 游寶怡 

5D 陳嘉妍 6C 詹樂儀 

消防處救護總區 
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2017(小

一至小三組別) 

2C 邢熙龍   冠軍 

2C 張健楠   優異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 
「揼少啲，慳多啲」海報設

計比賽 

5A 葉睿妍   
傑出 

作品獎 

1D 朱灝童 3A 吳浩涵 
優異 

作品獎 

2B 馮媛 4C 彭輝 
優異 

作品獎 
2C 邢熙龍 5A 黃芷琪 

2C 張健楠 5E 梁雅琪 

音 

樂 

Hong Kong Regional 

Committee,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Committee 

第十八屆大阪國際音樂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5A 葉睿妍 6A 古頌賢 

第三名 
5B 石梓桐 6B 劉泳汕 

5E 黎嘉恩 6D 何喆 

5F 曹穎楠 6D 吳泳詩 

音樂事務處,康樂及文化事

務處 

2017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

團比賽 

2A 陳蔚然 5B 石梓桐 

銅獎 

2A 楊子皓 5D 蒙依屏 

3A 賴芷喬 5F 曹穎楠 

3B 謝菁輝 6A 古頌賢 

4A 朱可盈 6B 劉泳汕 

4B 陳樂熙 6C 謝穎心 

4C 梁緯祈 6C 丘梓蓁 

5A 葉睿妍 6D 何喆 

5B 張橋恩 6D 吳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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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

展協會 

第五届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17 香港區賽 
6B 劉泳汕   亞軍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17 國際總決賽 
6B 劉泳汕   銀獎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歌唱比賽 2018 

初級組 

1A 張湕東 2C 劉雨琪 

銀獎 

1A 房鉉凝 2D 郭雅淇 

1A 何卓霖 2D 江珮淇 

1A 何咏淇 2D 梁恩桐 

1A 徐芷嘉 2D 馬麗晴 

1A 朱子瑜 2D 黃容姿 

1B 張程茵 2D 謝浩源 

1B 馮嘉棋 2D 姚京伶 

1C 陳星翰 2D 鄭亦涵 

1C 梁棹瑩 3A 蔡卓軒 

1C 梁梓駿 3A 張樂怡 

1C 司徒嘉蕎 3A 莊柏翹 

1C 黃敏銣 3A 黃春慧 

1D 陳嘉淇 3A 賴芷喬 

1D 陳普安 3A 雷春鳳 

1D 李念桐 3A 彭尚嵐 

1D 歐陽子凡 3A 王熙傜 

1D 沈文靜 3A 巫熙玥 

1D 朱灝童 3A 趙順杰 

2A 陳蔚然 3A 鄭梓欣 

2A 王燦 3B 李樂遙 

2A 楊子皓 3B 施鈺霖 

2B 馮媛 3B 王汐朵 

2B 呂君賢 3B 楊其鑫 

2C 陳妮 3C 張胤軒 

2C 歐陽天晴 3D 羅秀藍 

2C 鄭嘉欣 3D 曾巧晴 

2C 林思行 3D 衛佳凝 

2C 林鈺翎 3D 楊卓軒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歌唱比賽 2018 

高級組 

4A 段美伶 5A 劉俊鈞 

銀獎 

4A 劉得希 5A 黃芷琪 

4A 梁鋒 5A 葉睿妍 

4A 李敏婷 5B 郭穎欣 

4B 利子晴 5B 王振軒 

4B 盧熲 5C 李清瑜 

4B 盧嬿 5D 黃路恩 

4B 屠正謠 5D 楊心睿 

4B 趙雨菲 5E 白美萱 

4C 陳嘉儀 5E 黎嘉恩 

4C 馮琛錡 5F 歐陽天就 

4C 王振宇 5F 方心怡 

4C 石宇齡 6A 古頌賢 

4C 楊璐媛 6A 羅慧瑩 

4D 林詩琪 6A 鄧愷欣 

4D 梁家豪 6A 左嘉侗 

4D 梁雅永 6B 鄭慧盈 

4D 施卓汶 6B 李凱琳 

4D 張婉榆 6D 郭芷悠 

5A 郭仲賢 6D 謝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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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1D 朱灝童   冠軍 

