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2017-2018 校外學術比賽獲獎項目  

體育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男團 余浩賢 蔡宇晉 陳樂陶 王舒文 鍾卓楠 亞軍 

「2017-18 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

賽」 

女團 洪芷晴 葉綺嵐 易采妮 樊梓柔 林卓瑩 

李汶靜 

季軍 

 女單 葉綺嵐 亞軍 

  余浩賢 蔡宇晉 葉綺嵐 傑出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7-18 屯門區小

學校際九人足球比賽」 

 徐子傑 葉子彬 葉子梵 陳諾謙 陳樂晉 

鄭展鵬 嚴  正 周玟皓 郭子杰 葉卓霖 

王頌羲 林柏希 張子軒 鍾樂延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第 21 屆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丙團體 

女丙團體 

男丙 100 米 

男丙跳遠 

男丙 60 米 

男丙 4X100 米接力 

 

女丙 60 米 

女丙 100 米 

女丙跳遠 

女丙 4X100 米接力 

 

男乙 200 米 

女乙 200 米 

女乙 100 米 

本校 

本校 

卓俊言 

卓俊言 

曾子皓 

黃梓剛 曾子皓 潘衍竣 卓俊言 麥嶸熙  

陳卓軒 

張珈瑜 

馮紫微 

張珈瑜 

黃平悅 朱思萌 馮紫微 張珈瑜 何卓瑤  

王欣然 林巧瑤 

蔡宇晉 

黃凱晴 

易采妮 

冠軍 

季軍 

冠軍及區代表 

季軍 

優異 

冠軍 

 

季軍 

季軍 

優異 

殿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女甲 50 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及區代表 

「2017-18 第 21 屆屯門區小學校際 女甲 100 米自由泳 黃凱蔚 亞軍 

游泳比賽」 女甲 50 米蛙泳 冼凱茵 殿軍 

 女甲團體 本校 優異 

 女乙 50 米蛙泳 馮婉卓 優異 

 女丙 4X50 自由泳接力 鄭芷柔 柯鎧澄 潘珮 李映潼 劉芷妍  

姜曉彤 

優異 

 女丙團體 本校 優異 

 男丙蛙泳 陳鎧男 優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九屆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男丙個人 卓俊言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2017-18 屯門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單打 李旻錡 季軍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第 24 屆全港

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2017」 

日光龍藝組 黃振峰 馮俊希 黃泳琳 梁樂彤 彭珈琳 

朱子佑 鍾卓延 郭曉軒 文曉桐 黃樂文 

文曉藍 馮俊諾 林子淇 

冠軍 

 競速舞龍組 黃振峰 馮俊希 梁樂彤 彭珈琳 朱子佑 

鍾卓延 郭曉軒 文曉桐 黃樂文 文曉藍 

馮俊諾 

冠軍 

 競速舞龍組 黃泳琳 布毓祺 黃樂文 鍾樂延 宋晨曦 

黎嘉智 黃泳賢 王銘軒 何珈瑩 單立晴 

林子淇 

殿軍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障礙舞龍兒童組 單立晴 何珈瑩 文曉藍 林子淇 宋晨曦  冠軍 

「第八屆全港公開技能舞龍錦標賽」 競速舞龍兒童組 黃泳賢 葉卓軒 麥榮業 文曉桐 郭曉軒 優異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 夜光龍 
簡俊君 何珈瑩 文曉藍 黃泳賢 溫旻諾 

劉錦輝 馮祖藍 周正源 文曉桐 郭曉軒 

冠軍 

「全港首屆學校夜光龍邀請賽暨 日光龍 亞軍 

青少年舞龍精英賽」 競速舞龍 季軍 

 夜光龍殿軍 單立僑 文廸新 楊智天 單立晴 林子淇  

羅筠霖 黎嘉智 麥榮業 黃樂文 陳皓泓 

優異 

 競速舞龍 優異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2018 簡易運動大賽」 

 何珈瑩 文曉藍 林子淇 溫旻諾 劉錦輝 

馮祖藍 周正源 文曉桐 郭曉軒 陳皓泓 

殿軍 

  文廸新 單立僑 楊智天 簡俊君 單立晴 優異 



羅筠霖 宋晨曦 黃泳賢 麥榮業 黃樂文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梁植偉盃乒乓球(單打)小學邀請賽」 

女單 葉綺嵐 

洪芷晴 

冠軍 

亞軍 

 男單 余浩賢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單青少年Ｊ組 林卓瑩 殿軍 

「屯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油尖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 

女青少年單打 J 組 林卓瑩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灣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 

女青少年 9 歲或以下

單打  

樊梓柔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青 H 組 100 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女青 HI 組 200 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 

 女青 H 組 50 米蝶泳  黃凱蔚 季軍 

 女青 H-J 組 4X50 米四

式接力  

黃凱蔚 季軍 

 女青 J 組 100 米蝶泳 李映潼 季軍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女青少年組 200 米蝶

