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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14-15 學年 

學生學習成就一覽 

 

十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男子組參加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運動會友校接力賽，獲得季軍。 

2. 本校男女子接力隊參加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第十九屆運動會友校接力賽，分別獲得冠軍

及亞軍。 

3. 本校男女子組參加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運動會友校接力賽，皆獲得亞軍。 

4. 本校四隊數學隊學生於 10 月 18 日參加由伯特利中學主辦的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

賽，榮獲團體三等獎： 

第一隊：6A 勞湋    6A 鄭家嘉  6A 許梓卿  6A 成昕翰 

第二隊：6A 黄欣怡  6A 張煒欣  6A 林鈺瑜  6A 陳業峰 

第三隊：6A 孫俊桉  6A 張倩瑩  6A 林詠芝  6A 鄭家富 

第四隊：5C 李毓衍  5A 趙樂晴  5A 謝日朗  5A 文梓桐 

5. 學生 4B 鍾芷昕、6A 唐之荃、6A 孫俊桉、6A 黎浩明及 6A 勞湋成功申請東華三院體藝精

英支援計劃，獲得資助參加體藝訓練，並於 10 月 24 日出席啟動禮領取證書。 

6. 田徑運動員代表於 10 月 29 日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獲得佳績： 

男子特別組 200 米季軍(6C 黃梓鋒)、100 米殿軍(6C 盧家俊) 

男子甲組 60 米亞軍(6C 鄺其鵬)、400 米殿軍(5A 楊詩垚)、跳遠冠軍(6B 翟亦淳)、 

4X100 米季軍(6B 翟亦淳、5A 楊詩垚、6C 彭志航、6A 孫俊桉及 6A 成昕翰) 

女子甲組 100 米冠軍，並獲破紀錄獎(6A 林鈺瑜)、跳遠季軍(6B 袁穎芝)、 

跳高冠軍(5B 麥煥兒)、4X100 米殿軍(6A 林鈺瑜、6B 袁穎芝、6B 黃盈盈及 

6C 謝嘉希) 

男子乙組 200 米季軍(5C 孫耀祥)、 擲壘球殿軍(5C 洪俊熙) 

女子乙組 100 米季軍(5B 陳麗施)、跳遠亞軍(5C 王穎琳)、擲壘球殿軍(5A 張蕊婷) 

女子丙組 60 米亞軍(4A 羅雪瑩)、跳遠冠軍(4A 簡善珩)、 

4X100 米殿軍(4A 黃彩玉、4A 羅雪瑩、4A 簡善珩及 4A 何松悅) 

7. 學生 5A 孔德燊、4A 林志銘參加第二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分別獲得銅獎及

優異獎，並獲邀接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節目的直播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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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運動員於 11 月 13 及 14 日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校際田徑比賽，獲

得佳績： 

男子公開組：6B 黃梓鋒 200 米賽跑亞軍 

男子乙組：5B 黃子聰 跳高殿軍 

2. 本校普通話集誦隊參加由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主辦的「第十九屆屯門元朗區普通話朗誦比

賽」奪得集誦組亞軍；6A 唐之荃同學更奪得高級組詩詞朗誦季軍。 

3. 本校 9 名學生於 11 月 29 日參加由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家庭學習協會、香港樹仁大學歷史

系及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聯合主辦 2014-15 第十二屆資優解難大賽中，獲得佳績： 

全港個人獎： 

小二組銅獎：2A 黄偉權  

小五組銅獎：5A 趙樂晴 

校際賽初小組： 初小組優異獎：3A 陳祺聰、3A 許浩楷、2A 黄偉權 

高小組季軍：5A 趙樂晴、6A 許梓卿 、6A 唐之荃 

個人賽獎項：小二銀獎：2A 黄偉權、小二銅獎：2A 馮詠恩 

小三金獎：3A 陳祺聰、小三銅獎：3A 許浩楷、3A 張丹清 

小五金獎：5A 趙樂晴、小五銀獎：謝日朗 

小六銀獎：6A 許梓卿、小六銅獎：6A 唐之荃 

 
 