聲樂獨-中文-男童聲或女童

聲-小學-13 歲或以下 
3B 謝菁輝   優良 

揚琴獨奏-初級組 2A 楊子皓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4A 朱嘉寶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2B 陳麒尹 3C 陳麒元 優良 

小提琴獨奏- 一級 4B 李睿軒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4C 梁緯祈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

或女童聲-小學-7 至 8 歲 
2A 楊子皓   優良 

箏獨奏-初級組 5E 梁雅琪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1A 李泇瑤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3A 柯珈灝   良好 

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3A 賴芷喬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3C 李培華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6B 謝浩源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6B 陳嘉佑   良好 

小提琴獨奏-二級 5A 李淳希   良好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

或女童聲-小學-10 歲或以下 
4D 楊子悠   良好 

小提琴獨奏-四級 5F 潘曉盈   良好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4C 馬熙童   良好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

或女童聲-小學-13 歲或以下 
6C 謝穎心   良好 

高音直笛獨奏-小學-13 歲或

以下 
4D 楊子悠   良好 

小學合唱隊 - 九龍、新界東

及新界西區域 - 中文 

男子和/或女子 - 初級組 - 

8 歲或以下 

1A 張湕東 2C 劉雨琪 

亞軍 

1A 房鉉凝 2D 郭雅淇 

1A 何卓霖 2D 江珮淇 

1A 何咏淇 2D 梁恩桐 

1A 徐芷嘉 2D 馬麗晴 

1A 朱子瑜 2D 黃容姿 

1B 張程茵 2D 謝浩源 

1B 馮嘉棋 2D 姚京伶 

1C 陳星翰 2D 鄭亦涵 

1C 梁棹瑩 3A 蔡卓軒 

1C 梁梓駿 3A 張樂怡 

1C 司徒嘉蕎 3A 莊柏翹 

1C 黃敏銣 3A 黃春慧 

1D 陳嘉淇 3A 賴芷喬 

1D 陳普安 3A 雷春鳳 

1D 李念桐 3A 王熙傜 

1D 歐陽子凡 3A 巫熙玥 

1D 沈文靜 3A 趙順杰 

1D 朱灝童 3A 鄭梓欣 

2A 陳蔚然 3B 李樂遙 

2A 王燦 3B 施鈺霖 

2A 楊子皓 3B 王汐朵 

2B 馮媛 3B 楊其鑫 

2B 呂君賢 3C 張胤軒 

2C 陳妮 3D 羅秀藍 

2C 鄭嘉欣 3D 衛佳凝 

2C 林思行 3D 楊卓軒 

2C 林鈺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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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 

教堂音樂-外文歌曲-小學合

唱隊-13 歲或以下 

4A 段美伶 5A 葉睿妍 

良好 

4A 劉得希 5B 郭穎欣 

4A 梁鋒 5B 王振軒 

4A 李敏婷 5C 李清瑜 

4B 鄧瑜軒 5D 黃路恩 

4B 盧熲 5D 楊心睿 

4B 盧嬿 5E 白美萱 

4B 屠正謠 5E 黎嘉恩 

4B 趙雨菲 5F 歐陽天就 

4C 陳嘉儀 5F 方心怡 

4C 馮琛錡 6A 古頌賢 

4C 王振宇 6A 羅慧瑩 

4C 楊璐媛 6A 蘇熲翹 

4D 林詩琪 6A 鄧愷欣 

4D 梁雅永 6A 左嘉侗 

4D 施卓汶 6B 鄭慧盈 

4D 張婉榆 6B 李凱琳 

5A 郭仲賢 6D 郭芷悠 

5A 黃芷琪 6D 謝欣彤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牧童笛獨奏 
4A 陳文楓 5B 張僑恩 銀獎 

5B 歐雅瑜   銅獎 

GNET STAR 第六屆 亞太新星鋼琴大賽 1B 傅栢熙   第三名 

MF Music & Art Promotional 

Association 

第八屆小小慈善音樂家 2018 

鋼琴組別比賽 
1B 傅栢熙   第三名 

體 

育 

正東柔道會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 2017 

女童 B 組 7-9 歳一（20kg 級） 
3D 楊諾恩   亞軍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香港閃避球錦標賽 