泳 

黃凱蔚 冠軍 

 女青少年組 4X50 米自

由泳接力 

黃凱蔚 冠軍 

 女青少年組 50 米蝶泳 黃凱蔚 季軍 

 女子青少年 FJ 組 100

米蝶泳冠軍 

姜曉彤 冠軍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女青Ｊ組 100 米背泳  鄭芷柔 亞軍 

 男青Ｊ組 100 米自由

泳 

陳鎧男 季軍 

 男青 HIJ 組 4X50 米自

由泳接力  

陳鎧男 亞軍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女青 H-J 組 4X50 米自

由泳接力 

黃凱蔚 冠軍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男青 HIJ 組 4X50 米自

由泳接力 

陳鎧男 亞軍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𧶼2017」 女青 J 組 100 米背泳  鄭芷柔 季軍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𧶼2017」 男青 J 組 50 米胸泳 陳鎧男 亞軍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𧶼2017」 女青 J 組 100 米蝶泳 姜曉彤 冠軍 

 男青 HIJ 組 4X50 米自

由泳接力 

陳鎧男 亞軍 

「深水埗分齡游泳比賽」 女青少年Ｈ組 50 米蝶

泳 

黃凱蔚 冠軍 

 女青少年Ｈ組 100 米

蝶泳 

黃凱蔚 冠軍 

 女青少年 HIJ 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黃凱蔚 冠軍 

新界區體育總會 

「第 32 屆新界區水運大會」 

女子 I 組 100 米蝶泳 黃凱蔚 季軍 

香港游泳協會「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 男子 10 歲 50 米背泳 簡綽彥 亞軍 

泳錦標賽 2017」 男子 9-10 歲 4X50 米混

合泳接力 

簡綽彥 冠軍 

香港冬泳總會 女子小學生個人  黃凱蔚 季軍 

「2017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女子小學生團體  黃凱蔚 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2017/2018 香港公

開水域游泳系列賽」(第二部) 

女子 11 歲或以下 600

米 

黃凱蔚 第 7 名 

新界區體育總會「第 22 屆新界區新春

冬泳錦標賽」 

女子少年 B 組 黃凱蔚 亞軍 

沙田體育會「2018 沙田盃新秀游泳錦

標賽」 

女子 12 歲 50 米蝶泳 黃凱蔚 季軍 

九龍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女子 11歲組 50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 

「2018 龍城康體杯游泳邀請賽」 女子 11 歲組 50 米自由泳 黃凱蔚 冠軍 

沙田體育會「2018 沙田盃新秀游泳錦 女子 12歲組 50米蝶泳 黃凱蔚 季軍 



標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男子兒童 F 組跳遠 卓俊言 冠軍 

(破大會紀錄) 

 男子兒童 F 組 100 米 卓俊言 亞軍 

(破大會紀錄) 

 男子兒童 F 組 4X100

接力 

卓俊言 曾子晧 麥嶸熙 黃梓剛 冠軍 

梁植偉中學「30 周年校慶梁植偉盃小

學田徑邀請賽」 

男子 潘衍竣 卓俊言 曾子皓 黃梓剛 優異 

屯門體育會 男子 C 組跳遠  卓俊言 季軍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𧶼2018」 男子Ｃ組 60 米  卓俊言 季軍 

 男子Ｃ組 100 米 卓俊言 亞軍 

 男子Ｃ組 4X100 米接力  卓俊言 季軍 

 男子 C 組 200 米 曾子皓 亞軍 

 女子Ｃ組跳高 張珈瑜 季軍 

 女子Ｃ組 60 米 

女子 C 組 200 米  

馮紫微 

馮紫微 

季軍 

季軍 

 男子 C 組 4X100 米  卓俊言 潘衍竣 曾子皓 黃梓剛 季軍 

OPEN WATER ASIA 「 The Sheko 

Challenge 水陸兩項鐵人賽」 

女子 10-11 歲 黃凱蔚 冠軍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2017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比賽 3」 

女子 2006 年組 黃凱蔚 季軍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2017 水陸兩項鐵

人聯賽」  

女子 2006 年組 

（共五回合） 

黃凱蔚 總亞軍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2018 水陸兩項鐵

人聯賽—1」 

女子 2006 年組 黃凱蔚 季軍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Calbee 迎豐跑

2018」 

女子 12 歲組 3 公里 黃凱蔚 冠軍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男子丙組 潘衍竣 卓俊言 曾子皓 黃梓剛 優異 

「友校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男子乙組 蔡宇晉 羅家榮 潘致穎 駱晨鑫 優異 

 女子丙組 張珈瑜 朱思萌 何卓瑤 黃平悅 馮紫微 優異 

 女子乙組 易采妮 馮婉卓 羅顯柔 黃凱晴 優異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男丙 潘衍竣 卓俊言 曾子皓 黃梓剛 亞軍 

「小學友校 4x100 接力邀請賽」 女甲 曾詩澄 譚芷瞳 洪芷晴 黃凱蔚 亞軍 

 男甲 李旻錡 梁永諺 周逸朗 李庭僖 優異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邱子田 35 周年校慶足球盃」 

 徐子傑 陳諾謙 黃曦朗 張家熙 周玫皓 

嚴  正 周逸朗 張子軒 李庭僖 

冠軍 

深培中學「小學五人足球友誼賽」  郭子杰 李庭僖 張子軒 周逸朗 羅家榮 

張家熙 周玟皓 陳樂晉 葉子彬 陳以樂

葉子梵 徐子傑 

亞軍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五人足球比賽」 

 葉子彬 葉子梵 周玫皓 嚴  正 周逸朗  

張子軒 李庭僖 

季軍 

屯門體育會「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 初小 徐子傑 馮澳樘 梁梓樂 陳以樂 葉子彬 

