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年度其他獎項分享: 

本年度有多位學生在校外的運動比賽中獲獎，以下是他們獲陳校長頒獎的照片，我們一

起細心欣賞吧!  

本校舞蹈組榮獲第 45屆學校舞蹈節少年組西方土

風舞甲級獎 
3D葉翹獲全港 18區校際舞蹈公開賽兒童及青少年

組第 1名 

 1A陳心喬獲第 38屆沙田區舞蹈比賽節少年組自 

 選舞銀獎   

 

 

 

 

 

本校女子校隊在沙田蘇淅公學小學 4X100友校接

力賽中獲冠軍 

 

 

 

 

 

 

 

 

 

 

 

4C鍾凱晴獲 2018年度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新秀 D組 

球操第 1名及新秀 D組徒手第 3名 

 

 

 

 

 

本年度獲 SportAct獎勵計劃金獎的 P1-P3的學生 



 

 

 

 

 

 

 

本年度獲 SportAct獎勵計劃金獎的 P4-P6的學生 

 

 

 

 

 

 

 

本年度巧固球校隊獲小學巧固球比賽第 3名 

 

 

 

 

 

 

 

4A陳芯榆獲沙田區校際游泳比賽女丙 50米背泳第

1名、女丙 50米自由泳第 3名及團體第 6名 

 

 

 

 

 

 

 

 

4A陳芯榆獲 2017-18香港短池分齡游泳賽女子

9-10歲 50米背泳及 100米背泳第 1名、100米蝶

泳、100米四式及自由式第 2名、2017-18香港短

池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 200米自由式第 3名 

 

 

 

 

 

 

 

本年度女子乒乓球校隊獲學界乒乓球比賽中團體

優異獎 

 

 

 

 

 

 

 

在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的比賽中，5D袁嘉朗(左)獲

沙田區男子組側擺開跳第 2名; 3C林貝兒獲沙田區女

子組跨下二式第 2名及 3B陳一宇獲沙田區男子組二重

跳第 2名 



4E劉宇晴(左)獲 2017 ISI Skate HK Solo & 

Freestyle第 1名; 5A彭澤羲(中) 獲 2017第 18

屆紫荊盃足球賽U10組及香港北區清河球會同珍盃

第 3名; 1E梁樂心獲第 4屆香港藝術體操分齡比賽

球操第 2名    

 

 

 

 

 

 

 

6E黃子翹獲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青少年 18歲或以下混

合雙打第 3名 

 

 

 

 

 

 

 

 

 

4B梁嘉睿獲中國香港品勢總會學界品勢錦標賽G3B組

第 3名 

 

 

 

 

 

 

 

 

 



2017-2018年度學生獲獎紀錄： 

(體育組)比 賽 項 目 組別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自選舞蹈 1A 陳心喬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1C 鄭欣彤 甲級獎 

第 4屆香港藝術體操分齡比賽 球操 1E 梁樂心 第二名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2B 賈詩琪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2B 賈詩琪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2C 秦安瑤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2C 秦安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2C 單千恒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2C 單千恒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2D 林泳彤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2D 林泳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2D 張寧心 甲級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2E 朱樂彤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2E 朱樂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A 余芷瑤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3A 余芷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A 吳紫妍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3A 吳紫妍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A 曾沛盈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3A 曾沛盈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A 潘思靜 甲級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B 李信瑤 甲級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B 李雯琳 甲級獎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沙田區男子組二重跳 3B 陳一宇 第二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沙田區女子組跨下二式 3C 林貝兒 第三名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C 林芯攸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3C 林芯攸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C 楊穎熙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3C 楊穎熙 銀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3D 胡芷懿 銀獎 

全港 18區校際舞蹈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 3D 葉 翹 第一名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 3E 譚珮彤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3E 譚珮彤 銀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4A 張芯熒 銀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4A 張芯熒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4A 張芯熒 甲級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4A 梁紫晴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4A 梁紫晴 甲級獎 

沙田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 50米背泳 4A 陳芯榆 第一名 

沙田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 50米自由泳 4A 陳芯榆 第三名 

沙田區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團體獎 4A 陳芯榆 第六名 

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17-18 女子 10歲 200米自由式 4A 陳芯榆 第三名 