 

 

 

十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同學於 12 月 1 日參加 2014 年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香港初賽)(小學五年級)，5A 謝日

朗獲銀獎、5A 趙樂晴獲優異獎。 

2. 中華電力公司在 9 月中推出「綠戰士環保教育網站及獎勵計劃」，本校成為 10 月份全港最

踴躍參與學校第二名，因此本校兩位老師及四位同學獲邀於 12 月 1 日接受 DBC 數碼電台

校園台訪問，跟主持一起分享推動環保心得。 

3. 本校學生參加由元朗大會堂主辦「2014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獲得優異成績： 

獲得銀獎：6A 唐之荃、6A 梁嘉彤、2A 黃焯思 

獲得銅獎：6A 黃欣怡、6A 張倩瑩、6A 林詠芝、6A 鄒裕婷、6C 盧嘉詠、6C 陳絲絲、 

4B 鍾芷昕、2A 關雅文、2B 曾紫鑫、2C 李嘉宜 

4. 本校東方舞組參加「第三十七屆元朗區舞蹈比賽」獲得銀獎，獲主辦單位邀請於頒獎禮中

演出。參加「屯門區第二十九屆舞蹈大賽」獲得金獎；參加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獲得甲

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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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校學生參加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獲得優良成績： 

粵語獨誦：1G 林偉倫、6A 林詠芝獲得季軍 

普通話獨誦：6A 唐之荃獲得冠軍，5A 張彩方獲得亞軍，5A 文梓桐獲得季軍 

英詩獨誦：2A 馮詠恩獲得亞軍 

6. 本校學生參加由元朗大會堂主辦「2014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獲得優異成績： 

獲得二重唱金獎：6A 唐之荃及 6A 黃欣怡並進入總決賽，獲得亞軍成績。 

獲得金獎：6A 梁嘉彤並進入總決賽，獲得優異獎。 

獲得二重唱銀獎：6C 盧嘉詠及 6C 郭嘉妍、2A 關雅文及 2B 曾紫鑫 

獲得銀獎：6A 唐之荃、2A 黃焯思、2A 勞浚及 2C 李嘉宜 

獲得二重唱銅獎：2A 吳穎瞳及 2A 溫荏萱 

獲得銅獎：2A 蔡澄、2B 莫嘉怡 

7. 6A 鄭家嘉出席「2014 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頒獎典禮，獲頒發獎狀及獎學金 1,000

元。 

8. 本校學生參加 12 月 13 日舉行的新界校長會舉辦第九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

賽初賽，獲優異成績： 

一等獎：5A 文梓桐、6A 張芷筠 

二等獎：4A 孔德軒、5A 張彩方、5A 趙樂晴、6A 唐之荃、6A 鄒裕婷 

9. 本校兩隊同學於 12 月 13 日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合辦

的全港十八區（元朗區）小學數學比賽，分別獲得銅獎(6A 勞湋、6A 成昕翰、5A 謝日朗)

及優良獎(6A 林鈺瑜、6A 陳業峰、6A 許梓卿)。6A 勞湋、6A 成昕翰、5A 謝日朗於急轉

彎分卷中榮獲全場總殿軍。 

10. 本校學生參加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二十周年校慶小學徵文比賽，5A 葉嘉豪、5C 陳星

辰及 6A 許梓卿獲得入圍獎。 

11. 4B 鍾芷昕於 12 月 20 日參加第四屆「長城盃」中國文化藝術大賽聲樂比賽，獲得冠軍。 

12. 學生於 12 月 1 日及 12 月 2 日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主辦「世界數學

測試」，獲得優良成績： 

數學科測試：5 位同學取得優異證書，9 位同學取得良好證書 

解難分析科測試：6 位同學取得優異證書，7 位同學取得良好證書 

當中 3 位同學(5A 謝日朗、5A 趙樂晴、5A 鄭俊希)於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的測試均取得優

