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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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團 李灝楠 徐子正 鄭卓男 余浩賢 蔡宇晉 冠軍 

會「2016-17 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 女團 易采妮 葉綺嵐 洪芷晴 樊梓柔 林卓瑩 冠軍 

球比賽」 男單 李灝楠 亞軍 

  鄭卓男 季軍 

 女單 易采妮 亞軍 

  葉綺嵐 優異獎 

  李灝楠 鄭卓男 易采妮 葉綺嵐 傑出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6-17 年度全港

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 
女子雙打全港 易采妮 葉綺嵐 全港第三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6-17 屯門區小

學校際九人足球比賽」 

 羅家榮 周玟皓 郭子杰 葉卓霖 王頌羲 

張子軒 鍾樂延 李庭僖 周逸朗 徐子正 

黃振峰 黃澤林 黃浩賢 梁梓灝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八屆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男丙單打 卓俊言 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第 20 屆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100 米 

男甲 200 米 

張家嵐 

徐子正 

優異獎 

優異獎 

 男甲壘球 張家嵐 優異獎 

 男乙 200 米 

男乙壘球 

李旻錡 

李旻錡 

優異獎 

季軍 

 男乙 4X100 米接力 王頌羲 李旻錡 李庭僖 周逸朗 陳思佑 

郭子杰 

優異獎 

 男丙 100 米 卓俊言 季軍 

 男丙 4X100 接力 駱晨鑫 蔡宇晉 潘致穎 卓俊言 羅家榮 

趙凱德 

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女乙 50 米蝶泳  黃凱蔚 亞軍 

「2016-17 第 20 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游 女乙 50 米背泳  黃凱蔚 亞軍 

泳比賽」 女乙 50 米自由泳  冼凱茵 亞軍 

 女乙 50 米蛙泳  冼凱茵 季軍 

 女乙團體 本校 優異獎 

 男甲 50 米蝶泳  曾柏朗 優異獎 

 男甲 100 米蛙泳  曾柏朗 優異獎 

 男甲 50 米自由泳  陳愷廸 優異獎 

 男甲 100 米自由泳  陳愷廸 優異獎 

 男甲 100 米自由泳  鄭卓男 殿軍 

 男甲 4x50 米自由接力 鄭卓男 趙灝 曾柏朗 陳愷迪 何穎謙 冠軍 

 男甲團體 本校 亞軍 

  黃凱蔚 冼凱茵 陳愷廸 區代表 

佛教梁植偉中學 男子單打 李灝楠 亞軍 

「梁植偉盃乒乓球(單打)小學邀請賽」  鄭卓男 季軍 

  余浩賢 殿軍 

 女子單打 易采妮 亞軍 

  葉綺嵐 季軍 

  洪芷晴 殿軍 

邁亞美業主立案法團 

「邁亞美 2016 乒乓球比賽」 

兒童組 李灝楠 

余浩賢 

冠軍 

季軍 

 兒童初級組 余浩賢 

易采妮 洪芷晴 

冠軍 

季軍 

 兒童初級組 

(8 歲以下) 

陳樂陶 

李汶靜 

亞軍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 31 屆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男青單打 梁正言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青少年 H 組 林卓穎 冠軍 

「屯門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I 組單打 梁正言  

余浩賢 

亞軍 

季軍 



 女子青少年 J 組單打 易采妮 季軍 

 女子青少年 M 組雙打 易采妮 葉綺嵐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蝶泳 

 

曾柏朗 

 

季軍 

 100 米蝶泳  曾柏朗 亞軍 

 200 米蝶泳 曾柏朗 亞軍 

 100 米背泳 鄭卓男 季軍 

 男子青少年 HIJ 組 

50 米四式接力  

陳愷廸 季軍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自由泳  

黃凱蔚 亞軍 

 50 米蝶泳  黃凱蔚 亞軍 

 100 米蝶泳 黃凱蔚 亞軍 

 女 子 青 少 年 HIJ 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黃凱蔚 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女 子 青 少 年 HIJ 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黃凱蔚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蛙泳 

100 米蝶泳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自由泳 

50 米蛙泳 

100 米蝶泳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曾柏朗 

曾柏朗 

 