2017-18第三組香港短池分齡游泳賽 女子 9-10歲 50米背泳 4A 陳芯榆 第一名 

2017-18第三組香港短池分齡游泳賽 女子 9-10歲 100米背泳 4A 陳芯榆 第一名 

2017-18第三組香港短池分齡游泳賽 女子 9-10歲 100米蝶泳 4A 陳芯榆 第二名 

2017-18第三組香港短池分齡游泳賽 女子 9-10歲 100米四式 4A 陳芯榆 第二名 

2017-18第三組香港短池分齡游泳賽 女子 9-10歲 100米自由式 4A 陳芯榆 第二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丙 50米背泳 4A 陳芯榆 第二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丙 4X50米自由接力賽 4A 陳芯榆 第一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4A 陳以臻 第三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4A 劉子瑋 第三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4A 朱子謙 第三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4B 陳煦正 第三名 

學界品勢錦標賽 G3B 4B 梁嘉睿 第三名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4C 曾芍熹 銀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4C 曾芍熹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4C 曾芍熹 甲級獎 

沙田蘇淅公學小學 4X100友校接力賽 
 

4C 鍾凱晴 冠軍 

2018年度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 新秀 D組球操 4C 鍾凱晴 第一名 

2018年度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 新秀 D組徒手 4C 鍾凱晴 第三名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4D 劉晞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4D 劉晞彤 甲級獎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4D 袁樂希 第三名 

2017  ISI  SKATE  HONG KONG SOLO 4E 劉宇晴 第一名 

2017  ISI  SKATE  HONG KONG FREESTYLE 4E 劉宇晴 第一名 



2017年第 18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 U10組 5A 彭澤羲 第三名 

2017年香港北區清河球會國慶同珍盃 2007組 5A 彭澤羲 第三名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A 楊濼曦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A 楊濼曦 甲級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A 劉瑋淇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A 劉瑋淇 甲級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B 陳 韡 銀獎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5B 蔡梓朗 第三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5B 劉子源 第三名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B 陳 韡 甲級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B 黃詩敏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B 黃詩敏 甲級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B 譚仰容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B 譚仰容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5C 何靖祈 銀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C 何靖祈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C 何靖祈 甲級獎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5C 蔡逸禮 第三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沙田區男子組側擺開跳 5D 袁嘉朗 第二名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D 黃蕊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D 黃蕊彤 甲級獎 

第三十八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西方土風舞 5D 嚴靖嵐 銀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D 嚴靖嵐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D 嚴靖嵐 甲級獎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5D 葉承峰 第三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5D 陳天嵐 第三名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5E 楊仁佳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5E 楊仁佳 甲級獎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5E 潘藹怡 第三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碗賽 5E 周進杰 第三名 

沙田蘇淅公學小學 4X100友校接力賽 
 

6A 金卓琳 冠軍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6A 劉采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6A 劉采瑤 甲級獎 

2017-18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 6A 何冬晴 優異獎 



2017-18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 6B 丁穎柔 優異獎 

沙田蘇淅公學小學 4X100友校接力賽 
      

6B 胡翠瑩 冠軍 

沙田蘇淅公學小學 4X100友校接力賽 6B 葉曼甜 冠軍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6C 陳梓蕙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6C 陳梓蕙 甲級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6C 曾榆深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6C 曾榆深 甲級獎 

2017-18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 6C 葉蔚藍 優異獎 

2017-18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團體 6C 陳梓蕙 優異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6D 黃紀瑤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6D 黃紀瑤 甲級獎 

2018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大賽 西方舞少年組 6D 關博蔚 銀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6D 關博蔚 甲級獎 

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 青少年 18歲或以下混合雙打 6E 黃子翹 第三名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3A 李嘉晞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3B 梁寧芷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3C 陳泊滔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3D 葉翹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3E 許力天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4B 陳曦樂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4C 麥穎菲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4E 宋蕙蕎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4E 黃昭桐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5A 張鉦朗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5A 林晉鈿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5D 徐琬淇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5D 黃蕊彤 乙級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HIP HOP舞蹈 小學組 6A 吳梓熙 乙級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