葉子梵 陸政釗 林迦希 梁彥泓 

季軍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第五屆蔡章閣足

球挑戰盃」 

 葉卓霖 張子軒 周逸朗 鄭展鵬 張家熙 

鍾卓楠 葉子彬 陳以樂 葉子梵 徐子傑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屯門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銀盃賽 王奕允 梁永諺 郭子杰 張振凱 岑逸熙 

徐天賜 張嘉熙 單立僑 

季軍 

 女子銀盃賽 彭裕熹 洪皚淳 江凱晴 黃𤀽潼 李彥蓁 

楊曉媛 陳子晴 程聖柔 何卓瑤 梁穎桐 

殿軍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友校小學五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鍾樂延 王奕允 梁永諺 郭子杰 李旻錡 

張振凱 徐天賜 張嘉熙 曾子皓 單立僑 

優異 

 女子組 洪鎧淳 江凱晴 黃𤀽潼 李彥蓁 楊曉媛 

陳子晴 程桯柔 何卓瑤 梁穎桐 

優異 

佛教梁植偉中學 男子二重跳  趙凱德 殿軍 

「梁植偉盃小學跳繩邀請𧶼2018」 男子單車步  陳以樂 殿軍 

 女子交叉開  何穎欣 殿軍 

 女子交叉開  何穎詩 亞軍 

 女子橫排跳  張珈瑜 潘珮 季軍 



 女子四人大繩  何穎欣 張康愉 吳卓盈 吳卓琳 冠軍 

 女子團體 何穎詩 張珈瑜 潘  珮 黃平悅 陳芷翹 

張君珽 陳映而 古皓兒 吳卓盈 賴敏兒 

吳卓琳 何穎欣 張康愉 

季軍 

香港壁球總會 

「2017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11 歲以下特優遺材賽 卓俊言 冠軍 

香港壁球總會「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

球學校計劃」 
精英組男乙 卓俊言 季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2017-18 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四級初級繩操 麥梓瑩 第三名 

2017 上海藝術體操俱樂部邀請賽 B 組個人帶 麥梓瑩 冠軍 

 個人球 麥梓瑩 季軍 

 團體 麥梓瑩 季軍 

Hong Kong Stage of Performing Arts 

“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Primary Rhythmic 

Gymnastics:Ribbon 

麥梓瑩 Gold Award 

2017” Rhythmic Gymnastics 

Group of Primary B 

section 

麥梓瑩 Gold Award 

屯門體育會「屯門區功夫群英會 2017」 女子兒童套拳 

女子兒童長器械   

黎旖晴 一等獎 

 男子幼童短器械 

男子幼童套拳  

祝銘希 亞軍 

優異 

榮譽顧問盃香港空友會空手道精英賽 女童個人套拳 李泳妍 冠軍 

2017 女童體能挑戰賽 李泳妍 

李天穎 

冠軍 

殿軍 

 女童自由博擊 李天穎 

李泳妍 

冠軍 

亞軍 

 隊際套拳 李泳妍 李天穎 亞軍 

 個人全能 李泳妍 總冠軍 

   李天穎 季軍 

Hong Kong Rhythmic Gymnastics Union  Level 4 Rope  麥梓瑩 1
st
 Runner-up  

“3
rd
 Rhythmic Gymnatics Children &  Level 4 Hoop  麥梓瑩 2

nd
 Runner-up 

Youth Championship Hong Kong” Level 4 All Around  麥梓瑩 2
nd
 Runner-up 

International Rhythmic Gymnostics  Primary A Hoop 麥梓瑩 1st Runner-up 

Association “4th Age Group Rhythmic 

Gymnastics Championship” 

Primary A Ball 麥梓瑩 2nd Runner-up 

 Primary A All-Around 麥梓瑩 1st Runner-up 

 Gymnastics Dance 

Individual B 

麥梓瑩 Gold Award 

Elite Kids Hong Kong “ Hong Kong  Ball Primary 麥梓瑩 Gold Award 

Dance Open 2018 Rhythmic Gymnastic” Hoop Primary 麥梓瑩 Gold Award 

香港國際藝術體操及美學體操邀請賽 美學體操 李在心 冠軍 

2017 “女皇盃” 小組球 李在心 第六名 

 個人絲帶 李在心 第五名 

 個人圈 李在心 第六名 

 個人全能 李在心 第七名 

SAMSUNG 第 61 屆體育節「香港青少

年壁球排名賽 2018」 

男子 11 歲以下 卓俊言 全港第四名 

香港青年跆拳協會「海峽兩岸 破板組 李在心 冠軍 

及港澳地區青年跆拳交流金盃賽」 博擊組 李在心 冠軍 

 速度組 李在心 優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第 61 屆體育節- 女子中級組溜冰障礙賽 洪皚淳 冠軍 