黃凱蔚 

黃凱蔚 

黃凱蔚 

黃凱蔚 

 

冠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MI 組

100 米蝶泳 

曾柏朗 亞軍 

 男子青少年 MI 組

100 米蛙泳 

曾柏朗 亞軍 

 女子青少年FI組100

米蝶泳 

黃凱蔚 亞軍 

 男子青少年(12 歲或以

下)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曾柏朗 陳愷廸 季軍 

 女子青少年(12 歲或以

下)4X50 米自由泳接力 
黃凱蔚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曾柏朗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女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 

 女子青少年Ｉ組 50

米蝶泳 

黃凱蔚 亞軍 

 女子青少年Ｉ組 50

米背泳 

黃凱蔚 亞軍 

 女子青少年 HIJ 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黃凱蔚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背泳 

 

鄭卓男 

 

季軍 

 100 米背泳 鄭卓男 季軍 

新界區體育總會 女子 J 組 100 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 

「第 31 屆新界水運大會」 50 米蝶泳 黃凱蔚 亞軍 

香港冬泳總會 女子個人 黃凱蔚 亞軍 

「2016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女子團體 黃凱蔚 總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16-17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 9-10 歲 100 米自

由泳 

黃凱蔚 季軍 

香港游泳協會 女子 10 歲 50 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 

「新春游泳分齡賽 2017」 女子 10歲 50米自由泳 黃凱蔚 冠軍 

 女子 10 歲 50 米背泳 黃凱蔚 冠軍 



 男子 9 歲 50 米背泳 簡綽彥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17-18 第二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 9-10 歲 100 米蝶泳 黃凱蔚 冠軍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跳繩強心跳繩比賽 2016」 

 吳卓羲 陳盷蔚 羅家雯 楊孝瑩 吳卓霖 

江忻桐 王潔盈 吳善鈴 彭飛緋 張康愉 

吳卓琳 吳卓盈 

全場總亞軍 

佛教梁植偉中學 男子二重跳 吳卓霖 亞軍 

「梁植偉盃小學跳繩邀請賽 2017」 男子四人大繩 吳卓霖 張國豐 陳昀健 陳以樂 亞軍 

東區區議會「第八屆東區龍獅邀請賽

暨傳統國術群英會」 

小學組 布毓祺 郭曉軒 黃樂文 鍾樂延 梁靖熙 

馮俊希 鍾卓延 劉紀均 麥禮堡 

冠軍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第 23 屆全港

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小學日光龍藝組 彭珈琳 馮俊希 黃振峰 鍾卓延 劉紀均 

駱仲威 麥禮堡 朱偉聰 羅少辰 黎照庭 

楊梓縉 陳巧縈 劉智朗 馮俊維 

亞軍 

 小學競速舞龍組 布毓祺 黃雅然 鍾卓延 郭曉軒 黃樂文 

鍾樂延 梁樂彤 馮俊希 梁靖熙 彭珈琳 

季軍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小學技能舞龍精英邀請賽 2017」 
障礙舞龍 黃振峰 黃泳琳 馮俊希 梁樂彤 鍾卓延 

朱子佑 郭曉軒 黃樂文 布毓祺 單立晴 
冠軍 

 競速舞龍 黃振峰 黃泳琳 馮俊希 梁樂彤 鍾卓延 

朱子佑 郭曉軒 黃樂文 布毓祺 單立晴 

冠軍 

何世昌校長盃 

 障礙舞龍 鍾樂延 文曉桐 宋晨曦 黃泳賢 王銘軒 

文曉藍 何珈瑩 林子淇 馮俊諾 單立晴 

殿軍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2017 簡易運動大賽－舞龍比賽」 

小學組 黃振峰 馮俊希 梁樂彤 彭珈琳 朱子佑 

鍾卓延 郭曉軒 文曉桐 布毓祺 馮俊諾 

冠軍 

 小學組 黃泳琳 黃樂文 宋晨曦 黎嘉智 黃泳賢 

梁家俊 王銘軒 文曉藍 何珈瑩 林子淇 

單立晴 

優異獎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2006 年女子組比賽 3 黃凱蔚 冠軍 

「2016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2006 年女子組比賽 4 黃凱蔚 冠軍 

 2006 年女子組比賽 5 黃凱蔚 亞軍 

 2006 年女子組(共五回

合) 

