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年度獎項分享 

2018-2019年度，本校很多同學參加了不同項目的比賽並獲得多個獎項。 

 
4E葉翹取得以下獎項：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第十九屆標準舞及拉丁舞計分賽 2018 
U10 Samba Champion 

Group 
亞軍 

26 th IDTA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冠軍 

元朗區體育節 2018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SDM及

現代農場盃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冠軍 

元朗區體育節 2018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SDM及

現代農場盃 

Juvenile & Youth 同

步 Rumba 
冠軍 

 

 

 



 

 

 

 

5D劉宇晴取得以下獎項：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Skate Asia 2018 Team Production Champion 

Skate Asia 2018 Solo Fourth 

Skate Asia 2018-Freestyle Freestyle Fifth 

2018 ISI Skate Hong Kong  Team Production Champion 

2018 ISI Skate Hong Kong  Solo Champion 

2018 ISI Skate Hong Kong  Freestyle Champion 

 

 

 

 

 



 

 

 

1E羅羲頤取得以下獎項：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第九屆亞洲區學界跆拳道暨色帶邀請賽 
6-7歲-女子學界兒童

色帶套拳 
亞軍 

 

 

 

 

 

 

 

 



 

 

 

5C鍾凱晴取得以下獎項：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2018-2019 女子甲組 4x100米 冠軍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2018-2019 女子甲組 100米 第八名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9-第二站 女子 2007年組-100米 季軍 

 

 

 

 

 



 

 

5A陳芯榆取得以下獎項：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18-2019 10歲組-200米四式 亞軍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18-2019 10歲組-200米自由式 季軍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18-2019 10歲組-100米自由式 季軍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18-2019 10歲組-100米背泳 季軍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賽(第二組) 11-12歲組-200米蛙泳 季軍 

2018袋鼠盃舞蹈比賽 群舞-爵士舞 銀獎 

2018袋鼠盃舞蹈比賽 雙人舞-爵士舞 銅獎 

 



 

 

4D林卓康(左)及 5C林卓言(右)取得以下獎項：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學生姓名 獎 項 

心誠盃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分齡賽

(2019) 

男子複合弓丁組 林卓康 季軍 

星箭會射箭邀請賽 男子複合弓兒童組 林卓康 冠軍 

2018年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

(排位賽) 

男子複合弓丙丁混

合賽 

林卓康 第八名 

心誠盃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分齡賽

(2019) 

男子複合弓丁組 林卓言 殿軍 

星箭會射箭邀請賽 男子複合弓兒童組 林卓言 亞軍 

 



其他得獎學生獲獎紀錄：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班 別 學生姓名 獎 項 

舞蹈世界盃 2019 

(香港區資格賽) 

群舞 2E 梁樂心 金獎 

2018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芭蕾舞

群舞 

小學一/二年級

組 

2A 陳心喬 亞軍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9-第二站 男子 2010年組-

100米 

3D 區鎰承 冠軍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A 余芷瑤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A 潘思靜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B 吳紫妍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C 譚珮彤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C 楊穎熙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C 胡芷懿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D 詹家熙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D 程冠琳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E 潘思婷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E 曾沛盈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5A 張芯熒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5C 劉晞彤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5E 梁紫晴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5E 曾芍熹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6A 楊濼曦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6B 譚仰容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6D 嚴靖嵐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6D 黃蕊彤 銀獎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6E 楊仁佳 銀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A 余芷瑤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A 潘思靜 甲級獎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班 別 學生姓名 獎 項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B 吳紫妍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C 譚珮彤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C 楊穎熙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C 胡芷懿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D 詹家熙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D 程冠琳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E 潘思婷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E 曾沛盈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5A 張芯熒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5C 劉晞彤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5E 梁紫晴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5E 曾芍熹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6A 楊濼曦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6B 譚仰容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6D 嚴靖嵐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6D 黃蕊彤 甲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6E 楊仁佳 甲級獎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30秒單車步 

1D 林心悅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30秒單車步 

2C 梁芊悅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 

30秒單車步 

2A 蕭暟靖 第 2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前跳 

1A 朱恩澄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高級組- 

30秒雙腳前跳 

4A 黃爾淳 第 2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前跳 

2E 張深傑 第 4名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班 別 學生姓名 獎 項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1D 林心悅 第 2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2C 梁芊悅 第 3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高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6B 鄭悅文 第 3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2A 蕭暟靖 第 3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30秒單腳跳 

1D 劉子澄 第 1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30秒單腳跳 

2C 陳彥曦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高級組- 

30秒單腳跳 

5A 麥芷瑤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高級組- 

30秒單腳跳 

6C 鄒雅晴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 

30秒單腳跳 

2E 張深傑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30

秒交叉繩開合跳 

1D 劉子澄 第 1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30

秒交叉繩開合跳 

2E 曹凱琳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 

45秒時光隧道 

2A 蕭暟靖 第 4名 

無限盃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 

45秒時光隧道 

2E 張深傑 第 4名 

2018-19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50米蛙泳 

6A 劉瑋淇 優異獎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班 別 學生姓名 獎 項 

2018-19沙田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 

6A 吳煒羚 優異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1B 林穎雅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1D 廖思琪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1E 張銥霖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1E 丘  頌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B 林泳君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B 鄧希澄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C 鍾愷晴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C 蘆奕辰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C 尹天藍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D 梁雅妍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D 陳彥彤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E 梁樂心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2E 蔡濼榣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3A 林泳彤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3A 張寧心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3B 葉穎欣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3C 朱樂彤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3C 鍾以情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3D 黃子欣 乙級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3D 單千恒 乙級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4A 文瑋迅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4A 蔡大海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4C 何柏橋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4E 何以晴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5A 陳以臻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5A 朱子謙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5B 陳煦正 冠軍 



比 賽 項 目 組 別 班 別 學生姓名 獎 項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5C 何柏苗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5C 梁嘉睿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碗賽 5E 袁樂希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4A 鄭凱睿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4A 陳睿男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6C 蔡逸禮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6C 袁樂天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6D 陳天嵐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6D 葉承峰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6E 潘藹怡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6E 周進杰 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2019 盃賽 6E 張一馳 亞軍 

2019全港藝術體操分齡賽 B組  

絲帶操 

2E 梁樂心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