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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第一學段操行獎及服務獎(每班一名) 

 

操行獎：1A 鄧家愉    1B 鄧塱立 

服務獎：1A 盧曉柔    1B 郭灝然 

 

二至六年級第一次考試操行獎及服務獎(每班一名) 

 

操行獎：2A 叢希而    2B 胡暟桐 

服務獎：2A 黎穎姿    2B 鄧尹晞  

 

操行獎：3A 唐宇宏    3B 楊芷晴 

服務獎：3A 陳琛柔    3B 張灝洋 

 

操行獎：4A 施逸晴    4B 鄧曉蔚 

服務獎：4A 李梓豪    4B 鄧朗然 

 

操行獎：5A 伍寶兒    5B 鄧亦晽 

服務獎：5A 楊瑩瑩    5B 蔡添丞 

 

操行獎：6A 梁善兒    6B 楊汝森 

服務獎：6A 李希儒    6B 何心媛 

 

 

⚫ 二至六年級學業成績獎(每級五名) 

(首五名同時獲 錦田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P2 第一名：2A 黎穎姿 

P2 第二名：2B 陳凱揚 

P2 第三名：2B 雷騦橋 

P2 第四名：2A 區柏濤 

P2 第五名：2A 叢希而 

 

P3 第一名：3B 陳思彤             

P3 第二名：3B 楊皓而 

P3 第三名：3A 唐宇宏 

P3 第四名：3A 彭芯樂 

P3 第五名：3A 姚鎧瀧 

 

P4 第一名：4A 胡暟晴                

P4 第二名：4B 盧曉桐 

P4 第三名：4A 李梓豪 

P4 第四名：4B 陳雅而 



P4 第五名：4B 鄧朗然 

 

P5 第一名：5B 田卓芝 

P5 第二名：5A 施逸妍 

P5 第三名：5B 鄧亦晽 

P5 第四名：5A 吳彥均 

P5 第五名：5B 姚以晴 

 

P6 第一名：6B 李芍霖 

P6 第二名：6A 胡哲寧 

P6 第三名：6A 鮑凱婷 

P6 第四名：6B 文汝軒 

P6 第五名：6B 鄭晞霖 

 

 

⚫ 英文科 

2022-2023 English Week Writing Competition  

初級組： 

冠軍   1A 蔡靜潼 

亞軍   1B 周家恩 

季軍   2A 湯睿旼 

優異   2B 袁滶姿    1B 麥雅曈 

 

中級組： 

冠軍   3B 楊皓而 

亞軍   3B 李鈞年 

季軍   3A 黃靖蕎 

優異   4B 陳雅而   

 

高級組： 

冠軍   6A 梁善兒 

亞軍   5A 伍倬僡 

季軍   6B 李芍霖 

優異   5B 張潔修   

 

 

⚫ The 2nd Hong Kong School English Handwriting Competition (Education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初級組 Junior Group： 

冠軍   1A 楊梓軒 

亞軍   1B 梁心瑤 

季軍   1B 伍紀文 

優異   2B 陳樂雯  

 

 

 



 

中級組 Intermediate Group： 

冠軍   4A 文汝呈 

亞軍   3B 陳思彤 

季軍   3A 鄧梓杰 

優異   3B 陳寶淇 

 

高級組 Senior Group： 

冠軍   5A 杜芓郴 

亞軍   5A 伍倬僡 

季軍   6A 陳樂燊 

優異   6B 張嘉康 

 

 

⚫ 中文科 

2022-2023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1B 伍紀文 

亞軍   1A 林洛恩 

季軍   2A 陳詠瑜 

優異   1B 梁心瑤 

 

中級組： 

冠軍   3A 唐宇宏 

亞軍   3B 陳思彤 

季軍   4A 李梓豪 

優異   3A 彭芯樂 

 

 

高級組： 

冠軍   6A 李瑋峻 

亞軍   5A 楊茜而 

季軍   6B 李芍霖 

優異   5B 姚以晴 

 

 

⚫ 2022-2023 智愛中文平台閲讀獎(上學期) 

智愛中文平台班際閲讀獎 

1A   1B   4B 

 