黃凱蔚 總冠軍 

Sogo Aquathlon Series 水陸兩項鐵人錦

標賽(黃金海岸站) 

女子 8-10 歲 

Super Star 組 

黃凱蔚 冠軍 

元朗區議會「元朗區體育節元朗 10K

街跑-博愛挑戰賽」 

女子 4 公里個人(9-10 歲) 黃凱蔚 亞軍 

香港壁球總會 

「2016 冬令壁球聯賽」 

Division 19/ Relay 2 卓俊言 季軍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6-17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錦標賽」 

女子第四組 300 米 馮梓恩 第三名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 B 組 4X100 米接

力 

徐子正 張嘉嵐 鄭卓男 甄宏軒 劉毅華 季軍 

屈臣氏集團 

「2016-17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黃凱蔚 運動員獎 

元朗區體育會 

「2015-16 年度傑出運動員」 

舞蹈 麥梓瑩 傑出運動員 

HKRGU “2nd Rhythmic Gymnastics Novice B-Freehand 麥梓瑩 Champion 

Children & Youth Championship Hong Novice B- Ball 麥梓瑩 Champion 

Kong” Novice B- All around 麥梓瑩 Champion 

 Primary Gymnastics 

Dance Group 

麥梓瑩 Champion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預備級初級組繩操 麥梓瑩 第五名 

「2016-17 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徒手 麥梓瑩 第八名 

桃園市龍潭區「2016 龍潭區運動 兒童 B 組(絲帶) 麥梓瑩  金牌 

季韻律體操邀請賽」 兒童 B 組(環) 麥梓瑩 第六名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6」 

男子色帶組 吳卓霖 季軍 

香港詠春聯會 

「第四屆世界詠春大賽」 

個人套路兒童 B 組 

小念頭 

何曉澄 銅獎 



屯門體育會 

「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賽」 
 胡啟樂 葉子彬 葉子梵 林迦希 陳以樂 

潘衍竣 陳諾謙 陳樂晉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6」 

女子兒童 F 組跳遠 張珈瑜 季軍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4X100 米男子 徐子正 張嘉嵐 鄭卓男 甄宏軒 吳國軒 亞軍 

「友校接力邀請賽」 4X100 米女子 梁梓瑩 馮梓恩 彭尹怡 鄧盈熙 曾詩澄 季軍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男子組 陳思佑 李旻錡 王頌羲 李庭僖 周逸朗 殿軍 

「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易采妮 馮婉卓 黃凱晴 張珈瑜 季軍 

何福堂書院 

「屯門區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2016」 

 黃振峰 黃浩賢 梁梓灝 黃澤林 郭子杰 

王頌羲 周逸朗 張子軒 李庭僖 

殿軍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第四屆蔡章閣足球挑戰盃」 

 陳諾謙 羅家榮 鄭展鵬 郭子杰 葉卓霖 

張子軒 李庭僖 周逸朗 

亞軍 

中華基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新界西小學無毒籃球錦標賽 2016」 

男子組 羅彥斌 王奕允 楊憲文 梁永諺 徐子正 

郭子杰 鄭錦祺 薛匡堯 楊松峰 駱晨鑫  

謝淳熙 

優異獎 

 女子組 樊詠詩 洪皚淳 黃綺潼 李彥蓁 葉潁希 

江凱晴 楊曉媛 陳子晴 朱穎琪 
優異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友校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羅彥斌 王奕允 楊憲文 梁永諺 徐子正 

郭子杰 鄭錦祺 薛匡堯 楊松峰 駱晨鑫 

謝淳熙 王誌恆 

優異獎 

 女子組 李佩欣 樊詠詩 洪皚淳 黃綺潼 李彥蓁 

葉潁希 江凱晴 陳子晴 朱穎琪 楊曉媛 

彭裕熹 陳宇飛 

優異獎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男子組 羅彥斌 楊憲文 徐子正 鄭錦祺 王奕允 優異獎 

「30 週年琳明盃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女子組 李佩欣 樊詠詩 洪皚淳 黃綺潼 李彥蓁 

