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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李東海小學 
08/09 學年 

學生學習成就一覽 

升中派位結果 

2009 年 7 月 7 日升中派位成績公佈，本校共有 42 位學生獲派入讀以下英文中學，佔本校本屆

畢業生 24%： 

學校名稱 獲派學生人數 

元朗區 

1 趙聿修紀念中學 4 

2 新界鄉議局元朗區中學 3 

3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5 

4 元朗商會中學 7 

5 元朗公立中學 4 

屯門區 

6 香港九龍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念中學 3 

7 妙法寺劉金龍中學  3 

8 保良局百周年李兆忠紀念中學  5 

9 保良局董玉娣中學 1 

10 南屯門官立中學 2 

11 順德聯誼總會梁銶琚中學 2 

12 屯門官立中學  1 

其他區域 

13 體藝學院 1 

14 荃灣官立中學 1 

 總數 42 

   

全校共有 179 位畢業生，獲派首三志願的有 158 人，佔 88%。 

 

 

校址：香港新界天水圍天壇街十九號 

19 TIN TAN STREET, TIN SHUI WAI, YUEN LONG, N.T 

                       電話：2446-1188     2446-3223 

傳真：2448-2332 

電郵：twghslth@yahoo.com.hk 

網址：http://www.twghlthlp.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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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九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參加天水圍青年藝術節之《綠野仙蹤》演員選拔活動，是次活動共有 19 間中小

學報名，多達 2500 多位學生參加遴選，而本校有 19 名學生能夠進入首回遴選，進行角

色遴選及分配。最後有兩位同學擔任主角，分別是 6A 許淥鈞扮演稻草人及 6A 麥文灝扮

演魔法師，另外還有 6位同學扮演太陽花、吉特巴舞、小孩及烏鴉等角色。是次活動於 9

月 20 日及 21 日假元朗劇院公開演出，甚獲好評。  
 

十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參加由「小海白創作室」及「金寶湯亞洲有限公司」主辦的「全港小學生『愛

心湯罐標貼』設計比賽」，3D 周文浩獲初級組優異獎，4C 陶俊軒獲高級組優異獎，2A 成

思思及 6E 黃諾汶獲入圍獎。 

2.  本校學生參加了<<家庭能量>>――天水圍家庭效能發展計劃「關心孩子、親親家庭」2008

天水圍親子填色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校際組別： 

初小組冠軍(3B 夏子淇)、優異獎(1C 陶俊樂、3A 林詠儀)。 

高小組季軍(4C 林桂筠)、優異獎(4D 陳廸進、4C 池煒烽)。 

校內組別： 

初小組冠軍(3B 夏子淇)、亞軍(1C 陶俊樂)、季軍(3A 林詠儀)、優異獎(3A 黃幗堯、3C 周

耀權、3B 李家保、2A 鄧駿華、2A 劉嘉美)。 

高小組冠軍(4C 林桂筠)、亞軍(4D 陳廸進)、季軍(4C 池煒烽)、優異獎(4C 陶俊軒、4B 林

育文、4A 周芷蘊、5A 黃建庭、4B 梁嘉雯)。 

3.  跳繩隊於 10 月 10 日獲邀為屯門仁濟醫院第二中學「陸運會頒獎典禮」作表演嘉賓。 

4.  運動員代表於 10 月 23 日參加 08-09 東華三院小學聯校運動會，獲得優異成績： 

女子甲組：200 米冠軍(6A 鍾佩斯)。 

男子乙組：100 米冠軍(5A 許志宏)、200 米季軍(5A 麥振輝)、跳遠冠軍(5F 鄭子健)、擲

木球亞軍(5C 麥嘉榮)、4x100 米冠軍(5A 許志宏、5A 麥振輝、5F 鄭子健、5B

蔡文熹、5F 白銘浩、4D 梁俊榮) 及男乙團體冠軍。 

女子乙組：200 米冠軍(5E 黃詩荔)、跳高亞軍(5D 張美寶)、擲木球冠軍(5D 邱紀瑩)、4x100

米冠軍(5A 鍾景琳、5E 廖婉詩、5B 劉善寧、5E 黃詩荔、5E 李欣婷、5D 張美

寶)及女乙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4x100 米季軍(4A 胡愷軒、4B 覃通、4C 姚韋昭、4C 陶俊軒、4C 林桂筠、4E 黃