異證書。 

數學科優異證書：5A 文梓桐  5A 馬鶴銘  5A 謝日朗  5A 趙樂晴  5A 鄭俊希 

數學科良好證書：4B 文鶴樺  5A 孔德燊  5A 陳樂怡  6A 勞  湋  6A 唐之荃   

                6A 張芷筠  6A 林詠芝  6A 陸秀兒  6A 黃欣怡 

解難分析科優異證書：5A 李耀泓  5A 謝日朗  5A 趙樂晴  5A 鄭俊希  6A 勞 湋       

6A 梁駿彥 

解難分析科良好證書：5A 馬鶴銘  6A 唐之荃  6A 張煒欣  6A 陳業峰  6B 潘慶南     

6B 葉泳恩   6C 謝昊東 

13. 本校在 2014 年 12 月 6 日參加由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主辦「躍動．傳承．飛躍廿載情

---馬振玉學校資訊日暨體藝邀請賽」，在乒乓球團體邀請賽中在分組賽以首名出線，獲得

季軍。同場，本校足球隊隊員參加足球碗賽獲得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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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A 馮詠恩於 2014 年 12 月 28 日參加「2014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節」獲得二級校際小

提琴組季軍 
 

 

 

 

2015 年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學生於 1 月 4 日參加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2015，比賽成績如下： 

一等獎：2A 蕭淞譯  5A 謝日朗 

三等獎：3A 余偉源  3B 張  弘  5A 趙樂晴 6A 勞湋  6A 鄭家嘉  6A 許梓卿 

2. 5A 謝日朗同學參加資優教育基金舉辦的 2014-2015 年度「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頒

獎禮榮獲「閃耀之星」，獲頒發獎狀及獎學金 5,000 元。 

 
 

 

 

 

2015 年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4B 鍾芷昕獲得 2013-2014 年度元朗區內地新來港定居學生獎學金「體藝傑出學生獎」並於

2015 年 2 月 8 日出席頒獎禮。 

2. 5A 謝日朗於 2 月 7 日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主辦的 2015 年「世界數

學測試」精英邀請賽榮獲金獎。同學也獲選為本年度「閃耀之星」，獲邀請出席商業電台

訪問。 

3. 2A 蕭淞譯、5A 謝日朗於 2 月 25 日參加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2015 榮獲一等獎。 

4. 6A 林鈺瑜參加「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計劃，獲頒發證書及獎學金。 

5. 東方舞組在第三十七屆元朗區舞蹈比賽中表現優異，獲主辦單位邀請於頒獎禮中演出。 

6. 本校田徑隊參加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友校接力賽，均獲得男子組及女子組 4 x 100 米

接力賽冠軍。 

7. 6A 唐之荃於 2 月參加「2015 香港國際聲樂公開賽」獲得公開組、少兒組二等獎。 

8. 新界校長會舉辦第九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決賽 5A 文梓桐獲得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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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三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5A 謝日朗於 3 月 1 日參加 2014 年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香港總決賽) (小學五年級)獲得金

獎。 

2. 學生於 3 月至 4 月參加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取優異成績： 

鋼 琴 獨奏：冠軍(榮譽)及通利琴行獎 5A 馬鶴銘 

           優良 1D 蕭文菁、1D 黃珈曼、2A 黃韾儀、4B 徐靖斐、5A 徐顥耀、5C 王浠琳 

          良好 1A 黃勻焓、1B 龐媛丹、1F 賀  瑋、2A 簡鈞宜、2A 鍾鴻熙、2B 林港凡、 

               3A 馬婉欣、5A 趙樂晴 

聲 樂 獨唱：季軍 4B 鍾芷昕 

           優良 1B 江嘉欣、1C 陳樂怡、1G 劉珍慈、1G 薜冬妍  

           良好 1E 吳家豪 

   小提琴獨奏：季軍 2A 馮詠恩 

   古 箏 獨奏：良好 2A 張熙彤 

   木笛二重奏：優良 5B 黃煒靜、5B 陳麗施、5B 蕭雅雯、5B 梁芷菁、5C 劉雅瑩、 

                    5C 劉倩欣、5C 陳星辰、5C 雷穎琛、6A 張倩瑩、6A 鄭嘉嘉、 

                    6A 林詠芝、6A 鄒裕婷、6A 黃欣怡、6A 唐芷穎 

               良好 4A 簡善珩、4A 黃琬榆、4B 陳嘉慧、4B 王樂雯、5A 姚紫晴、 

                    5A 陳樂怡、5A 張彩方、5B 梁嘉愉、5B 陳智盈、5B 黃彩雲、 

                    5C 陳盈宇、5C 蘇穎潼 

3. 學生於3月13日參加由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主辦的第二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獲得