U12 混合組 

5A 李梓殷 5F 葉慧 

季軍 

5A 黃芷琪 5F 蘇悅聰 

5A 林紫情 6B 蕭焱朋 

5C 楊泓達 6C 黃德森 

5D 李樂心 6C 李政旭 

5D 王俊輝 6D 李梓澄 

5E 林卓禮 6D 葉正林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香港閃避球錦標賽 

U12 混合組 
5F 曹穎楠 6D 朱舒辰 季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7年度香港青少年柔道錦

標賽 

A4組(8-10歲女童) (21kg級) 

3D 楊諾恩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特 100 米 
6C 黃俊杰   第四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特 400 米 
6C 黃俊杰   第五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壘球 
6D 葉正林   亞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跳高 
6B 陳嘉佑   第六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鉛球 
6B 蕭焱朋   第八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 100 米 
5B 馮志揚   第五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 跳高 
5B 馮志揚   第七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丙 跳遠 
3C 林學銳   季軍 

 

https://www.gnet.com.hk/search?agency=GNET+STAR
https://www.facebook.com/magicfingersmusic/?hc_ref=ARSSutDPIrRUtx8TC60OL60aEdsxBOiv3B5PIdWLlNBFhYC8QoblxOV5WCqW1zHPwtc&fref=nf
https://www.facebook.com/magicfingersmusic/?hc_ref=ARSSutDPIrRUtx8TC60OL60aEdsxBOiv3B5PIdWLlNBFhYC8QoblxOV5WCqW1zHPwtc&fref=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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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特 100 米 
6C 曾佳佳   冠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特 200 米 
6C 曾佳佳   冠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特 100 米 
6C 李依桐   亞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特 200 米 
6C 李依桐   亞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  壘球 
6B 盧嘉慧   冠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  壘球 
6D 李梓澄   亞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  鉛球 
6B 張雪   第八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  跳高 
5F 葉慧   冠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  60 米 
5F 戴宇涵   亞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  60 米 
5F 葉慧   季軍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   4X100 米 

5C 陳淑怡 5F 陳思如 
第四名 

5C 賴念汝 5F 戴宇涵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    團體 

5E 何思詩 6B 張雪 

第八名 
6B 鄭慧盈 6C 詹樂儀 

6B 盧嘉慧 6D 陳燕燕 

6B 黃希然 6D 李梓澄 

   大埔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    團體 

4B 伍進蓮 5F 陳思如 

季軍 
5C 陳淑怡 5F 戴宇涵 

5C 賴念汝 5F 葉慧 

5E 羅美婷   

漢華中學 
第八屆運動攀登難度賽 

男子兒童組 
5C 倪綽霖   亞軍 

香港警察會 

香港警察柔道會邀請賽 2018 

7-10 歲女童組(23kg 級以下) 
3D 沈思攸   冠軍 

   香港警察柔道會邀請賽

2018 

7-10 歲女童組(23kg 級以下) 

3D 楊諾恩   亞軍 

香港警察柔道會邀請賽 2018 

7-10 歲男童組(26kg 級以下) 
3D 黃衍証   季軍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新秀賽 

3B 李項弦 4B 盧嬿 

初級隊

季軍 

3C 林學銳 4C 梁緯祈 

4A 陳玉晨 4C 馬熙童 

4A 梁鋒 4D 鄭衍柔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新秀賽 

4A 陸浩翔 4D 鄭芷妮 
初級隊

季軍 
4B 利子晴 4D 蘇焯鵬 

4B 盧熲   

5A 林紫情 5E 羅美婷 

女子隊

亞軍 

5A 李梓殷 5F 曹穎楠 

5A 黃芷琪 5F 葉慧 

5D 李樂心 5F 鄭樂平 

5D 劉佩麟 6B 盧嘉慧 

5E 何思詩 6D 李梓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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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新秀賽 