浩洋)。 

女子丙組：60 米季軍(3E 范嘉嵐)、4x100 米季軍(4C 朱詠妮、4C 麥嘉欣、4A 林凱瑩、3E

范嘉嵐、4C 袁浩淇、4C 黃卓姚)。 

4.  跳繩隊於 10 月 25 日獲邀為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健康人生樂融融暨開放日」作表演嘉

賓。 

5.  男子乒乓球隊於 10 月 30 日及 31 日參加元朗區學界乒乓球比賽，6E 陳俊豪勇奪男子組單

打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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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數學代表於11月 1日參加由伯特利中學舉辦2008-2009年度元朗區小學數學多元挑

戰賽中獲得多項個人及團體獎項。是次比賽同學表現優異，成績如下︰ 

個人比賽成績︰解難大師個人冠軍(5A 黃建庭)、推理偵探個人冠軍(5A 陳柏榮)、圖形大

師個人季軍(6A 關匯駿)。 

團體比賽成績︰團體一等獎(6A 楊智豪、6A 關滙駿、5A 陳柏榮、5A 黃建庭)、團體二等

獎(6A 何梓鋒、6A 文康衡、6A 劉浩天、6A 王淑昕、6E 李笑儀、6B 朱穎

芝、6A 鄭健樂、6B 符展僖)、團體三等獎(5A 羅浩鋒、5C 江敏、5C 孫玥、

5B 唐浩軒)。 

2.  接力隊於 11 月 13 日參加元朗區友校小學 4X100 米接力邀請賽獲得男子組亞軍。 

3.  6A 鄭家豪、6A 林燕茹、6A 鍾穎詩、6A 施穎彤、6A 駱穎淇、6A 鍾佩斯、6A 許淥鈞、6A

麥文灝、6A 王鈞蕙、6A 吳芷睛及 6A 鄒曉揚於 11 月 15 日參加由萬鈞教育機構主辦、匯

知中學及香港學界民歌協會協辦的「第八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是次比

賽，學生表現優異，獲大會頒發優良獎狀。 

4.  本校運動員代表於 11 月 20 及 21 日參加 08-09 年度元朗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獲得優異

成績： 

男子甲組：200 米亞軍(6D 林源景) 、擲壘球殿軍(6D 林源景)。 

女子甲組：200 米殿軍(6A 鍾佩斯)。 

男子乙組：200 米亞軍(5A 許志宏)、跳遠亞軍(5A 許志宏)。 

女子乙組：200 米殿軍(5E 黃詩荔)、4x100 米 200 米殿軍(5A 鍾景琳、5E 廖婉詩、5B 劉

善寧、5E 黃詩荔、5E 李欣婷、5D 張美寶)。 

5.  新加坡 Loyang Primary School 兩位老師和他們九名花式繩跳繩隊員於 26/11 到我校

進行交流，除了互相認識，一起交流跳繩經驗外，還表演花式跳繩，互相觀摩切磋，彼

此都獲益良多。 

6.  接力隊於 11 月 28 日獲邀請參加元朗區友校中學陸運會，分別獲得男子及女子 4x100 

米接力賽亞軍。 

7.  5A 張泳琳、5A 劉曉健、6A 許淥鈞、6A 羅家杰及 6A 駱穎淇於 11 月 30 日參加由港鐵公司

主辦，星島出版協辦的全港小學生校際專題研習(生態及文化)比賽，獲得高小「文化組」

季軍。 

8.  4B 林育文、6E 張婷婷參與香港小童群益會「童心新聞眼──2008 年十大新聞選舉」獲十

    大童心新聞獎。  
 

十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代表參加第 60 屆香港學校朗誦節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粵語朗誦 

三、四年級女子組詩詞集誦冠軍及第六十屆香港學校朗誦節盃，詩詞獨誦冠軍(榮譽)(2A

趙晞彤)、亞軍(1D 周芷欣)、季軍(2A 吳海盈)、(2A 陳嘉林)及 11 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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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朗誦 