2018 滾軸溜冰繽紛運動會」 女子中級組溜冰蓮步 洪皚淳 季軍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女子小童組長器械 黎旖晴 一等獎 

「第 37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女子小童組套拳 黎旖晴 優異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2017-18 全港藝術

體操公開賽」 

四級初級組繩操 麥梓瑩 第三名 

Samsung 第 61 屆體育節「2018 年全港

學界藝術體操比賽」 

小學組初級組球操 

團操 

麥梓瑩 第三名 

第五名 



 

學術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標語創作及文物配對比賽」 

 陳鍵樂 

曾麗瑩 

王潔盈 

冠軍 

亞軍 

季軍 

新會商會中學「2017 屯門區小學創科

STEM 標語設計比賽」 

 蔡宇晉 

洪芷晴 

黃淩殷 文樂晴 黃振罡 

冠軍 

季軍 

優異 

資優教育基金 

「第七屆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吳珮琳 閃耀之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第三屆屯門區傑出小學生嘉

許計劃」 

 文樂晴 

彭裕熹 

同行之星 

正向之星 

屯門區議會「第九屆閱讀在屯門」學

生閱讀獎勵計劃 

 本校 最佳閱讀風氣

學校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Care 小記者」專題研習比賽 

 周嘉怡 陳昀鍵 麥榮業 沈暄娜 曾麗瑩 

張國豐 文曉桐 

亞軍及 

熱愛生命獎 

商務印書館 

「第四屆商務小學師生寫照比賽」 

中小組 潘禧 優異 

 

數學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Maths Conceptition「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7」 

小二組 曾頌喬 金獎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高小組 蔡佰羲 孔麗淇 羅智聰 甄宏軒 銀獎 

「2016 小學數理遊踨邀請賽」  郭子杰 彭裕熹 黎明軒 林柏希 優異 

裘錦秋中學 

「2017 新界西魔力橋小學賽」 

高小 

團體 

郭子杰 

郭子杰 林祖恒 李浚碩 

季軍 

亞軍 

香港教育大學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小六 李佩欣 

孔麗淇 蘇昭鳴 胡筱晴 甄宏軒 

銀獎 

銅獎 

  羅智聰 梁日朗 吳善鈴 王潔盈 優異 

 小五 簡綽彥 金獎 

  郭子杰 黎明軒 銀獎 

    李旻錡 彭裕熹 銅獎 

 小四   戴竣賢 銀獎 

  黎嘉智 李沛加 駱晨鑫 謝宇軒 銅獎 

 小四團體賽 戴竣賢 馮婉卓 李沛加 駱晨鑫 優異 

 小五團體賽 彭裕嘉 郭子杰 黎明軒 林柏希 優異 

 小六團體賽 羅智聰 蔡佰羲 孔麗淇 甄宏軒 優異 

2017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小二 曾頌喬 銅獎 

 總決賽小二 曾頌喬 銀獎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委員會 四年級 戴竣賢 銅獎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四年級 戴竣賢 銀獎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馬來西亞」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高小 彭裕熹 黎明軒 郭子杰 何永然 銅獎 

「2017 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  高小 李旻錡 林柏希 簡綽彥 洪芷晴 李沛加 

馮婉卓 駱晨鑫 戴竣賢 

優異 

英國教育與就業部 數學及解難 彭裕熹 洪芷晴 優等 

「世界數學測試 2017」 數學 何永然 文樂晴 劉子澄 卓靜雯 簡綽彥 優等 

  何穎欣 徐子健 林柏希 黃楚錡 良好 

 解難 何穎欣 徐子健 文樂晴 邱倩琳 陳鍵樂 

劉子澄 卓靜雯 簡綽彥 

良好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2018 屯元區小學 奧數大賽 謝宇軒 金獎 

奧數大賽」  簡綽彥 銀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初賽一年級 張璟禧 

黃樂軒 杜詩語 

一等獎 

三等獎 



 二年級 廖鈞陶 一等獎 

  鍾鳴庭 三等獎 

 三年級 麥梓瑩 黃煦齡 何祉柔 黃子軒 盧梓銅 三等獎 

 四年級 黃梓晴 徐天賜 一等獎 

  卓俊言 黃籽淇 王銘軒 二等獎 

  周悅晴 三等獎 

 五年級 黃梓滔 戴竣賢 駱晨鑫 謝宇軒 二等獎 

  陳昀鍵 三等獎 

 六年級 林柏希 彭裕熹 二等獎 

  文樂晴 三等獎 

 決賽： 

一年級 

張璟禧 

黃樂軒 

二等獎 

三等獎 

 二年級 廖鈞陶 

鍾鳴庭 

一等獎 

三等獎 

 四年級 徐天賜 特等獎 

  王銘軒 一等獎 

  黃梓晴 二等獎 

 五年級 黃梓滔 戴竣賢 二等獎 

  陳昀鍵 三等獎 

 六年級 林柏希 三等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一年級 金晉 張璟禧 銀獎 

賽」香港賽區初賽  黃樂軒 何晉杰 銅獎 

 二年級 廖鈞陶 金獎 

 三年級 曾頌喬 金獎 

  黃煦齡 銀獎 

  黃子軒 吳家成 麥梓瑩 銅獎 

 四年級 徐天賜 黃梓晴 王銘軒 

張嘉熙 黃籽淇 

金獎 

銀獎 

  卓俊言 岑獻希 葉修銓 余晞彤  

馮俊諾 

銅獎 

 五年級 戴竣賢 金獎 

  駱晨鑫 銀獎 

  謝宇軒 蔡宇晉 銅獎 

 六年級 彭裕熹 銀獎 

  李倩澄 銅獎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組 香港初賽小一 張璟禧 金獎 

「2017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何晉杰 優異 

 小二 田峻熙 銀獎 

 小三 曾頌喬 銅獎 

 小四 徐天賜 金獎(第一名) 