彭裕熹 
優異獎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女子第九組(11 歲及以

下)3X50 米接力 

馮梓恩 亞軍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第 19 屆中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少年女子組 500 米 馮梓恩 第六名 

廣東省體育競賽 

「廣東省第 2 屆輪滑歡樂節暨 2016」 

少年女子丙組 500 米

計時賽 

馮梓恩 第七名 

廣東省體育競賽 

「廣東省速輪滑錦標賽」 

少年女子丙組 300 米

計時賽 

馮梓恩 第七名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挑戰日 II 陳愷廸 技術獎 

「青苗草地滾球培訓計劃 2016-17」 挑戰日 II 初級組 陳愷廸 總亞軍 

香港壁球總會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2017」 

男乙精英組 卓俊言 第 5-8 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壁球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MD 組 卓俊言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6」 

女子幼童組套拳 黎旖晴 優異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第 36 屆全港公開

國術群英會 2017」 
女子幼童組套拳 黎旖晴 亞軍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錦標賽」 
女子 9 歲-11 歲 3X250

米接力 

馮梓恩 亞軍 

 女子 11-12 歲 500 米 馮梓恩 季軍 

Hong Kong Age Group Rhythmic  Primary A All-Around 麥梓瑩 1st Runner-up 

Gymnastics Championship 2017 Primary A:Ball 麥梓瑩 1st Runner-up 

 Primary A:Freehand :麥梓瑩 1st Runner-up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Novice A-Free Hand 麥梓瑩 2nd Runner-up 

「Samsung 第 60 屆體育節」 Novice A-Ball 麥梓瑩 6th Runner-up 

 

學術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屯門區小學校長會「第二屆屯門區傑

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孔麗淇、林旭晴 嘉許狀 



城市青年商會「兒童飛龍大使選舉

2016」 

 林旭晴 飛龍大使 

仁愛堂 

「節能減碳慳電比賽 2015-16」 

 本校 冠軍 

香港教育城「Summer English 2016」   黃平悅 優異獎 

嘉智中學「第 6 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

事續寫大賽」 

 陳詠茹 吳以心 胡筱晴 李佩欣 林旭晴  

王潔盈 

優異獎 

新會商會中學  馮浩俊 冠軍 

「2016 屯門區小學正向人生標語創   吳珮琳 季軍 

作比賽」  徐子正 優異獎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第九屆金龍盃小學常識問答比賽」 

 張家嵐 胡筱晴 林旭晴 第十名 

屯門區議會 

「第八屆閱讀在屯門學生閱讀獎勵

計劃」 

 本校 最佳閱讀風氣

學校及 

百分百參與獎 

 

數學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英國教育與就業部、香港科技大學

主辦「世界數學測試」 

 徐子正 李佩欣 林旭晴 王潔盈 胡筱晴  

蔡佰羲 陳詠茹 陳愷廸 黎湘怡 羅智聰 

優等 

  吳善鈴 黃穎芝 馮俊希 林琳 良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亞

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

賽」 

總決賽三年級 

五年級 

戴竣賢 

梁偉傑 

銀獎 

銅獎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小六組 歐智健  

張思慧 劉立熙 

銅獎 

優異獎 

 小五組 羅智聰 

王潔盈 蔡佰羲 胡筱晴  

李佩欣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小四組 彭裕熹  

郭子杰 郭思樂 林柏希   

文樂晴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小五團體賽 羅智聰 蔡佰羲 孔麗淇 甄宏軒 優異獎 

 小四團體賽 彭裕熹 文樂晴 黎明軒 林柏希 優異獎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組委會 

「2016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二年級 徐天賜 

卓俊言 

金奬(第一名) 

銀獎 

仁愛醫院第二中學及香港理工大學 數學遊踨 胡筱晴 吳善鈴 李佩欣 陳詠茹 金獎 

「2017 屯元區數學遊踨魔力橋大 六年級魔力橋 胡筱晴 銀獎 

賽」 五年級魔力橋 羅秋華 銀獎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小一 廖鈞陶 冠軍 

「第七屆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小二 黃煦齡 曾頌喬 

陳天朗 

何祉柔 麥梓瑩 黃子軒 

金獎 

銀獎 

銅獎 

 小三 黃梓晴 

卓俊言  

葉修銓 

金獎 

銀獎 

銅獎 

 小四 蔡宇晉 陳盷健 銀獎 

 小五 文樂晴 銅獎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新秀組 蔡宇晉 金獎 

「第 11 屆速算合 24 數學比賽」  陳盷鍵 銅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六年級 梁偉傑 黎湘怡 銀獎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賽」香港賽區初賽暨港澳數學 