五、六年級男、女子普通話詩詞集誦優良，詩詞獨誦冠軍(6A 陳泓嘉)、亞軍(6A 許淥鈞)、

季軍( 6A 區祺彰)、11 名優良及 2名良好，散文獨誦 1 名優良。 

英語朗誦 

二、三年級女子組集誦亞軍，獨誦亞軍(6A 駱穎淇)、季軍(3A 黃曉茵)、(4A 劉建德)、(6A

麥文灝)、( 6A 許淥鈞)、27 名優良及 1名良好。 

2.  6A 鍾穎詩、6A 麥文灝、6A 駱穎淇、6A 羅家杰、6A 區祺彰及 6A 施穎彤參加由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元朗信義中學主辦之「新加坡學生大使獎勵計劃 2009」獲頒發「新加坡學生大使

獎勵計劃嘉許狀」。 

6A許淥鈞參加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朗信義中學主辦之「新加坡學生大使獎勵計劃2009」

獲頒發「傑出新加坡學生大使獎狀」，並獲邀於 2009 年 2 月 5 日至 8日往新加坡作交流

學習活動。 

3.  本校學生參加本區區議員主辦的「我心目中的爸爸媽媽」視覺藝術比賽獲優異成績，高

級組 4C 吳穎琳獲得冠軍，4C 陶俊軒得亞軍，另 4名優異獎。 

4.  本校學生參加由香港作家聯會、心靈歷奇訓練中心合辦的「愛四川行動」《尋找生命的奇

蹟》徵文比賽，獲得優良成績：本校獲最高參與獎銀獎、小學詩詞組季軍、小學書信組

亞軍及小學小說/劇本組季軍。 

5. 普通話朗誦隊於 12 月 6 日參加第十三屆屯門元朗區小學普通話集誦比賽獲冠軍，2C 王銘

霖參加初小組獨誦獲得優異獎。 

6. 6A 鄭家豪、6A 林燕茹、6A 吳芷晴、6A 王鈞蕙及 6A 鄒曉揚於 12 月 6 日獲邀請參加由東

華三院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

學系協辦的「2009 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元朗及天水圍分區初賽)」的“ Chimes & 
Singing” 表演。 

7.  6A 鄭家豪、6A 林燕茹、6A 鍾穎詩、6A 施穎彤及 6A 駱穎淇於 12 月 7 日參加由元朗大會

堂主辦的「2008 元朗區青少年英文歌唱比賽」，勇奪金獎而晉身 12 月 14 日舉行之總決賽。

在總決賽中更獲得季軍成績。 

8.  本校學生於 12 月 8 日參加由明愛元朗長者社區中心舉辦的「健康由我創」標語創作比賽，

4A 張曉彤獲得亞軍、5A 董浩峰及 6A 陳泓嘉獲得優異獎。 

9.  東方舞班隊員於 12 月 13 日參加「第三十一屆元朗區舞蹈比賽」，以「踩茶」一舞奪得銀

獎成績。 

10. 6A 施穎彤、6A 王鈞蕙於 12 月 23 日參加「2008 香港青少年鋼琴公開比賽」，其中施同學

獲得分組賽第五名。  
 

2009 年一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6A 鄭家豪、6A 林燕茹、6A 鍾穎詩、6A 施穎彤、6A 駱穎淇及 6A 鍾佩斯參加由天水圍居民

服務協會主辦及元朗區議會贊助之「聖誕綜合晚會」中作公開表演，同學以鐘音條及美

樂笛伴奏，演唱“ Amazing Grace＂。 

2.  東方舞班隊員於 1月 14 日參加「第四十五屆學校舞蹈節」，奪得甲級獎。 

3.  東方舞班隊員於 1月 17 日參加「屯門區第二十三屆舞蹈比賽」，奪得銀獎。 

4.  本校同學於 1月 17 日參加「世界濕地日 2009」「第三屆好書劇場之『倘若濕地動植物會

說話』故事演講比賽」，6A 許淥鈞、6A 鄭家豪及 6A 駱穎淇獲高小組亞軍；3A 熊芷晴、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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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芷靖及 3B 梁曉晴獲初小組季軍。 

5.  粵劇小豆苗學員於 1月 17 日獲邀請為翰林幼稚園「十周年校慶暨開放日」作演出活動。 
 

二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參加第七屆 I-CUBE 校際智能爭霸戰於初賽中獲得元朗區冠軍。隨後晉身總決賽，並