 香港總決賽：小一 張璟禧 銀獎 

 小三 曾頌喬 銅獎 

 小四 徐天賜 金獎 

香港教育大學 小四 徐天賜 黃梓晴 銀獎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張嘉熙 朱思萌 陳知衡 優異:周悅晴 

王銘軒 

銅獎 

 團體賽 張嘉熙 朱思萌 黃梓晴 徐天賜 第五名 

  周悅晴 王銘軒 陳知衡 布紋昊 優異 

 小五 戴竣賢 銀獎 

  黎嘉智 黃梓滔 銅獎 

  馮婉卓 謝宇軒 蔡宇晉 優異 

 小六 黎明軒  

簡綽彥 林柏希 

銀獎 

銅獎 

  何永然 彭裕熹 洪芷晴 黃澤森 郭思樂 優異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2018 屯元區小學

數學遊蹤精英賽」 

數學遊蹤 黎明軒 何永然 郭思樂 文樂晴 銀獎 

深培中學「第八屆魔力橋數字比賽」 個人賽 陳鍵樂 銅獎 

香港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 低小組 張晉維 第 4 名 



「第 12 屆香港盃全港心算比賽」 

全港數學大激鬥 

「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8」 

G4 組別團體 

G4 組別 

黃梓晴 張嘉煕 朱思萌 徐天賜 

徐天賜 

黃梓晴 

張嘉熙 朱思萌 

優異 

金獎 

銀獎 

銅獎 

HKMO “HK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18” 

 曾頌喬 Gold Award 

Math Concept Education “Individual 

Contest”  

 曾頌喬 Gold Award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2018 香港數學及

奧數挑戰賽」 

小三組 曾頌喬 傑出獎 

 

音樂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兒童獨唱-中文歌曲 雷苑華 榮譽獎狀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高級組笛獨奏 李旻錡 冠軍 

               洪芷晴 亞軍 

 二級鋼琴獨奏 陳芷翹 季軍 

 三級鋼琴獨奏 譚凱晴 季軍 

 小學合唱隊季軍 本校合唱團 季軍 

康文署及音樂事務處「愛的施律-學校

聯演」 

 何祉柔 易沛思 何𩒠詩 朱家鳴 劉子佩 

曾頌喬 李泳妍 陸榮德 吳心悠 曾梓肜 

陳凱喬 郭曉桐 黎旖晴 簡珏禧 李凱瑩 

尹蔚澄 李桐樂 鍾梓穎 黃煦齡 梁紫欣 

黄焉喬 王文淇 黄逸軒 陳祈因 陳  燊 

鄭可兒 張珈瑜 梁逸華 潘  嬉 潘  珮 

王鎂盈 徐天賜 張珺珽 何卓瑤 黃籽淇 

林卓瑩 黃梓晴 林鎧嶢 黄杞堯 李汶靜    

單立晴 廖尉因 麥焯然 吳以晴 陳芷瑩 

何慶麟 余晞彤 鄭泳潼 馮卓嵐 朱穎琪 

郭弘熙 李映潼 文曉藍 郭思樂 

主題演繹獎、

優良表演獎及

最受現場觀眾

歡迎獎: 

新聲音樂協會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2017」 

吹管高級組 

彈撥中級組  

李旻錡 

陳宇飛 

冠軍 

冠軍 

 拉弦初級組  黃貴謙 冠軍 

 彈撥初級組 

 

陳雅琳 

廖尉因 

冠軍 

季軍 

 吹管中級組 洪芷晴 季軍 

 初級組合奏 中樂團 亞軍 

 吹管樂合奏 笛子小組 季軍 

Hong Kong Stage of Performing Arts 

“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2017” 

Primary Musical 

Instrument 

麥梓瑩 Bronze Award 

澳門鋼琴協會「2017 第五屆澳門-亞太

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 

兒童組 黃梓晴 亞軍 

香港國際音樂節籌備委員會 

「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7 

少年民樂拉弦組 黃貴謙 第二名 

音樂比賽(決賽)」 少年民樂吹管組 李旻錡 第二名 

屯門文藝協進會 積極參與團 本校 金獎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7」 中樂吹管少年中級組 李旻錡 冠軍 

 中樂拉弦少年初級組 黃貴謙 冠軍 

 中樂吹管兒童組 洪芷晴 冠軍 

 中樂彈撥組 陳宇飛 冠軍 

 西樂兒童組  林卓瑩 冠軍 

 中樂彈撥新苗組 何芷柔 馬善瑜 彭心橋 布津橋 優異 

 中樂彈撥新苗組 李文緻 黃鉦淇 良好 

香港資優教育培訓總會「世界演藝舞蹈

及音樂公開大賽 2017」 

小四至小六豎琴 洪皚淳 季軍 

HKYPA「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17」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小