 何穎謙 陳愷廸 黃月柔 黃訟鑫 甄宏軒 

劉靄程 鄧昊陽 羅智聰 

銅獎 

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五年級 郭思樂 黎明軒 林柏希 銀獎 

  文樂晴 李倩澄 彭裕熹 黃梓竣 銅獎 

 四年級 戴竣賢 金獎 

       蔡宇晉 駱晨鑫 謝宇軒 銀獎 

  布毓祺 銅獎 

 三年級 徐天賜 黃梓晴 金獎 



   卓俊言 銀獎 

       周悅晴 張珺珽 銅獎 

 二年級  曾頌喬 

麥梓瑩 黃煦齡   

金獎 

銀獎 

  陳天朗 陳曉峰 黃子軒 銅獎 

 一年級  田峻熙 廖鈞陶 銀獎 

 晉級賽三年級 徐天賜 金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華夏盃全

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香港 

初級賽 

六年級 

布栢恒 何穎謙 留熙紫 梁偉傑 曾柏朗 

黃訟鑫 劉靄程 黎湘怡 羅智聰 陳愷廸 

三等獎: 

賽區 五年級 文樂晴 林柏希 黎明軒 彭裕熹 二等獎 

  郭思樂 李倩澄 陳寧昕 黃貴謙 三等獎 

 四年級 戴竣賢 一等奬 

  彭曉君 謝宇軒 二等獎 

  布毓祺 蔡宇晉 三等獎 

 三年級 張嘉熙 黃梓晴 徐天賜 一等獎 

  卓俊言 張珺珽 二等獎 

  葉修銓 三等獎 

 二年級 何祉柔 曾頌喬 二等獎 

  麥梓瑩 黃煦齡 三等獎 

 一年級  廖鈞陶 田峻熙 二等獎 

 晉級賽 黎明軒 二等獎 

 五年級 林柏希 三等奬 

 四年級  戴竣賢 一等獎 

 三年級 徐天賜 一等獎 

 一年級 田峻熙 三等獎 

 決賽三年級  徐天賜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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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級組笛獨奏  

高級組笛獨奏 

洪芷晴 

黃澤森 

冠軍 

季軍 

 中級箏獨奏  郭思樂 季軍 

 初級二胡獨奏 

中級二胡獨奏 

黃貴謙 

黃穎芝  

季軍 

季軍 

 二級鋼琴獨奏 黃梓晴 

謝宇軒 

亞軍 

季軍 

 三級鋼琴獨奏 梁雪怡 季軍 

新聲音樂協會 彈撥中級組  留熙紫 冠軍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拉弦初級組  黃貴謙 冠軍 

 彈撥初級組 

 

黃梓晴 

廖尉因 

亞軍 

季軍 

香港國際音樂節籌備委員會 

「第三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6 音樂

決賽」 

少年民樂彈撥組 

少年民樂拉弦組 

 

留熙紫 

張家嵐 

黃貴謙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香江盃組委會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大賽」 
初小公開組表演 王靖妍 表演金盃 

珠海市文化體育旅游局「第四屆珠

港澳中國民族器大賽」 
 留熙紫 三等獎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樂吹管少年初級組 李旻錡 冠軍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6」 拉弦少年初級組 張家嵐 冠軍 

 中樂吹管兒童組 李俊希 冠軍 

  黃澤森 亞軍 

 中樂彈撥少年初級組 郭思樂 亞軍 

琴軒音樂藝術中心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謝宇軒 銀獎 

香港鋼琴協會「2016 香港青少年音

樂公開比賽」 

英國皇家鋼琴 

五級考試組 

黃梓晴 亞軍 



音樂事務處 

「2017 古典音樂廣播劇比賽」 

小學組 林旭晴 陳詠茹 蔡凱琪 何永然  冠軍 

HKYPA「第 21 屆日本浜松 PIARA

鋼琴大賽、香港區選拔大賽」 

香港皇家音樂學院 

鋼琴五級考試組 

黃梓晴 亞軍 

新聲音樂協會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初小組 陳柏諺 黃梓晴 廖尉因 李汶靜 曾詠亭  