獲優異大獎。 

2.  跳繩隊於 2月 7日參加「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男子甲組：連續二重跳亞軍(6A 夏晧暉) 

女子甲組：連續二重跳冠軍(6E 范嘉玲) 

女子乙組：連續二重跳冠軍(3C 范嘉嵐) 

女子乙組：2分鐘速度耐力跳季軍(4E 盧慧玲) 

3.  粵劇小豆苗同學於2月8日獲邀為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新春嘉年華會演出。 

4.  籃球隊隊員於 2月 9日至 2月 18 日參加元朗區校際籃球比賽，分別獲得男子隊及女子隊

第五名成績。 

5.  本校學生於2月12日參加「你想家庭同樂日繪畫比賽」獲優異成績： 

4C 吳穎琳獲高級組冠軍，4C 陶俊軒獲高級組亞軍，3B 李家保、6D 林素素、6D 陳迪麟獲

高級組優異獎，並獲邀出席頒獎典禮。 

6.  東方舞組及 3位曾於「世界濕地日 2009」，香港濕地公園及幼聯合辦的第三屆好書劇場

──「倘若濕地動植物會說話」得獎的同學於 2月 14 日獲 TVB 邀請接受訪問及演出。故

事演講及舞蹈分別在 3月 7日及 3月 14 日於 TVB 的「文化新領域」節目內播出。 

7.  本校學生於 2月 21 日參加由基督復臨安息日會大埔三育中學舉辦的「第四屆小學生現場

中英文作文比賽」，在是次比賽中，本校學生 6A 陳泓嘉獲小六中文組優異獎；6A 許淥鈞

獲小六中文組良好成績。 

8.  6D 林源景於 2月 23 日奪得「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9.  英文話劇於 2月 26 日參加香港學校戲劇節(2008/2009)中獲得傑出合作獎。 

10. 本校運動員於 2月 27 日代表元朗區參加第十一屆全港小學田徑賽，獲得優異成績： 

6D 林源景獲男甲 200 米季軍、4X100 米冠軍、團體冠軍。 

5A 許志宏獲男乙 200 米季軍、跳遠殿軍、4X100 米季軍、團體季軍。 

11. 普通話戲劇組於 2月 27 日參加香港學校戲劇節(2008/2009)獲得傑出劇本獎(鄧翠嬋老

師)、傑出導演獎(鄧翠嬋老師, 王華老師)、傑出男演員獎(6A 陳泓嘉,5A 劉曉健)、傑出

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評判推介演出獎。 

12. 本校於 2月 28 日派出學生及粵劇小豆苗學員參與公益少年團社會服務活動：「老幼共聚

同樂日」進行服務及演出工作。 

13. 本校數學代表於二零零九年二月廿八日參加保良局 2009 香港小學數學精英選拔賽中獲得

多項個人獎項，成績如下︰ 

    個人數學競賽二等：  6A 許淥鈞  6A 鄭健樂 

    個人數學競賽三等獎：6A 關匯駿 

    個人計算競賽三等獎：6A 何梓鋒 

    總成績三等獎：6A 許淥鈞  6A 關匯駿   6A 鄭健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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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本校學生參加第61屆香港學校音樂節共75個項目，參賽人數共170人，獲得優良及榮譽成

績有32項，獲良好成績有38項，當中包括6A施穎彤、王鈞蕙獲木笛二重奏亞軍、6A林燕

茹獲鋼琴獨奏季軍、4C朱詠妮獲木笛獨奏季軍及本校歌詠團獲中文聖詩組季軍。 

2.  本校學生參加「創作加油站」投稿，5D謝崇詩作品—— 功課及4D梁埔苗作品—— 彩虹

獲刊登於星島日報「陽光校園」。 

3.  本校學生於3月7日參加由東華三院盧幹庭紀念中學舉辦「第十屆元朗區小學生英文故事

演講比賽」，6A陳泓嘉獲冠軍成績、6A蔡展容獲優異成績。 

4.  2A勞永恒於3月7日參加由裘錦秋中學(元朗)舉辦的「第十五屆元朗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