提琴考試組三年級 

林卓瑩 冠軍 



新會商會中學 

「第六屆屯門區小學才藝比賽」 

 郭思樂 季軍 

香江盃組委會 

「第十屆香泔盃藝術節(音樂大賽)」 

初小公開組 譚凱晴 金盃 

元朗大會堂 

「2018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張嘉熙   

潘嬉 

金獎 

銀獎 

 幼童組 譚凱晴 金獎 

 

書法國畫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2018」 

 

 

初級組 

本校 

 

何錦康 

陳雋彥  

陳嘉慧 鍾卓軒 陳穎翹 

高苠朗 馬善瑜 黃綽琳 

教協盃 

(連續 15 年冠) 

冠軍 

亞軍 

優異 

入圍獎 

 中級組 何祉柔  

陳莃珧 

黃梓晴 朱家鳴 潘珮 

曾嘉威 張嘉熙 

冠軍 

季軍 

優異 

入圍獎 

 高級組 吳珮琳 

黃澤森  

羅秋華 梁梓凝 謝宇軒 

冠軍 

亞軍 

優異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2017」 

 本校 教協盃 

(連續 14 年冠) 

 初級組 何祉柔 冠軍 

  陳莃珧 亞軍 

  曾家威 季軍 

  朱家鳴 陳雋彥 何錦康 陳嘉慧 張麗妍 優異 

 中級組 謝宇軒 

張嘉熙 黃梓晴  

亞軍 

優異 

 高級組 黃澤森 

吳珮琳 

池凱琳 

張靖楠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中文中級組 何祉柔 冠軍 

「第 22 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

比賽」 

英文中級組 張麗妍 

何祉柔 

優異 

優異 

民政事政總署 高小國畫組 黃澤森 冠軍 

「第 41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小學毛筆組 黃澤森 冠軍 

  張靖楠 亞軍 

  吳珮琳 季軍 

  謝宇軒 羅秋華 優異 

  何祉柔 優良 

 小學硬筆組 吳珮琳 亞軍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小學毛筆組 

 

 

初小國畫組 

吳珮琳 

黃澤森 

羅秋華 

陳莃珧 

冠軍 

亞軍 

優異 

冠軍 

順德聯誼總會「2017 書法比賽」 初小毛筆組 黃梓晴 冠軍 

  何祉柔 季軍 

  陳嘉慧 張嘉熙 潘 珮 優異 

 初小硬筆組 何祉柔 冠軍 

  陳莃珧 張嘉熙 優異 

 高小毛筆 池凱琳 冠軍 

  黃澤森 亞軍 

  吳珮琳 張靖楠 謝宇軒 優異 

 高小硬筆 黃澤森  冠軍 

  謝宇軒 季軍 



  羅秋華 優異 

孔教學院「2017 孔聖盃-全港孔教儒家

書法大賽」 

初小毛筆 何祉柔 

陳莃珧 

亞軍 

優異 

  黃籽淇 黃梓晴 優良 

 高小毛筆 吳珮琳 

池凱琳 

張靖楠 

冠軍 

亞軍 

季軍 

  謝宇軒 黃澤森 羅秋華 優異 

  李俊希 優良 

道教青松觀 初級組 何祉柔 冠軍 

「屯門區小學毛筆書法比賽」  陳莃珧 亞軍 

       朱家鳴 季軍 

  陳曉峰 曾家威 優異 

 中級組 謝宇軒 冠軍 

  黃梓晴 季軍 

  梁文進 張嘉熙 優異 

 高級組 吳珮琳  冠軍 

  池凱琳  亞軍 

  黃澤森 優異 

香港聖經公會「第二屆全港聖經經文書

法比賽」 

高小 黃澤森 第三名 

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 

「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賽」 

 黃澤森 

謝宇軒 

亞軍 

優異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屯門區公民教育書法比賽」 

高小毛筆 黃澤森 

羅秋華 

冠軍 

亞軍 

 初小硬筆 張麗妍 

鄭喬 

亞軍 

季軍 

 高小硬筆 謝宇軒 優異 

工業福音團契「愛鄰如己書法比賽」 小學組 謝宇軒 冠軍 

香港大公文滙傳媒集團  謝宇軒 三等獎 

「回歸盃首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  吳珮琳 黃澤森 優異 

獎賽」  陳嘉慧 何錦康 何祉柔 陳莃珧 羅秋華 入圍 

  本校 最踴躍 

學校參與獎 

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  何祉柔 亞軍 

「第 13 屆情繫黃大仙書法比賽」  謝宇軒 季軍 

  吳珮琳 優異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新春書法比賽 2017」 

初小 何祉柔  

陳莃珧 朱家鳴 

冠軍 

優異 

 高小 謝宇軒 

黃澤森 

冠軍 

季軍 

香港書法解碼學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全港書法比賽」 

毛筆學生組 何祉柔 黃澤森 優異 

香港紅荔書畫會「第 18 屆芳草杯 初小國畫組 陳莃珧 特獎 

青少年書畫大賽」 初小書法組 何祉柔 銀獎 

中國文化協會「第六屆文協盃書法比

賽」 

小學組 黃澤森 

吳珮琳 

冠軍 

季軍 

  何祉柔 謝宇軒 優異 

 親子組 謝宇軒 優異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第二屆全港基本法書法比賽」 

初小 

高小 

何祉柔 

陳莃珧  

謝宇軒 

冠軍 

優良 

優良 

裘錦秋中學「屯門區小學硬筆書法」 高小 

 

