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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第二十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400 米全港冠軍
跳高全港冠軍
4x100 米接力全港冠軍 ( 破紀錄 )
( 元朗區代表 )
「三金王」6A 曾文智
曾文智

女子丙組
跳遠亞軍
4x100 米接力殿軍
( 元朗區代表 )
4C 鄧凱琳

掃描本 QR CODE 可以
瀏覽曾文智同學
接受傳媒 Upower 訪問的報道。

鄧凱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元 朗 區 小 學 校 際 排 球比賽
男子
3A 繆子濠 4B 李智楠
5A 陳家樂
5D 陳志濠 5D 陳卓男 6A 陳志烽
5E USMAN MUHAMMAD ALI

傑出排球男運動員

		
季軍
5A 郭文達 5B 成家樂
6A 曾文智 	 6B 陳梓朗
6B 黃俊輝
6C 鄺卓羲

6A 曾文智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主辦
2 0 1 8 全 港 中 小 學 學 界 閃 避 球 錦 標 賽 ( 新 界西 區 )
初小混合組
冠軍
3A 李栢燊 	3A 朱玟睿 3A 利旻靄
3A 林丹麗 3C 李綽然 	 3C 貝芷盈
3C 陳溢濤 	3D 陳諾晞 3D 郭隽昊
3D 李子嬈 4B 張皓晴 	 4B 符中瀚
4B 黃靖遠 	 4E 周正橋
高小男子組
季軍
5B 李家俊 5B 石峰光 5B 成家樂
5B 余睿謙 5C 林 廸 	 5D 陳志濠
5D 林志豐 	6A 曾文智 6A 陳志烽
6B 黃焌銘 6C 鄺卓羲 	 6C 何澤麟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U13 香港代表隊隊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總冠軍
6A 曾文智 6A 盧想鵬 6B 黃焌銘
6B 陳駿樑 6C 張 忠 6C 李澄宇
6C 符津銘 6C 鄺卓羲

女子甲組團體總冠軍
5E 謝旻熹 6A 黎咏詩 6B 郭穎彤
6B 李嘉萍 6B 徐雪怡

男子丙組團體總冠軍
3C 李綽然 3D 陳諾晞 3D 郭隽昊
4B 黃佑楠 4B 黃靖遠 4E 周正橋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3A 林宜軒 3D 項瑩涵 3E 謝寶怡
4A 張泳銦 4C 鄧凱琳

本校田徑隊運動員於本年度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中以大滿貫成績，勇奪元朗區多項團體總
冠軍，成為元朗區田徑之冠，本校更有多名精英運動員入選元朗區田徑區隊代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元朗區體育會合辦
元朗區第三十五屆水運會
女子青少年 J 組 100 米背泳冠軍 ( 打破大會紀錄 )
女子青少年 J 組 50 米背泳亞軍
女子青少年 J 組 4x100 米四式接力季軍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主辦
兩項鐵人系列賽
女子 2009 年組別冠軍

南華體育會主辦
第四十九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男子 9 至 11 歲 31 公斤以上級別全港亞軍
5B 余睿謙
劍擊禮悅學院主辦
劍擊禮悅學院小金盃小銀盃邀請賽
P4-P6 組別團體花劍亞軍
4B 符中瀚

朗

郭隽昊

高小女子組
				
季軍
5B 利曉華 5C 徐綺彤 5C 李芷君 5C 黃永柔 5D 袁珮淇 5E 曾映瑜
6A 黎咏詩 6B 郭穎彤 6B 李嘉萍 6B 徐雪怡 6C 張殷悅 6C 吳俊晴

余睿謙

3C 陳愛妍

萬國國際擊劍運動中心主辦
2017 年深港澳擊劍冠軍賽
女子花劍兒童丙組團體季軍

6A 曾文智

3C 陳愛妍

5B 張薷云

3D 張薷予

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2017-18 年度第六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朗誦比賽
英文獨誦冠軍
2C 陳鈺琳
中文獨誦季軍

1E 胡天藍

英文獨誦季軍

5C 萬焯妍

陳鈺琳

5E 林楚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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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及科技

演

江蘇省體育局、江蘇省教育廳、共青團江蘇省委、江蘇省科協、
江蘇省婦聯、江蘇省關工委主辦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
教育競賽
美嘉欣遙控四軸飛行器競時賽優勝獎
6C 黃樂瑤
水火箭打靶賽三等獎
6C 黃樂瑤
天戈遙控直升機賽優勝獎 6C 陳仕喬
水火箭打靶賽二等獎
6C 陳仕喬