講比賽」，順利進入決賽，並獲個人演講初級組優異獎。 

5.  本校運動員於3月11日參加循道衛理中學暨小學運動會接力邀請賽，分別獲得男子隊及女

子隊季軍。 

6.  本校學生於 3月 12 及 13 日參加英國倫敦大學聖三一學院英文分級口試，獲得優異成績:

優異證書(16)、良好證書(22)。 

7.  本校學生於 3月 14 日參加由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舉辦「科學與科技精英探索比

賽 2009」(水火箭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5A 黃瀚南、5A 羅浩鋒、5A 黃建庭獲冠軍成績；5B 張嘉樂、5B 鄧穎芝獲優異獎；5A 許志

宏、5A 何漢榮獲最具創意設計大獎。 

8.  本校學生於 3月 24 日至 3月 27 日參加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測驗中心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Educational Testing Centre) 主辦的國際聯校學科

評估，獲得優異成績： 

    英文科評估: 優異證書(2)、良好證書(20) 

    數學科評估: 高級優異證書(5)、優異證書(13)、良好證書(46) 

    科學評估  : 高級優異證書(3)、優異證書(20)、良好證書(27) 

9.  2C王銘霖及2C黃德瑩於3月28日參加2009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獲得優異獎。 

10. 本校學生於3月28日參加第四屆屯元區普通話才藝比賽，獲得優異成績： 

3D黃綽詩於兒歌詠唱比賽(高山青)獲優異獎。 

5A劉曉健、6A許淥鈞、6A駱穎淇、6A鄭家豪及5B劉善寧於話劇小品(團圓物語)獲亞軍。

11. 3月28日，5A陳柏榮、5A黃建庭、6A楊智豪和6A 鄭健樂代表學校參加了第九屆伯裘盃全

港小學數學比賽網上速算挑戰賽中，勇奪隊制賽優異獎。 

12. 新加坡 Da Qiao Primary School 的 20 位同學跟 4位老師於 3月 30 日到校跟我們的同學

作文化交流活動，除了互相認識外，新加坡的同學更為我們表現印度舞，而我校亦表演

了四個項目，包括東方舞、中國民歌演唱、粵劇表演、普通話戲劇。  
 

四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跆拳道班學員參加了由國際跆拳道聯盟香港地區總部主辦的2009年全港跆拳道套拳錦標

賽，6D張志健獲男子兒童組藍帶及藍紅帶組別金牌、4C鄺家葆獲男子兒童組藍帶及藍紅

帶組別銀牌，另駱嘉熙(舊生、助理教練)獲男子青年組黑帶Ｉ段組別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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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跳繩隊隊員於4月11及12日參加「全港跳繩精英比賽」-團體賽及個人賽，獲得優異成績：

6A夏皓暉獲單人繩速度跳接力比賽亞軍、團體三人交互繩比賽季軍及團體比賽總成績季

軍。 

3.  6A陳泓嘉於4月18日參加2009港澳小學校際開心英語朗讀比賽，獲高級組第三名。 

4.  本校學生於4月19日參加第九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2009)，6A吳芷晴獲初賽優良獎

金牌，而6A林燕茹以優良成績進入決賽。  
 

五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最佳樂器團體成績獎」6A王鈞蕙、6A施穎彤。 

2.  本校學生參加 2008-2009 屯門、元朗及天水圍區英文作文比賽，6A 區祺彰獲散文組冠

軍、6A 許淥鈞獲詩歌組季軍。 

3.  本校學生參加「海洋公園亞洲動物天地-亞洲動物保育教材創作比賽」，1C陶俊樂獲初級

組優異獎，4C李敏靖獲高級組優異獎。 

4.  本校學生參加電腦挑戰獎勵計劃，10名學生考獲金章，1名學生考獲白金章。 

5.  本校學生參加第七屆I-CUBE校際智能爭霸戰進入總決賽。 

6. 本校學生於5月7日以「理想家居之防霉大揭密」一主題，在第十二屆「常識百搭」科學

專題探究展覽中奪取殊榮。六年級麥文灝、文康衡、鍾穎詩同學和五年級劉曉健、何梓

楓同學在比賽中奪得「『常識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優異獎」和「『常識百搭』科學

專題探究展覽科學探究研習日誌優異獎」兩個獎項。 

7. 本校學生6A林燕茹於5月28日進入第九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2009)決賽，獲優良獎