優異成績： 

6A 成昕翰、6A 謝日朗獲個人金獎 

6A 林鈺瑜、5A 鄭俊希獲個人銀獎 

6A 勞  湋、6A 鄭家嘉、5A 趙樂晴、5A 馬鶴銘獲個人銅獎 

4. 學生參加由裘錦秋中學(元朗)舉辦的第二十一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獲得優

異成績： 

5A 張彩方獲高級組亞軍、6A 林詠芝及 5A 孔德燊獲優異獎 

5. 本校學生參加第十屆屯元區普通話才藝比賽，獲得全場總冠軍佳績。 

6. 5A 文梓桐參加由新界校長會舉辦第九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獲五年級組

三等獎。 

7. 本校學生於 3 月 14 日參加由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主辦 2015 屯門元朗小學數學遊踪及「魔力

橋」大賽，6A 鄭行安  6A 鄭家富  6A 黎浩明 5B 許根源獲得隊制賽銀獎；6A 鄭行安獲

個人魔力橋比賽金獎。 

8. 2B 曾紫鑫、2A 關雅文於 2015 年 3 月 14 日參加「第十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普

通話兒歌詠唱初小組)」獲優異獎。 

9. 5A 孔德燊、4A 孔德軒於 2015 年 3 月 15 日參加「香港兒童音樂節」獲結他(自選樂曲組)

亞軍。 

10. 本校同學於 3 月 14 日參加第十屆屯元區普通話才藝比賽，本校獲得全場總冠軍之佳績，各

項參賽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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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關雅文及 2B 曾紫鑫分別獲得兒歌詠唱比賽優異獎； 

2A 馮詠恩及 3A 馬婉欣分別獲得初小個人朗誦優異獎； 

5A 吳梓桐獲得高小個人朗誦優異獎； 

6A 唐之荃獲得高小個人朗誦亞軍； 

4A 孔德軒獲得高小個講故事優異獎； 

5A 孔德燊獲得高小個講故事亞軍； 

5A 孔德燊、5A文梓桐、5A 趙樂晴、5C 甄數日、5C 馮浩軒、6A 戴曉霖、 

6A 唐之荃、6A 鍾嘉怡及 6C 劉葉獲得集體朗誦冠軍 

11. 5A 謝日朗於 3 月 15 日參加 2015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5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初賽獲得金獎。 

12. 學生於 3 月 17 日參加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測驗中心主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數學科)獲

取優異成績： 

   高級優異證書：周卓賢(3B)  趙樂晴(5A)  謝日朗(5A) 

   優異證書：許浩楷(3A)  鄭俊希(5A)  孔德燊(5A)  成昕瀚(6A)  勞 湋(6A) 

   良好證書：陳  博(3A)  李卓瑤(3A)  文凱茹(3A)  蔡安兒(3B)  梁永成(3B)      

             楊焯淇(3B)  張栩濤(3B)  張  弘(3B)  盧家謙(4A)  彭聖偉(4B)      

             文梓桐(5A)  徐顥耀(5A)  楊詩垚(5A)  鄭家富(6A)  鄭家嘉(6A) 

             許梓卿(6A) 
 

 

 

 

2015 年四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5A 謝日朗、6A 鄭家嘉、6A 許梓卿、6A 勞湋、6A 黃欣怡參加「校際 IT 精英

挑戰賽」，躋身決賽與 20 間小學精英進行切磋。 

2. 本校英語話劇學員參加 2014-2015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得優異成績，包括： 