5C 周子超 5E 蘇裕軒 

男子隊

冠軍 

5C 黃宏宇 5F 蘇悅聰 

5C 莫景淇 6B 李曉智 

5C 陳冠羲 6B 周鴻雲 

5D 王俊輝 6B 蕭焱朋 

5D 陳永輝 6C 李政旭 

5E 杜畇樂 6D 葉正林 

5E 林卓禮 5F 黃隆森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小學三至四年級男子組 

個人計時賽 

4A 陳玉晨   殿軍 

4B 張智康   季軍 

4D 王宇健   第五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小學三至四年級女子組 

個人計時賽 

4A 梁嘉慧   季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小學五至六年級男子組 

個人計時賽 

5C 倪綽霖   季軍 

6C 黃俊杰   冠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小學五至六年級女子組 

個人計時賽 

6C 譚芷瑩   冠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小學三至四年級女子組 

齊出發賽 

4A 梁嘉慧   季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小學三至四年級男子組 

齊出發賽 

4B 張智康   殿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小學五至六年級男子組 

齊出發賽 

6C 黃俊杰   冠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男子組 

4A 陳玉晨 5C 倪綽霖 

亞軍 
4B 張智康 6C 區寶樺 

4D 羅永智 6C 黃俊杰 

4D 王宇健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 2018

女子組 
4A 梁嘉慧 6C 譚芷瑩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擲壘球 
6D 葉正林   殿軍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擲壘球 
6D 李梓澄   第六名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新界東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

賽 

2B 林芷瑩 5A 黃芷琪 

混合隊

季軍 

3B 李項弦 5C 陳冠羲 

3C 林學銳 5C 周子超 

4A 梁鋒 5D 李樂心 

4A 陸浩翔 5D 王俊輝 

4B 利子晴 5E 林卓禮 

4B 盧熲 5E 羅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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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新界東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

賽 

4B 盧嬿 5F 蘇悅聰 

混合隊

季軍 

4C 梁緯祈 5F 葉慧 

4D 鄭衍柔 6B 李曉智 

4D 鄭芷妮 6B 盧嘉慧 

4D 蘇焯鵬 6B 蕭焱朋 

5A 林紫情 6D 李梓澄 

5A 李梓殷 6D 葉正林 

救恩書院 
救恩書院第四十九屆水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小學組) 

4D 黃珮棋 5A 羅加淇 

季軍 
5A 張栢然 

5B 

 
惠奕銘 

暉庭體育會 

香港武術運動校際隊伍挑戰

賽 

隊際對策組 

1B 李永通   亞軍 

香港武術運動校際隊伍挑戰

賽 

個人對策組 

1B 李永通   冠軍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2018年全港複球式閃避球公

開賽 

5C 陳冠羲 6C 黃俊杰 

季軍 
5D 王俊輝 6D 李梓澄 

5F 蘇悅聰 6D 葉正林 

5F 葉慧   

電 

腦 

嶺南大學，中國教育科學研

究院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 STEAM

創客挑戰賽 

5D 李浩榮 5D 陳加晉 一等獎 

/ 最佳

演繹獎 5D 何紹燊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5A 葉睿妍 5D 李浩榮 

二等獎 

/ 設計

優異獎 5B 洪振浩 5D 黃路恩 

機電工程處 樂齡科技顯愛心 5D 李浩榮 6C 林俊而 銅獎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 Smart Kidd 

全港中小學生 STEM 機械人

大賽 2018 

4C 梁緯祈 5D 李浩榮 
亞軍 

5C 馮靖軒   

香港教育大學 
粵港澳中小學精英 STEM 智

能家居創作大賽 
5D 李浩榮 6C 林俊而 優異獎 

田家炳中學、香港城市大學 
第三屆 - 立體逐格動畫設

計比賽 2018 

2D 梁靖 4C 梁緯祈 
二等獎 

4A 梁鋒 5C 馮靖軒 

圖 

書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創意閱讀報告(立體組) 
6B 劉泳汕 6D 馮珮兒 優異獎 

6D 吳詠詩   嘉許狀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

報告比賽 

4C 林奧 6B 黃希然 

嘉許狀 4D 張婉榆 
6D 李詠儒 

6B 盧嘉慧 

香港教育城 
e 悅讀學校計劃獎勵計劃

2017/18 
5D 余美儀   

傑出表

現學生

獎-季軍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閱讀大挑戰 
3D 

黃樂希 
 

全港首 6 名

最 高 跨 校

同 級 得 分

(英文書籍), 

小 三 級 第

一名 

全港首 30

名 下 學 期

跨 校 跨 年

級 飛 躍 進

步獎 (英文

書籍 )第二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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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首 30