初小 

謝宇軒 

黃澤森 

何祉柔 陳莃珧 

特別嘉許獎 

優異 

學校優異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第四屆硬筆書法比

賽」 

 吳珮琳 黃澤森 謝宇軒 入圍獎 

 

 



視藝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第六屆世界

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7」 

 鄭映澄 銀獎 

順德聯誼總會 

「2017 青少年暑期繪畫比賽」 

初小 黃籽淇 

林卓瑩 

冠軍 

良好 

 高小 馮婉卓 季軍 

  鍾希桃 李嘉敏 

吳珮琳 張家嵐 

優異 

良好 

2017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 美術 何洛雅 蔡承晉 陳嘉慧 一等獎 

書法攝影大賽  黃筠淳 朱晉霆 黎湘怡 二等獎 

  鄭可兒 歐梓桐 黃逸軒 文心霞 黎嘉智  

喻俊稀 黃貴謙 劉梓浚 翁晟濤 伍彥寧 

三等獎 

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 

「樂聚共團圓」填色比賽 

高小 黃梓晴 冠軍 

HKIEACA 

「2017 童夢成真創作繪畫比賽」 

幼童組 高苠朗 冠軍 

香港國際演藝培訓協會「第五屆香港

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高苠朗 亞軍 

亞洲藝粹教育中心 

「童畫世界繪畫比賽」 

小一至小三 高苠朗 季軍 

GNET STAR「第六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7」 

 鍾卓軒 銀獎 

中國青少年書畫藝術研究學會 

「第 13 屆喜洋洋杯」 

兒童組  

優秀獎  

岑獻希 

黎天弘 

三等獎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2017 海洋大冒

險兒童繪畫比賽」 

小學一至三組 高苠朗 銅星獎 

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2017 小學組 易采妮 謝宇軒 鄭展鵬 張馨兒 冠軍 

屯門區滅罪街板創作比賽」  文心霞 周嘉怡 宋晨曦 李沛加 殿軍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第六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高苠朗 亞軍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推廣基本法

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小 林靖希  

楊宛靜  

冼凱茵 黃筠淳 梁逸華 

季軍 

優異 

嘉許獎 

 初小 黃卓霖 

梁鎧嶠  

周熙曈 李庭恩 潘天宇 

季軍 

優異 

嘉許獎 

Gnet Star 「第 6 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卓靜雯 黏土創作大獎 

Visual Arts Education Academy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Awards For 

Children & Teenagers 2017” 

 卓靜雯 First Prize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2017 活

現真我」繪畫比賽」 

少年組 卓靜雯 一等獎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 

「第 30 屆和平海報設計比賽」 

 梁梓凝  

黃澤森 

季軍 

優異 

道教香港青松觀「繪畫寫生比賽」 小學組 許思敏 

卓靜雯 

優異 

優秀作品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 蔡承晉 一等 

  曾麗瑩 歐梓桐 梁冬晴 馮祖藍 二等 

  余威霖 楊星晴 湯子峻 鄭澤林 黎天弘 三等 

 

舞蹈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教育局「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全港東方舞  總季軍 

 高小現代舞-(不速之客) 陳嘉慧 麥梓瑩 梁紫欣 黃筠淳 鄭可兒 

周悅晴 陳芷瑩 何慶麟 林巧瑤 文曉藍  

崔嘉慧 蔡凱琪 張康愉 劉子澄 曾詩澄  

何曉澄 潘卓言 梁曉彤 

優等獎 



 低小現代舞-(幻想)  高苠朗 陳嘉慧 陳籽穎 張麗妍 蔡一心  

馮沛嘉 李庭恩 黃貝兒 布津僑 李文緻  

黃紫穎 梁晞彤 譚諾謙 李泳妍 盧梓銅  

王貝瑤 李雅澄 郭曉桐 黃煦齡 麥梓瑩 

梁紫欣 黃焉喬 

優等獎 

 高小東方舞 (豐收年)  麥梓瑩 黃筠淳 鄭可兒 周悅晴 陳芷瑩  

何慶麟 馮紫微 林巧瑤 李映潼 文曉藍  

崔嘉慧 蔡凱琪 張康愉 劉子澄 曾詩澄  

何曉澄 潘卓言 梁曉彤 

優等獎- 

 高小東方舞-(童趣) 何慶麟 潘卓言 梁曉彤 甲級獎 

 高小東方舞-(喜悅)  麥梓瑩 黃筠淳 鄭可兒 周悅晴 崔嘉慧  

蔡凱琪 張康愉 劉子澄 曾詩澄 何曉澄  

梁曉彤 

甲級獎 

 低小現代舞- 

(我的小天地) 