傑出導演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8 個傑出演員獎。 

3. 本校跳繩隊參加由專業跳繩訓練會社舉辦「全港跳繩挑戰賽」，獲得三金、三銀、四銅的

佳績。 

4. 5A 謝日朗於 4 月 5 日參加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總決賽 2015 榮獲一等獎。 

5. 學生於 4 月 10 日參加由(香港電腦教育會)主辦的「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進入首 20 名決賽。

参賽學生: 5A 謝日朗、 6A 鄭家嘉、許梓卿、勞湋、黃欣怡。 

6. 5A 謝日朗於 4 月 19 日參加新加坡數學競賽 2015 初賽(香港區賽)榮獲金獎。 

7. 6A 鄭家富於 4 月 26 日參加由(香港電腦教育會)主辦的「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獲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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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五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學生於於 5 月 1 日參加由香港珠算協會及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主辦多元智能盃   

 5A 謝日朗獲取二等獎、2A 蕭淞譯獲取優異獎。 

2. 跆拳隊於 5 月 3 日參加由體藝跆拳道總會舉辦的的「校際跆拳道邀請賽」，獲兩冠、四亞、

六季及一殿成績。 

3. 2A 蕭淞譯於 5 月 17 日參加由正統心算協會主辦 2015 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數

學小二組)獲取三等獎。 

4. 5A 謝日朗於 5 月 29 日參加 2014-2015 年度第五屆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速算王大賽獲取季軍。 

5. 本校學生 6A 林詠芝獲元朗區傑出學生獎，並於 5 月 15 日出席嘉許典禮。 

6. 本校學生 5A 文梓桐參加由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舉辦小學英文作文比賽，獲取優異獎。 

7. 本校學生 5A 張彩方於 2014-2015「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中獲才藝孩子獎項及獎學金

2000 元。 

8. 本校學生 6A 唐之荃參加 2015 香港國際聲樂公開賽公開組、少兒組榮獲二等獎。 

9. 本校學生 6A 黎沛儀參加東華三院聯校水運會獲女甲 50 米蛙泳季軍。 

10. 本校學生 6A 梁駿彥及勞湋入選東華三院聯校足球精英隊並勇奪 U12 少年足球挑戰盃冠

軍。 

11. 本校跳繩隊於 5 月 5 日參加元朗及北區小學跳繩大賽 2015 獲兩金、兩銀、三銅成績。 

12. 本校跳繩隊於 5 月 12 日參加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元朗區)獲五金、三銀、三銅及男子全

場總亞軍的成績。 

13. 5A 謝日朗獲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計劃」接納修讀兩科冬季資優課程，並獲頒發「香港中

文大學資優計劃獎學金」港幣 HK$1,230。 

14. 5A 葉嘉豪獲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計劃」接納修讀冬季資優課程，並獲頒發「香港中文大

學資優計劃獎學金」港幣 HK$2,030。 

15. 6A 成昕翰獲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計劃」接納修讀兩科春季資優課程，並獲頒發「香港中

文大學資優計劃獎學金」港幣 HK$2,220。 

16. 5A 謝日朗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2014-15 小學學生公開提名取錄為數學及科學範疇的學員。 

17. 5A 馬鶴銘獲得東華三院課外活動音樂獎的「最佳個人樂器獎」。 

18. 6A 鄭家嘉獲得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2015 年六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 6A 張煒欣於太陽報愛心基金．恆基溫暖工程基金「心之書」贈書計劃成功入圍。 

2. 本校學生於 5 月份參加《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第 18 卷)比賽，共有 43 名學生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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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獎：5C 黃穎妍、2B 陳嘉懿、2A 蔡  澄、2A 溫荏萱、6C 張海滕 