名 下 學 期

跨 校 跨 年

級 飛 躍 進

步獎 (中文

書籍) 第五

名 

舞 

蹈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第 37 屆大埔區校際舞蹈 

比賽 

(初舞) 

2A 劉思雅 3B 范澤慧 

金獎 

2B 陳鍩如 3B 李曉慧 

2B 崔楠 3C 利子淇 

2B 廖紫荊 3D 何筱寗 

2C 紀昀 3D 胡嘉怡 

2C 石秀嵐 3D 蔡若素 

2C 楊雯雯 3D 沈思攸 

2D 郭紫珊 3D 楊諾恩 

3A 彭珊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第 37 屆大埔區校際舞蹈 

比賽 

(高舞) 

4A 藍麗榕 5A 羅寶盈 

金獎 

4A 李敏婷 5C 盧心怡 

4B 趙雨菲 5E 梁雅琪 

4B 梁芷茵 5E 黎嘉恩 

4C 陳詩澄 5F 方心怡 

4C 楊璐媛 6B 黃希然 

4D 梁雅永 6D 馮珮兒 

5A 林紫情   

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暨

教育局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初小組兒童舞 

2A 劉思雅 3B 范澤慧 

優等獎 

2B 陳鍩如 3B 李曉慧 

2B 崔楠 3C 利子淇 

2B 廖紫荊 3D 蔡若素 

2C 紀昀 3D 何筱寗 

2C 石秀嵐 3D 沈思攸 

2C 楊雯雯 3D 胡嘉怡 

2D 郭紫珊 3D 楊諾恩 

3A 彭珊   

 

舞 

蹈 

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暨

教育局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高小組中國舞 

4A 藍麗榕 5A 羅寶盈 

優等獎 

4A 李敏婷 5C 盧心怡 

4B 趙雨菲 5E 梁雅琪 

4B 梁芷茵 5E 黎嘉恩 

4C 陳詩澄 5F 方心怡 

4C 楊璐媛 6B 黃希然 

4D 梁雅永 6D 馮珮兒 

5A 林紫情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男女 7 歲牛仔舞分區賽 1B 
 

蕭清風 
1D 蕭善芝 冠軍 

男女 7 歲牛仔舞分區總決賽 1B 
 

蕭清風 
1D 蕭善芝 冠軍 

男女 8 歲牛仔舞分區賽 

1A 林紫瑩 1C 戴雯靜 
亞軍 

2D 馬麗晴 2D 謝浩源 

1C 陳裕璋 2B 李君好 冠軍 

男女 9 歲牛仔舞分區總決賽 2A 王李毓婕 2B 陳思卓 冠軍 

男女 10 歲牛仔舞分區賽 2B 陳嘉琦 4C 梁緯祈 季軍 

男女 8 歲查查舞分區賽 2D 馬麗晴 2D 謝浩源 冠軍 

雙人 8 歲查查舞分區賽 
2C 歐陽天晴 2C 紀昀 冠軍 

2D 梁靖 2D 李欣苒 亞軍 

雙人 9 歲查查舞分區賽 3B 施鈺霖 3B 謝菁輝 冠軍 

雙人 11 歲查查舞分區賽 4C 吳芊垌 5D 李鍶培 季軍 

雙人 8 歲牛仔舞分區賽 2C 歐陽天晴 2C 紀昀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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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梁靖 2D 李欣苒 亞軍 