黃紫穎 甲級獎 

 高小東方舞- 

(韓˙鼓)舞  

蔡凱琪 張康愉 曾詩澄 甲級獎 

 高小現代舞- 

(落手落腳) 

麥梓瑩 鄭可兒 梁曉彤 甲級獎 

香港體育藝術教育學會「第六屆榮

雯盃中港澳台體育舞蹈公開賽暨香

港青少年體育舞蹈公開賽」 

女單 B 組 

女單單項等級賽 

女雙單項 

尹子璇 

尹子璇 

尹子璇 

二等獎 

二等獎 

第二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兒童及青少年表演舞 劉芷妍 金獎 

「全港十八區校際舞蹈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Rumba 

劉芷妍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Cha Cha Cha 

劉芷妍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Jive 

劉芷妍 亞軍 

 

朗誦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一二年級粵語詩詞集誦 本校 季軍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男子普通話獨誦 何永然 冠軍 

 六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郭思樂 冠軍 

 六年級男子英文獨誦 葉卓霖 冠軍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黃梓晴 冠軍 

 二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黃貝兒 冠軍 

 五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陳樂陶 亞軍 

 一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姚樂謙 亞軍 

 三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陳莃珧 亞軍 

 三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尹蔚澄 亞軍 

 四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潘  嬉 亞軍 

 二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馮沛嘉 季軍 

 三年級女子普通話詩

詞獨誦 

何祉柔 季軍 

 一年級男子英文獨誦 高苠朗 季軍 

 一年級女子普通話詩

詞獨誦 

雷苑華 季軍 

 一年級男子普通話散

文獨誦 

高苠朗 季軍 

 六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蔡凱琪 季軍 

 六年級男子英文獨誦 陳鍵樂 季軍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第五屆新家園 初級組 李泳妍 黎旖晴 銀獎 

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中級組 文心霞 優異 

HKYPAF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

演藝術節 2017 

三四年級英文朗誦 陳鎧男 

岑逸熙 

季軍 

金獎 

元朗大會堂「2017 香港青少年英文

朗誦比賽」 

 陳鎧男 銅獎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2017-18

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初級組 李泳妍 優異 

胡陳金枝中學「2017-18 第十屆屯門

區小學普通話比賽」 

個人演講高小組 

講故事 

徐天賜 季軍 

 普通話遊踨視藝組 簡俊君 梁逸華 潘嬉 季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第 11

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比賽」 

普通話兒童 A 組 

詩歌獨誦 

雷苑華 季軍 

 說故事比賽 雷苑華 季軍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Engish Speaking Contest」 

 何穎欣 

蔡凱琪 

Bronze Award

Ｍerit Award 

HHCKLA Buddhist Leung Chik Wai 

College “Inter-school Debating  

 彭裕熹 馮蔚嵐 葉卓霖 陳樂陶 陳子晴 

黃梓滔 

Second 

Runner-up 

Competition 2018” Quarter-final 葉卓霖  Best Debater 

 Semi-final 彭裕熹 Best Debater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初小組普通話故事  雷苑華 冠軍（鳳凰盃） 

「第十屆中國青少年誦藝比賽」 初小組普通話兒歌  雷苑華 亞軍 

 Primary 1&2 Solo Verse 

Speaking 

雷苑華 Second 

普通話教師學會「第 18 屆全港學界

普通話傳藝比賽」 

普通話散文組 

初小誦讀小說二人組 

黎旖晴 

布津僑 

亞軍 

季軍 

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2017-18 全國

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三年級普通話朗誦決

賽 

李泳妍 狀元 

 

創意科技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FLL 亞太區公開錦標賽   布栢恒 簡正堯 黃振峰 黃梓陽 鍾希桃

林旭晴 黎明軒 陳鍵樂 何耀榮 簡綽彥 
香港代表隊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陳鍵樂 洪皚淳 李旻錡 徐子健 一等獎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 FLL 創意機械

人大𧶼2018」 

 黎明軒 陳鍵樂 何耀榮 鄺珈羽 黃梓滔 

戴竣賢 梁文進 王銘軒 卓俊言 葉修銓 

一等獎 

 

演講、英語戲劇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屯門區公民

教育暨倡廉親子故事比賽 2017」 

小學親子組 黃梓晴 

陳  燊 

何珮瑩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學個人三四年級組 潘  嬉 冠軍 

  黃梓晴 優異 

 小學個人一二年級組 高苠朗 亞軍 

The Shakespeare4All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Festival 2017-18 

 
本校 

Best Costumes and 

Team Work Award 

School Award 

 陳鍵樂 The Best Actor 

 陳宇飛 The Best Actress 

 曾子皓 The Best 

Characterization 

 王銘軒 The Best English 

 文樂晴 葉修銓 The Most Dedication 

 樊宇軒 The Most Passionate 

 馮蔚嵐 The Best Team 

Leader 

 柯鎧澄 何珮瑩 陳樂瞳 王文淇 潘嬉 

何珈瑩 
The Best Team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屯門區委員會 日本交流代表 何永然 傑出團員 

 尊師重道好少年 王靖妍(初小組) 

文樂晴(高小組) 
優異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待人有禮好少年 梁紫欣 李天恩 
優勝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