   二等獎：3A 李  艷、4A 簡善珩、1F 黃福華、1G 邱琬喬、1F 謝馨玥、2A 鄭仕博、 

           2D 朱海瑜、6A 成昕翰、2D 曾子悅、2A 鄧安琦、2D 何雨詩、2A 關雅文、 

           2A 陳穎琪、6C 符展榕、6C 黃曦彤、6C 謝昊東、6B 翟亦淳、6B 郭耀文、 

           1E 麥校源 

   三等獎：2B 溫靖茜、2B 曾紫鑫、5C 劉雅瑩、1F 賀  瑋、2B 莫嘉怡、1F 黃詠賢、 

           1F 林心怡、1G 李星雨、2A 洪婉雯、2A 黃偉權、2D 魏嘉睿、6A 鄭家嘉、 

           6A 林詠芝、6A 鄧明駿、6C 劉  葉、6C 彭志航、6C MUNZZA、6C 陳彥君、 

           6B 黃惠琴   

3. 本校學生參加「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37 位學生考獲 B 等級成績，21 位學生考獲 A

等級成績，名錄如下： 

初級組：1E 麥校源、1G 洪晨曦、2A 吳穎瞳、2D 柯金妮、3B 楊焯淇、3B 方志賢、 

        5A 趙樂晴、5B 葉俊浩 

中級組：3B 陳嘉恩、4A 黃曉瑩、5A 楊詩垚、5A 文梓桐 

高級組：2A 關雅文、5A 麥浩宏、6A 唐之荃、6A 鄒裕婷、6A 鄭家嘉、6A 梁嘉彤、 

        6A 梁駿彥、6A 成昕翰、6C 黃梓鋒 

4. 6A 唐之荃獲選為「元朗區文藝之星 2014/15」。 

5. 本校學生參加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的「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獲得優良成績： 

獎狀等級：2B 蔣卓楠、2B 趙家翹、2B 柯宏鋼、2B 孫慕軒、2C 陳炫滔、2C 黃銘芯、 

2C 李嘉宜、2C 呂靖軒、2C 許綺藍、2D 鄭芷盈、2D 鍾沛彬、2D 柯金妮、 

2D 張予宬、3A 陳梓賢、3A 許浩楷、3A 葉子浩、3B 周卓賢、3B 蔡葆怡、 

3B 雷維柏、3B 譚周衡 

銅章等級：4A 李俊健、4A 李曉瑩、4B 黃君熙、4B 文鶴樺、4B 翁淳鉅 

銀章等級：5A 陳家俊、5A 鄭俊希、5A 趙樂晴、5A 麥浩宏、5A 謝日朗、5A 姚紫晴、 

5A 張彩方、5A 張蕊婷、5C 馮浩軒、5C 王穎琳、5C 梁丹正 

金章等級：6A 鄭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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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大眾教育發展基金小荳芽培訓計劃小一新來港學童獎學金 

下學期期考全級第一名(1000 元) 

下學期期考全級第四名(800 元) 

下學期期考全級第五名(500 元) 

下學期期考全級第八名(300 元) 

下學期期考全級第十一名(300 元) 

 

李東海獎學金 

 社會服務(1000 元) 

 語文能力(1000 元) 

 體育運動(1000 元) 

 表演藝術(1000 元) 

得獎者 

 

 

1A 黃可銘 

1E 陳子豪 

1C 劉華舜 

1C 馬詩瑤 

1E 趙君瑜 

 

 

6C 周耀卿 

5A 文梓桐 

6A 孫俊桉 

6A 唐之荃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1000 元) 6A 鄭家嘉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1000 元) 6A 唐之荃 

關超然太平紳士學業進步獎(300 元) 2C 李嘉宜 

 5C 陳盈宇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六年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五年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四年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三年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二年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梁勁謀紀念獎學金(一年級) (每級第一名 150 元) 

                        (每級第二名 100 元) 

                        (每級第三名  50 元) 

6A 勞  湋 

6A 成昕翰 

6A 鄭家嘉 

5A 趙樂晴 

5A 文梓桐 

5A 馬鶴銘 

4A 黃曉瑩 

4A 周智敏 

4A 簡善珩 

3B 張  弘 

3B 張栩濤 

3A 張丹清 

2A 蔡  澄 

2A 蕭淞譯 

2A 戚希耀 

1G 張子豪 

1E 帥宇澄 

1G 葉宇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