雙人 9 歲牛仔舞分區賽 
2A 黃雅琳 2A 黃錦琪 季軍 

3B 施鈺霖 3B 謝菁輝 冠軍 

雙人 11 歲牛仔舞分區賽 4C 吳芊垌 5D 李鍶培 亞軍 

圍 

棋 

香港青少年德育勵進會 圍棋比賽 3D 童盛   優異獎 

妙手棋院 圍棋比賽 3D 童盛   季軍 

妙手棋院          
第八屆香港圍棋聯賽中級組

第 2 回合 
3D 童盛   冠軍 

妙手棋院 
2018 妙手春季圍棋升級賽

高級組 
3D 童盛   亞軍 

朗 

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 69 屆朗香港學校朗 

誦節比賽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英文詩詞

獨誦 
2A 劉思雅   冠軍 

小學三、四年級普通話散文

獨誦 
4A 藍麗榕   冠軍 

小學五、六年級女子組普通

話詩詞獨誦 
6B 高伊雅   冠軍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英文詩詞

獨誦 
2C 歐陽天晴   亞軍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英文詩詞

獨誦 
5A 葉睿妍   亞軍 

普通話詩詞集誦  

五、六年級 

普通話集

誦隊 

  亞軍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英文詩詞

獨誦 
2C 劉雨琪   季軍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粤語 

詩詞獨誦 
2C 歐陽天晴   季軍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

話詩詞獨誦 
2C 楊雯雯   季軍 

小學二年級女子組英文詩詞

獨誦 
2C 劉雨琪   季軍 

 

朗 

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 69 屆朗香港學校朗 

誦節比賽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

話散文獨誦 
4A 段美伶   季軍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

話散文獨誦 
4C 楊璐媛   季軍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英文詩詞

獨誦 
4D 楊子悠   季軍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1 to 3, Girls 
 1-3 年級   優良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 

小學一、二年級 

 1-2 年級   優良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and 2 ,Boys 

1B 蕭清風 1B 朱俊添 
優良 

1B 葉俊賢 2A 楊子皓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and 2,Girls  

2A 賴盈 2C 章詩涵 

優良 2A 鄭心然 2C 石秀嵐 

2C 鄭嘉欣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and 2,Girls  
2A 何靖妍   良好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Girls  

3A 張樂怡 3D 沈思攸 

優良 3A 黃春慧 3D 衛佳凝 

3A 王熙傜   

3C 李子木   良好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Boys  
3B 蔡俊晞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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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4,Girls  
4D 梁雅永 4D  黃珮棋 優良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4,Boys 
4D 陳正亮   優良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5,Boys 
5E 蕭廷諺 5E 黃皓謙 優良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5,Girls 

5A 黃芷琪 5D 郭雅汶 良好 

5F 鐘翠殷   優良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5,Boys 

5B 古孝堅 5D 司徒家威 
優良 

5C 馮靖軒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6,Girls  
6C 謝穎心   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一、二年級 
1C 鄭皓軒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一、二年級 
2A 劉思雅   優良 

詩詞獨誦,粤語,女子組 

小學二年級 
2B 陳鍩如   良好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一、二年級 

2B 馮媛   良好 

2C 章詩涵 2C 石秀嵐 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一、二年級 
2C 古尚宜   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一、二年級 
2C 黃國成 2D 梁梓軒 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3B 范澤慧 4C 胡雅雯 
優良 

4A 周只晴 4C 陳思逸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3B 李曉慧 4C 孫婧陽 
優良 

4A 段美伶 4D 施卓汶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三、四年級 
4A 藍麗榕 4D 張婉榆 優良 

散文獨誦,粤語,女子組  

小學四年級 
4A 劉得希   優良 

 

朗 

誦 

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 69 屆朗香港學校朗 

誦節比賽 

詩詞獨誦,粤語,女子組  

小學五年級 

5A 羅寶盈 5B 石梓桐 良好 

5F 鐘翠殷   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五、六年級 
5B 古智毅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五、六年級 
5B 石梓樂   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小學五、六年級 
5D 黃路恩 5D 楊心睿 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小學五、六年級 

5F 朱嘉盛 6B 李曉智 
優良 

6A 古頌賢   

德 

公 

大埔區民政事務署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 6C 謝穎心 6D 李梓澄 

大埔區

傑出服

務公民

奬 

香港紅十字會 

小紅星獎勵計劃」 

「人道小英雄比賽」 

中級組 

2C 張健楠   優異獎 

2017-2018 年度大埔區公民

教育運動委員會 

2017-2018 年度大埔區公民

教育運動委員會剪報比賽

（小學組） 

4A 劉得希   亞軍 

5C 黃綺雯   優異獎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煙害圖象警示設計及口號創

作比賽 

5A 林紫情 5F 陳銘晞 
優異獎 

5E 黎嘉恩   



Eqrchh180706a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 

「卓越」少年領袖訓練計劃

2017 

     