李沛加 周曉恩 容婉苑 楊曉媛 謝楚喬  

陳心橋 陳貝兒 何穎欣 李旻錡 李俊希  

郭思樂 陳宇飛 彭裕熹 趙祉琦 蘇頌宏  

吳珮琳 陳雅琳 王嘉彗 張芷晴 黃楚然  

黄澤森 黃貴謙 梁永諺 洪芷晴 黃敬泓  

蔡綺彤 羅秋華 李天恩 王奕允 張韻欣  

林倬名 吳善鈴 李灝楠 留熙紫 張家嵐  

黃穎芝 趙垚婷 蔡佰羲 胡筱晴 王誌恆 

何曉晴 陳愷廸 曾祖源 

亞軍 

 吹管樂合奏 李旻錡 洪芷晴 黃澤森 謝楚喬 李灝楠 

李俊希 黃楚然 李沛加 陳心橋 吳珮琳 

陳貝兒 羅秋華 趙祉琦 蔡綺彤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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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本校 教協盃 

(連續 13 年冠) 

 初級組 何祉柔 冠軍 

  黃梓晴 亞軍 

  陳莃珧 季軍 

  黃淩殷 曾家威 黃籽淇 朱家鳴 潘珮 

張嘉熙 黃梓晴  

優異獎 

 中級組 黃澤森 

羅秋華 

謝宇軒 李俊希 吳珮琳 梁文進 

冠軍 

季軍 

優異獎 

 高級組 陳偉華 

歐智健 

池凱琳 張靖楠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香島中學「全港學界書法比賽」  本校 全場總冠軍 

(四年冠) 

  本校 最積極參與獎 

 初小組 謝宇軒 優異獎 

 高小組 陳偉華 

歐智健 張靖楠 

亞軍 

優異獎 

 親子組 黃澤森  

謝宇軒 

張靖楠 李俊希 吳珮琳 池凱琳 陳偉華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民政事政總署 初小國畫組 黃澤森 冠軍 

「第 41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小學毛筆組 陳偉華 

歐智健 

冠軍 

亞軍 

  張靖楠 郭思樂 黃澤森 

吳珮琳 池凱琳 

優異獎 

優良獎 

 小學硬筆組 吳珮琳 

陳偉華 黃澤森 

優異獎 

優良獎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小學毛筆組 陳偉華 

黃澤森 

張靖楠 

羅秋華 歐智健 池凱琳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2016 書法比賽」 毛筆組 池凱琳 冠軍 

  黃澤森 亞軍 

  陳偉華 

羅秋華 吳珮琳 李俊希 張靖楠 

季軍 

優異獎 

 硬筆組 黃澤森 

陳偉華 

冠軍 

亞軍 



  李俊希 季軍 

  吳珮琳 優異獎 

第一屆 CSL 盃全港中小學 硬筆初小組 謝宇軒 冠軍 

書法大賽 2016 毛筆高小組 黃澤森 亞軍 

  陳偉華 季軍 

  張靖楠  池凱琳 優異獎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毛筆書法小學組 陳偉華 冠軍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張靖楠 季軍 