金牌。  
 

六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數學大賽中雲集多間小學的數學精英，5A陳柏榮及5A黃建庭

能在是次的數學比賽中取得小五組的二等獎，真是可喜可賀。 

2. 本校學生參加英國劍橋英語考試，獲得優異成績 : 

 第一級(Starters) 考獲 11 個盾牌或以上的學生 : 12  

第二級 (Movers)  考獲 11 個盾牌或以上的學生 :  4    

第三級 (Flyers)  考獲 11個盾牌或以上的學生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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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學生學習成就 

1.  國畫培訓班同學參加了「第九屆“星星河＂ 全國少年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獲得了獲

得優良成績： 

壹等獎(7 位): 林巧敏(3E)、孫  玥(5C) 、陳嘉慧(5D) 、劉浩天(6A)、何珈羲(6C) 、

陳廸麟(6D)； 

貳等獎(14 位): 蕭詠恩(6D)、蕭欣欣(6B)、莊雪茹(2D)、黃  煒(1A)、馮雅雯(3A)、

鄺慧嫻(5A)、梁凱瑩(4D)、李甄微(4E)、曹嘉麗(4E)、張豪達(5E)、 

盧俊賢(1A)、李子瑩 (5C)、譚愷晴(6B)、劉海俊(5D) 

叁等獎(10 位): 何欣沛(3C)、陳旭輝(4E)、蘇泳怡(2E)、劉婉詩(1D)、江  敏(5C)、 

陳嘉昌(4D)、楊冠陞(2E)、許沛恩(3A)、陳琬媛(4B)、陳啟蕊(3B) 

優秀獎(6位):  彭詠欣(1D)、鍾麗瑩(2C)、張啟邦(2C)、周嘉儀(2B)、劉燿翠(6B)、 

陳慧心(3C) 

2.  國畫培訓班同學參加了「第九屆 PHE國際中小學生幼兒美術書法大賽」獲得了獲得優良
成績： 

三等獎( 3位 )：林樂妍(3E) 、陳旭輝(4E) 、何珈羲(6C)  

優秀獎( 16位)：楊冠陞(2E) 、許沛恩(3A) 、陳啟蕊(3B) 、陳慧心(3C)、何欣沛(3C) 、
陳嘉昌(4D) 、鄺慧嫻(5A) 、江敏(5C) 、李子瑩(5C) 、孫玥(5C) 、
劉浩天(6A) 、劉燿翠(6B) 、蕭欣欣(6B)、譚愷晴(6B)、陳廸麟(6D)、
蕭詠恩(6D) 

3.  國畫培訓班同學參加了「第二屆全國小藝術家杯少兒書畫大賽」獲得了獲得優良成績：
金獎(1位): 孫  玥(5C) 

銀獎(5位): 蕭詠恩(6D) 、何珈羲(6C)、鄺慧嫻(5A)、陳啟蕊(3B)、何欣沛(3C)  

銅獎(7位) : 劉浩天(6A)、蕭欣欣(6B)、鄺慧嫻(5A)、劉海俊(5D)、陳嘉昌(4D)、 

陳慧心(3C)、蘇泳怡(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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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金得獎者 

獎學金 得獎者(班別) 

李東海獎學金 

 社會服務(1000 元) 

 語文能力(1000 元) 

 體育運動(1000 元) 

 美術創作(1000 元) 

 表演藝術(1000 元) 

 

6A 王鈞蕙 

6A 陳泓嘉 

6D 林源景 

4C 陶俊軒 

6A 施穎彤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第五名(1000 元) 6A 陳泓嘉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1000 元) 6A 鍾佩斯 

王定一獎學金(500 元) 2C 彭志傑 

3D 吳浩彰 

6D 張志健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500 元) 6D 林源景 

關超然太平紳士學業進步獎(300 元) 3B 夏子淇 

6D 辜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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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文灝 

6A 陳泓嘉 

6A 許淥鈞 

5A 陳柏榮 

5A 黃建庭 

5A 張泳琳 

4A 劉建德   

4A 謝維澤   

4A 黄偉舜 

3A 劉曜遠   

3A 楊曉亭   

3A 楊智華 

2A 吳海盈   

2A 張俊庭   

2A 黃建城 

1D 陳詩淇   

1B 陳芷茵   

1A 陳詩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