4A 劉得希 5E 孫如至 卓越團

體合作

奬冠軍 

及 

卓越 

表現奬 

季軍 

4C 馮琛琦 5E 黎嘉恩 

4C 石宇齡 5E 白美萱 

5D 何紹燊 5F 鍾翠殷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義工團主

辦 

「多元發展 潛能盡顯」填色

比賽 

2C 邢熙龍   冠軍 

2C 張健楠   季軍 

戲 

劇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 2018 

 

2C 歐陽天晴 5B 郭穎欣 

良好整

體演出

獎 

3B 李曉慧 5C 馮靖軒 

4A 段美伶 5C 盧心怡 

4A 劉得希 5D 劉佩麟 

4A 李敏婷 5F 曹穎楠 

4B 伍進蓮 6A 古頌賢 

4C 李瀚銘 6A 羅慧瑩 

4C 馬熙童 6A 鄧愷欣 

4C 胡雅雯 6C 謝穎心 

4C 楊璐媛 6B 高伊雅 

5A 林紫情 6C 曾佳佳 

5A 羅寶盈 6D 吳詠詩 

5A 黃芷琪 6D 朱舒辰 

 

 

 

戲 

劇 
教育局 香港學校戲劇節 

2C 歐陽天晴 5B 郭穎欣 

傑出舞

台效果

獎、傑

出合作

獎、傑

出整體

演出獎 

3B 李曉慧 5C 馮靖軒 

4A 段美伶 5C 盧心怡 

4A 劉得希 5D 劉佩麟 

4A 李敏婷 5F 曹穎楠 

4B 伍進蓮 6A 古頌賢 

4C 李瀚銘 6A 羅慧瑩 

4C 馬熙童 6A 鄧愷欣 

4C 胡雅雯 6B 高伊雅 

4C 楊璐媛 6C 謝穎心 

5A 林紫情 6C 曾佳佳 

5A 羅寶盈 6D 吳詠詩 

5A 黃芷琪 6D 朱舒辰 

2C 歐陽天晴 4C 胡雅雯 傑出演

員獎 4A 段美伶 5C 馮靖軒 



Eqrchh180706a 

4C 李瀚銘 6D 朱舒辰 

資 

優 

HK Talent Star 

第十三屆全口才才藝大賽

P4-6 口才(粵語演說及其他) 

6C 謝穎心   亞軍 

4C 戴詠璇 5D 范澤宇 金獎 

P1-3 口才(普通話演說及其

他) 
2B 崔楠 2D 蔡正軒 銅獎 

第十四屆全港口才才藝視藝

大賽 P1-3 口才(粵語演說及

其他 

2D 洪梓軒   金獎 

3A 賴芷喬   銀獎 

2A 賴盈   
銅獎 

2A 王燦 2B 崔楠 

ICAS 香港辦事處 

2018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

賽數學科 

4A 謝佳毅 5D 何紹燊 

榮譽 

證書 
5D 羅棠錡 6B 周鴻雲 

6D 王浩勤   

2018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

賽科學科 

4A 陳曜璋 4A 李敏婷 

榮譽 

證書 
4B 鄧瑜軒 5B 惠奕銘 

5C 周子超 5D 陳加晉 

5D 何紹燊 6B 周越 
高級榮

譽證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2018 VEX IQ 機械人大賽耀

星盃技巧賽 

4C 梁緯祈 5D 李浩榮 
冠軍 

5C 周子超 5D 鄭心雅 

學校領導課程同學會及和富

慈善基金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校訓演講

比賽 

(小學組) 

6C 謝頴心   冠軍 

 

學 

生 

支 

援 

聖雅各福群會 「至營自養小農夫計劃」 

6C 邱梓蓁   

冠軍及

最有 

營獎 

6B 黃希然   
最惜 

食獎 

小 

童 

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優異旅團選舉 

1A 盧兆祺 1D 蕭善芝 

優異 

旅團 

1A 石天佑 1D 袁暢 

1A 朱子瑜 2A 黃雅琳 

1B 操靖 2A 黃梓軒 

1B 馮嘉棋 2B 羅梓榮 

1B 梁樂宏 2B 林子岳 

1B 楊森 2B 卓小然 

1C 陳裕璋 2D 周卓霖 

1C 梁棹瑩 2D 姚京伶 

1D 鄧華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