  羅秋華 歐智健 池凱珊 優異獎 

中華翰墨情「佛山香港澳門桃園中小

學生書法比賽」 

小學 陳偉華 

張靖楠 池凱琳 歐智健 

吳珮琳 羅秋華 

特優獎 

優等獎 

佳作獎 

香港長者協會「2016 第四屆祖父母

日書法比賽」 

高小姐 陳偉華 

黃澤森 

吳珮琳 張靖楠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紫荊盃「2016 第四屆兩岸四地青少

年書畫大賽」 

 羅秋華 

黃澤森 

張靖楠 吳珮琳 池凱琳 

三等獎 

  優異獎 

 入選獎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2016-17 新

春書法比賽」 

初小組 潘珮  

陳莃珧 何祉柔 

季軍 

優異獎 

 高小組 池凱琳 

張靖楠 

羅秋華 黃澤森 

冠軍 

季軍 

優異獎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

「第 12 屆情繫黃大仙書法比賽」 

 張靖楠 冠軍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紀念孫中 國畫組 池凱琳 亞軍 

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全港中小學  黃澤森 優異獎 

生書畫大賽」 書法組 張靖楠 優異獎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初小 何祉柔 冠軍 

「第 21 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

法比賽」 

中小 

高小 

謝宇軒 

黃澤森 

優異獎 

優良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屯門區公民

教育書法比賽」 

初小毛筆 

 

何祉柔 

黃梓晴 

朱家鳴 

張嘉熙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高小毛筆 池凱琳 冠軍 

  羅秋華 

張靖楠 

亞軍 

季軍 

  吳珮琳 優異 

 高小硬筆 黃澤森 冠軍 

  謝宇軒 季軍 

中國文化協會 

「第五屆文協盃書法比賽」 

小學組 黃澤森 

張靖楠 

吳珮琳 羅秋華 池凱琳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賽馬會毅智書院「第三屆元朗區 一年級硬筆 張麗妍 冠軍 

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二年級硬筆 陳莃珧   亞軍 

  何祉柔 優異獎 

 四年級毛筆 謝宇軒 冠軍 

 五年級毛筆 黃澤森 冠軍 

 六年級毛筆 張靖楠  

池凱琳 

亞軍 

優異獎 

香港素一椽書法學會 

「全港青少年揮春書法大賽」 

 吳珮琳 張靖楠 

黃澤森 

金獎 

優異獎 

馬鞍山青年協會 高小書法比賽 吳珮琳 優異獎 



「青年藝術節 2016」 

第九屆「經典翹楚榜」 初小毛筆  何祉柔 亞軍 

「經典杯」書法比賽 高小毛筆  張靖楠 

黃澤森 

謝宇軒 吳珮琳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視藝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中國北方畫院 美術 黃筠淳 黃泳霖 曾頌喬 一等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黃沼豐 黎湘怡 張國豐 周悅晴 蔡承晉  

戚宇軒 吳家成 曾家威 吳栢言 

二等獎 

  張思慧 劉子佩 黃敬泓 鄭可兒 黃貴謙  

黎天泓 李映潼   

三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 

「2016 青少年暑期活動」 

初小繪畫 馮婉卓 

朱思萌 

亞軍 

優異獎 

 高小繪畫 歐智健 冠軍 

  黃澤森 岑芍穎 張家嵐 優異獎 

Art for kids “International Kids 

Drawing Competition 2016” 

 曾家威 優異獎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淫 口號創作 謝芷霖 優異獎 

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

填色比賽」 

填色比賽 蔡洛瑤 林卓穎 黃梓晴 劉靄程 留熙紫 

陳慧淇 黃曦朗 梁梓灝 葉芷晴 

優異獎 

I can Education Centre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幼童組 鄭映澄 優異獎 

香港國際演藝培訓協會「香港國際公

開繪畫大賽 2016」 

 鄭映澄 亞軍 

Art2World children Art Development 

Committee 「兒童藝術年展 2016」  

 曾家威 

鄭映澄 

金獎 

銀獎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E-Card Design 

Competition 2016」 

 留熙紫 First Runner-up 

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小學組 林旭晴 鍾希桃 張家嵐 王潔盈 冠軍 

「2016 屯門區街板創作比賽」  池凱琳 江忻恫 林  琳 彭珈琳 亞軍 

中國青少年書畫藝術研究學會「第

12 屆喜洋洋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

攝影作品大賽」 

 黃筠淳 文心霞 

黃敬泓 

二等獎 

優秀獎 

屯門區防火委員會「防火安全海報設

計及圖畫填色比賽」 

小學組 陳穎翹 嘉許獎 

青松觀「屯門盆景蘭花展覽 2017」 攝影小學組  莫鎧晴 金獎 

 繪畫小學組  黃澤森 優異獎 

  孔麗淇 優秀作品獎 

  彭尹怡 嘉許證 

公益少年團「攝影比賽」  莫鎧晴 季軍 

 