智愛中文平台優秀學員獎 

一年級   1A 盧曉柔   1B 陳志彬   1B 麥雅曈 

二年級   2A 張晞妤   2A 周珮澄   2A 黎穎姿 

三年級   3A 鄧穎鍶   3B 陳栢豪   3B 楊皓而 

四年級   4A 鍾緣升   4B 陳雅而   4B 盧曉桐 

五年級   5A 周琬澄   5A 凌廷嘉   5B 鄧亦晽 

六年級   6A 梁善兒   6B 文汝軒   6B 李芍霖 



 

⚫ 普通話科 

2022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組 

高級組 銅獎  5A 張穎琛 

 

 

⚫ 音樂科 

第五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2  

鋼琴獨奏  銅獎  3B 陳思彤 

 

 

⚫ 體育科 

2022-2023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60 米   

季軍   6B  文喬姻 

 

女子乙組擲壘球  

第七名 5A 周琬澄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2022/2023 

女子丙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  4A 文汝呈 

 

女子乙組個人賽事  

殿軍    5A 伍寶兒 

優異獎  5A 周琬澄    5B 鄧亦晽 

 

女子甲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  6B 文喬姻 

 

男子甲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  6A 唐占宇 

 

男子甲組團體賽事 

殿軍   6A 唐占宇   6B 李賢哲 

 6B 黃庭灝   6B 文汝軒 

 

女子丙組團體賽事  

殿軍   4A 文汝呈   4A 胡暟晴 

       4B 劉毅芳   4B 黃曉寧 

 

 

 



 

女子乙組團體賽事  

亞軍    4B 陳雅而   5A 周琬澄 

5A 伍寶兒   5B 鄧亦晽 

5B 楊綽瑩 

 

女子甲組團體賽事  

亞軍    6A 高 澄    6A 李希儒   6B 文喬姻 

 

 

⚫ 2022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  

團體賽(A 組)  

金獎    5B 鄧子進   5A 胡諾衡   5A 楊茜而 

 

團體賽(B 組)  

銀獎    4A 胡溍鏮   4B 吳庭僖   4B 蘇卓熙 

 

 

⚫ 2023 Robotic Tournament VEX IQ 美國資格賽  

團體賽  

冠軍   4A 胡溍鏮   5A 田昱頡   6B 李珠馜 

 

 

⚫ 2023 Robotic Tournament VEX IQ 美國資格賽   

技能賽  

冠軍   6A 鮑凱婷   6A 唐占宇   5A 胡諾衡 

 

 

⚫ 個人獎項： 
第三屆香港亞洲青少年豎琴大賽  

Grade 1- 2  亞軍   5B 田卓芝 
 

亞洲愛琴海國際音樂大賽 (兩岸音樂藝術教育交流協會 主辦)  

鋼琴考曲組/第二級  銀獎   4B 蘇卓熙 

 

2022 全港中小學兒童繪畫大賽初小組  (香港兒童體育藝術會 主辦) 

亞軍   3A 黃靖蕎   

 

IYACC The 14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主辦) 

Age Division: 8 / Theme Group : Own Choice 夢想上太空 

金獎   3A 黃靖蕎 

 

夏日熱辣辣暑期難忘的回憶繪畫比賽 兒童組  (香港文創薈 主辦) 

金獎   3A 黃靖蕎 

 



夏日好吃的繪畫大賽 繪畫組 / 初小組  (上‧文化 主辦) 

銀獎   3A 黃靖蕎 

   

J3-J16 全港青幼童大賞繪畫比賽 2022 (Good Morning Class 主辦) 

J8 西洋畫組 

銀獎   4A 文汝呈 

 

香港青少年壁球挑戰賽 2022 女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第七名   6B 文喬姻 

 

香港青少年壁球排名賽 2022 女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第六名   6B 文喬姻    

 

香港青少年壁球挑戰賽 2022 男子九歲以下組別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第六名   3A 唐匡佑 

 

香港青少年壁球排名賽 2022 男子九歲以下組別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第十三名    3A 唐匡佑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2022 男子九歲以下組別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第七名   3A 唐匡佑 

 

屯門區第 36 屆舞蹈大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主辦)  (證書+獎盃) 

現代舞少年組 金獎   6A 馮凱楠 

 

屯門區第 36 屆舞蹈大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主辦)   (獎盃) 

現代舞少年組 銀獎   6A 馮凱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