裘錦秋中學、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國際演講會合辦
第二十四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 高級組 )
6A 李芷悠
冠軍
5B 曾凱明 5C 李芷君
優異獎
香港濕地公園、漁農自然護理署
及香港幼聯合辦
第十屆濕地劇場—說故事比賽 ( 小學組 )

冠軍

最佳故事 最佳整體演繹

5C 李芷君
香港航模協會主辦
第二十屆「飛向太空 飛向北京」
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
教育競賽選拔賽
水火箭 40 米定點打靶賽小學組亞軍
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工程學系主辦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大賽
穿戴科技組別優異獎
6A 何嘉雯 6A 李志演 6B 涂紫朗

黃樂瑤

6C 黃樂瑤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獲
香港大學知識交流基金資助與
香港天文台及香港氣象學會合辦
紫外線測量及應用設計比賽
小學組組別最佳應用獎
4C 譚子謙 5B 黃竣傑 5C 劉天渙
5C 李芷君 6A 李芷悠

舞

5C 萬焯妍

6A 李芷悠

長笛獨奏小學一初級組優良成績季軍
5A 林奕廷

劉天渙、黃竣傑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及元朗區文藝協進會合辦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7
小學組銀獎 1A 文浠堯 1B 金曉霖 1D 張曉晴 1E 黃愷澄 1F 羅俊滺
2A 錢文希 2B 蘇芷欣 2C 梁潔盈 2C 柯曼思 2E 林 滙
2E 巫卓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兒童舞乙級獎 1A 文浠堯 1B 金曉霖 1E 黃愷澄 1F 羅俊滺
2A 錢文希 2B 蘇芷欣 2C 梁潔盈 2C 柯曼思
2E 林 滙 	2E 巫卓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主辦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大獎賽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Cha Cha Cha, Solo CRS, Solo Samba 亞軍 2C 何曉寧
中華文化五洲行深圳組委會主辦
海外桃李杯 2017-2018 年度總決賽亞洲區選拔賽
芭蕾舞兒童 A 組一等獎
3D 項瑩涵

棋

戲

劇

樂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優良成績亞軍
4B 黃彥之
5B 郭嘉謙

聖公宗 ( 香港 ) 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主辦
第 8 屆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4A 狄卓穎
高級組優異獎
5B 林曉媛

蹈

藝

萬焯妍、李芷悠、李芷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組主辦
第十二屆香港文學節文學作品演繹比賽
5A 周耀熙 5B 曾凱明
季軍

音
6C 符津銘

講

香港國際象棋總會主辦
香港國際青少年象棋比賽 2018
10 歲以下組別亞軍
3B 張振翔

教育局主辦
2017/18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3A 陳焯軒 3A 利旻靄 3A 林丹麗 3D 李子嬈
4A 狄卓穎 4A 鄭麗珊 4B 劉治昊 4C 廖美婧
4D 張家智 4D 黃嘉儀 5A 黎慧儀 5B 余睿謙
5B 李家俊 5D 林艾莎 5E 張鎵渝 6A 陳志烽
6B 涂紫朗 6C 何澤麟
傑出演員獎 4C 廖美婧 5D 林艾莎 6C 何澤麟

數

林奕廷

學

聖公會小學校長會主辦
聖公會小學第二十一屆（2017-2018 年度）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數學競賽銀獎
6A 李志演 6C 符津銘
數學競賽銅獎
6B 陳俊謙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組委會、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台灣資優數學出版社及澳門數學教育研究學會主辦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四年級二等獎
5B 黃竣傑
伯特利中學主辦
伯特利中學第十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圖形大師冠軍 6A 何嘉雯
團體一等獎 6A 李志演 6A 何嘉雯 6B 陳俊謙 6C 符津銘
團體二等獎 5B 黃竣傑 6A 李玉怡 6C 李怡冰 6C 吳可佳

視

藝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主辦
2018 汪星賀歲迎新歲繪畫比賽
少年組冠軍
5D 林佳易
ICAA 國際少兒書畫大賽 ( 中國 ) 組委會主辦
ICAA 第九屆國際少兒書畫大賽
3D 項瑩涵
金獎

其

獎項繁多未能盡錄，
掃描以下 QR CODE

他

元朗民政事務處主辦
2016-2017 年度元朗區內地
新來港定居學生獎學金計劃
5E 謝旻熹
體藝傑出學生獎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辦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7-2018
6C 吳俊晴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獎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7/18
5A 林奕廷
元朗區文藝之星

或登入本校網頁
http://www.skhtswlo.edu.hk/award.html

可瀏覽各得獎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