舞蹈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教育局「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現代舞  全港總亞軍 

 高小組「得閒飲茶」 蔡凱琪 梁曉彤 梁梓瑩 優等 

 高小組「喜動了」 蘇樂瑜 羅顯柔 馬泳瑜 崔嘉慧 廖嘉雯 

蔡凱琪 馮紫瑩 陳寧昕 黃芷萱 劉子澄  

曾詩澄 何曉澄 黃  晴 潘卓言 梁曉彤  

梁梓瑩 黎湘怡 喻苑桐 鄧蕙琪 

優等 

 低小組「難得糊塗」 麥梓瑩 鄭可兒 何慶麟 甲級 

 低小組「限時運送」 陳嘉慧 李泳妍 麥梓瑩 梁雪怡 梁紫欣 

黃筠淳 鄭可兒 林巧瑤 李映潼 文曉藍  

馮紫微 周悅晴 廖尉因 陳芷瑩 何慶麟 

甲級 

 低級組兒童舞 

「我想…跳舞(獨舞)」 

黃紫穎 甲級獎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第八屆中國青少年香港音樂、舞

個人舞 

初小雙人舞 

麥梓瑩 

麥梓瑩 

金獎 

亞軍 



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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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粵語詩詞集誦 

 
本校(連續四年冠軍)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盃) 

 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陳莃珧 冠軍 

 一二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馮沛嘉 冠軍 

 一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黃子殷 冠軍 

 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李泳妍 冠軍 

 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李泳妍 冠軍 

 五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何永然 冠軍 

 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黎旖晴 亞軍 

 一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陳嘉慧 亞軍 

 一年級男子詩詞獨誦 朱晉霆 亞軍 

 三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黃梓晴 亞軍 

 二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吳心悠 亞軍 

 五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郭思樂 亞軍 

 六年級男子英文獨誦 林倬名 亞軍 

 三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黃梓晴 季軍 

 五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蔡凱琪 季軍 

 六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林旭晴 季軍 

 一年級女子詩詞獨誦 鍾渝琳 季軍 

 二年級男子英文獨誦 陳鎧男 季軍 

 二年級女子英文獨誦 李泳妍 季軍 

 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文心霞 季軍 

 三年級女子散文獨誦 黃籽淇 季軍 

 三年級男子英文獨誦 岑逸希 季軍 

 六年級男子英文獨誦 陳愷廸 季軍 

HKYPAF「第 4 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 2016」 

香港區決賽普通話 黎旖晴 亞軍 

Hau Po Woon Cup 2017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岑逸熙 

林鎧嶢 

冠軍 

優異獎 

TWGHs C.Y. Ma Memorial College 

Third C.Y. Ma Culture and Arts Youth 

Elites Tournament “ 

Chinese &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黃澤森 

 

冠軍 

 

  English Speaking 

Contest” 
梁日朗 亞軍 

香港學界才藝交流協會「2016 藝粹

盃朗誦大賽」 
小二普通話組  麥梓瑩 銀獎 

燕橋中港文人藝術交流促進會「第

九屆粵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

大賽」 

初小普通話散文朗誦 黎旖晴 金獎 

Yuen Long Town Hall “ 2016 Yuen 

Long District English Speech Contest” 
高級組 

初級組 

陳愷迪 

陳鎧男 

 

銀獎 

銅獎 

 

 

創意科技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2017」 

小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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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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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廉親子故事演講比賽 2016」 

 何永然 

陳燊 

冠軍 

季軍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故事演講比賽 2016」 

 黃梓晴 陳愷廸 鍾希桃 優異獎 



Buddhist Sum Heung Lam 

Memorial Colleg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17” 

 葉卓嵐 最高榮譽獎 

The Shakespeare4All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Festival 16-17 

 本校 最佳服裝及 

團隊合作獎 
  湯禮誌 最佳男演員 

  彭珈琳 最佳女演員 
  文樂晴 陳宇飛 傑出表現獎 
  陳鍵樂 最佳英語 
  曾子皓 最佳角色演繹獎 
  陳樂陶 最佳聲線及 

表情演繹獎 
  樊宇軒 最具活力獎 
  張珺珽 柯鎧澄 梁雨晴 最佳小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