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 5A 吳彬、5A 黃佩珊、5A 江健榮 – 優異奬 

 

2. 新會商會中學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1) 男子組 – 亞軍 (6A 王富豪、6B 李梓軒、6C 呂永東、6C 張澤昊) 

(2) 女子組 – 亞軍 (5B 梁永欣、6A 龍芍霖、6A 雷嘉瑤、6C 何穎瑤) 

 

3. 屯門區第二十九屆舞蹈大賽 

(1) 山形花笠舞(群舞) – 金奬 

1A 吳咏儀 2C 周凱圮 4A 陳倬藍 5A 林頌欣 

1A 孟  想 2C 林慧玲 4A 樊明珠 5B 梁永欣 

1C 陳繭勻 2C 廖子淇 4A 周曉晴 5C 陳思穎 

1C 張馨予 3C 何芷言 4B 黃翠渟 5C 鄧桌妍 

1E 文詩詠 3D 林祖宜 4C 譚淑心 5C 曾雨淳 

1E 劉芷嘉 3D 吳婉珊 4C 朱雅婷 5D 羅敏心 

2B 鄧曉陶 3E 孔穎欣 4D 潘穎臻 6C 翟嘉嘉 

2B 陸嘉敏 3E 黎凱悅 5A 譚羽茵 6C 陳婉汶 

 

(2) 和太鼓(群舞) – 銀奬 

1C 陳繭勻 3D 林祖宜 4B 黃翠渟 5C 陳思穎 

1E 文詩詠 3D 吳婉珊 4C 譚淑心 5C 鄧桌妍 

2C 周凱圮 3E 孔穎欣 4D 潘穎臻 5C 曾雨淳 

2C 林慧玲 4A 陳倬藍 5A 譚羽茵 5D 羅敏心 

2C 廖子淇 4A 樊明珠 5A 林頌欣 6C 翟嘉嘉 

3C 何芷言 4A 周曉晴 5B 梁永欣 6C 陳婉汶 

 

(3) 我的好同伴(雙人舞) – 銀奬 

4A 樊明珠  4A 陳倬藍 

(4) 印度女孩(雙人舞) – 金奬 

5A 林頌恩    5C 陳思穎 

 

4. 屯門區啦啦隊培訓及同樂日 

(1) 最佳舞蹈編排奬 

2B 陸嘉敏 4A 周曉晴 5A 林頌欣 6C 翟嘉嘉 

3D 吳婉珊 4B 黃翠渟 5B 梁永欣 6C 陳婉汶 

3E 黎凱悅 4C 譚淑心 5C 陳思穎  

4A 陳倬藍 4D 潘穎臻 5C 鄧桌妍  

4A 樊明珠 5A 譚羽茵 5D 羅敏心  



5.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 中文獨誦比賽 

2A 容栢軒 冠軍 

2D 黃心怡 優良奬 

3A 鄺家誠 亞軍 

3A 容雅淋 優良奬 

3D 張朗晴 優良奬 

3D 梁懿靜 良好奬 

4D 潘穎臻 良好奬 

4D 謝可欣 良好奬 

6A 呂頌恩 優良奬 

 

(2) 普通話獨誦比賽 

1E 李紫宜 良好奬 4A 陳韻怡 良好奬 

2A 麥皓霖 良好奬 4A 李咏霖 良好奬 

2B 鄧曉陶 良好奬 4A 麥嘉桐 優良奬 

3A 王家慧 優良奬 4A 王心怡 優良奬 

3C 陳梓晴 優良奬 4C 伍景欣 優良奬 

3E 吳靖童 優良奬 6C 余昕桐 優良奬 

4A 陳家媛 良好奬 6C 翟嘉嘉 良好奬 

 

(3) 中文說故事比賽 

4A 馮詩琪 優良奬 

4A 吳敏炫 優良奬 

 

(4) 英文獨誦比賽 

 

 

 

 

 

 

 

 

 

 

 

 

2A 陳子俊 季軍 2A 余桉琦 優良奬 

2A 蔡曉琳 優良奬 3A 張嘉嵐 優良奬 

2A 郭灝霖 優良奬 3A 梁子言 優良奬 

2A 李天心 優良奬 4C 萬家樂 良好奬 

2A 王思鎣 優良奬 4D 郭子涵 優良奬 

2A 吳梓晴 優良奬 5B 吳凱風 優良奬 

2A 葉子路 優良奬   



(5) 普通話集誦比賽    亞軍 

5A 區希彤 5A 李樂霖 5B 孫芷晴 

5A 陳曉萱 5A 馬煒筠 5B 吳芷盈 

5A 陳梓泓 5A 吳  彬 5C 吳沅怡 

5A 陳彥姿 5A 彭子鋒 5C 周詩雅 

5A 周焯豐 5A 黃佩珊 5C 何鈺莹 

5A 周晉軒 5A 黃怡佳 5C 黃芳園 

5A 鄭翠湄 5A 余凱俊 5C 黎文傑 

5A 何俊杰 5A 何蔓玥 5C 周琢珂 

5A 黃馨怡 5A 莫靖宜 5D 黃思敏 

5A 黃嘉兒 5A 方惠明 5D 楊鴻煜 

5A 江建榮 5A 周芷慧 5D 鄭芷澄 

5A 林沅婷 5A 胡天恩 5D 賴慶夫 

5A 羅佩佩 5A 曾曉茵 5D 鄭沛盈 

 

 

6. 視藝 

「不吸煙」親子填色比賽      6A 吳毅恆      優異奬 

 

7. 沙田文藝協會歌唱比賽        本校合唱小組  優異奬 

6A 呂頌恩 6B 張瑜欣 5A 胡天恩 4B 鄭穎儀 

6A 鄭健怡 6C 呂永東 5D 張嘉柔 4C 譚淑心 

6A 吳嘉瑩 6C 翟嘉嘉 4A 江子欣 4C 趙樂怡 

6B 裴天恩 6C 陳婉汶 4A 樊明珠 4C 龔欣桐 

6B 葉芷澄 6C 林宛穎 4A 張傲雪 4D 謝可欣 

6B 張菀晴 6C 何穎瑤 4B 張信希 4D 李美嘉 

 

8. 校園藝術大使             6A 陳樂桐      6A 臧佳頤 



區會運動會獲奬名單 

項目 奬項 組別 獲奬學生 

200 米 殿軍 男甲 呂永東(6C) 

60 米 亞軍 男丙 吳子豪(4A) 

60 米 殿軍 女甲 龍芍霖(6A) 

跳高 冠軍 女甲 葉芷澄(6B) 

團體 殿軍 女甲  

擲木球 殿軍 女乙 宋雯緯(5C) 

 

 

 

 

 

屯門區學界運動會獲奬名單 

項目 奬項 組別 獲奬學生 

400 米 亞軍 男甲 呂永東(6C) 

100 米 優異 男甲 王富豪(6A) 

4X100 米 優異 男甲 王富豪(6A) 

司徒錦榮(6B) 

李梓軒(6B) 

呂永東(6C) 

張澤昊(6C) 

60 米 冠軍 男丙 吳子豪(4A) 

團體 優異 男丙  

60 米 殿軍 女甲 龍芍霖(6A) 

100 米 優異 女乙 林頌欣(5A) 

跳高 優異 女乙 曾雨淳(5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