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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15-16 學年 

學生成就一覽 

 

二零一五年九月份 

1. 6A 謝日朗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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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該生更於 7 月 26 日到泰國參加 2015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聯合會及泰國機構 Thai Talent Training 主辦)勇奪金獎殊榮。 

2. 學生參加新加坡數學競賽(2015)初賽，6A 謝日朗榮獲金獎、6A 趙樂晴榮獲銀獎。兩位學

生更於總決賽中取得銀獎。 

 
 

 

十月份 

1. 學生於 10 月 24 日參加由伯特利中學主辦「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獲得優異成績: 

團體一等獎          6A 趙樂晴   6A 文梓桐   6A 謝日朗   6A 葉嘉豪  

團體三等獎          6A 梁思欣   6A 陳樂怡   6A 孔德燊   6A 徐顥耀  

團體三等獎          6C 李毓衍   6A 鄭俊希   6A 馬鶴銘   6A 張彩方  

團體三等獎          5B 陳嘉慧   6A 張蕊婷   5A 彭聖偉   5A 文鶴樺  

圖形大師全場總冠軍              6A 鄭俊希  

推理大王全場總冠軍              6A 謝日朗  

2. 本校運動員於 10 月 29 日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獲得優異成績：4 冠 7 亞 3

季 8 殿及一項破紀紀錄獎，名單如下： 

男子特別組   200 米亞軍(6A 楊詩垚)、100 米季軍(6A 陳家俊) 

女子特別組   100 米亞軍(6C 王穎琳)及 100 米殿軍(6A 張蕊婷) 

    男子甲組     60 米冠軍並獲破紀錄獎(6A 洪昊鋒)、400 米季軍(6C 洪俊熙)、 

                 跳遠亞軍(6A 鄭俊希)、跳高殿軍(6B 黃運智)、 

                 4X100 米季軍(6B 黃運智、6A 洪昊鋒、6A 鄭俊希、6B 黃子聰) 

    女子甲組     60 米亞軍(6C 劉雅瑩)、跳遠殿軍(6C 劉倩欣)、擲壘球亞軍(6A 陳樂怡)、                                   

                 4X100 米殿軍(6C 劉雅瑩、6C 劉倩欣、6B 麥煥兒、6B 陳麗施) 、      

                 跳高冠軍(6B 麥煥兒) 

    男子乙組     擲壘球冠軍(6A 程凱倫) 

女子乙組     200 米殿軍(5A 徐靖斐)、跳遠冠軍(5A 簡善珩)、跳高殿軍(5B 羅雪瑩) 

             4X100 米殿軍(5A 徐靖斐、4A 陳祺聰、5B 羅雪瑩、5A 簡善珩) 

    男子丙組     100 米亞軍(4B 葉永浩)、跳遠季軍(3A 陳錦曦) 

    女子丙組     跳遠殿軍(4B 彭詠宜) 

 
 

 

十一月份 

1. 學生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同樂日」，勇奪女子初級組殿軍及男子高級組殿軍。 

2. 東方舞組於 11 月 14 日參加第三十八屆「元朗區舞蹈比賽」，獲得金獎。 

3. 學生參加「2015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獲得優異成績： 

金獎及優異：5B 鍾芷昕  3A 黃焯思 

銀獎：      2D 江嘉欣  3A 關雅文  3A 溫荏萱  3B 莫嘉怡  3C 曾紫鑫 

銅獎：      3C 李嘉宜  6B 程御峰  6B 黃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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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校運動員參與 11 月 26 及 27 日的元朗區小學校際陸運會比賽，在比賽中取得優良成績: 

男子公開  100 米 季軍   6A 陳家俊  

男子甲組  60 米  亞軍   6A 洪昊鋒  

女子組甲  跳高 6 季軍   6B 麥煥兒  

          鉛球 6 季軍   6C 劉雅瑩 

5. 本校普通話集誦隊參加由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主辦的「第二十屆屯門元朗區普通話朗誦比

賽」奪得集誦組冠軍；6A 張彩方同學奪得高級組詩詞朗誦優異獎。 

 
 

 

十二月份 

1. 學生參加「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得優異成績： 

   普通話集誦冠軍 

   粵語集誦冠軍  

   粵語獨誦   冠軍  2F 黃嘉揚 

   普通話獨誦 亞軍  6A 張彩方 

   英語獨誦   亞軍  4A 盧曉璇 

   英語獨誦   季軍  4A 陳祺聰  2A 陳樂怡  6A 孔德燊 

2. 學生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主辦「世界數學測試比賽」中表現出色： 

中學組數學科優異證書：  6A 謝日朗 

中學組解難分析科良好證書：6A 謝日朗 

   數學科優異證書：       6A 趙樂晴  6A 鄭俊希  6A 孔德燊 

   數學科良好證書：       4A 許浩楷  4B 張栩濤  6A 陳樂怡  6A 馬鶴銘、 

                6A 李耀泓  6A 徐顥耀  6A 黃倩玟 

   解難分析科優異證書：      6A 趙樂晴  6A 鄭俊希 

   解難分析科良好證書：      4A 許浩楷  4A 陳祺聰 

3. 學生參加由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國際新標準教育及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合辦「第十三屆資

優解難大賽」，獲得優異成績： 

   初小組：3A 柯金妮  3A 蕭淞譯  3A 陳穎琪 

高小組：6A 趙樂晴  6A 謝日朗 

   個人賽小六組銅獎： 6A 趙樂晴  6A 謝日朗 

4.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獲得優異成績： 

個人賽銅獎：  6A 鄭俊希 

個人賽優異獎：6A 孔德燊  6A 吳家偉 

5. 本校學生參加「2015 元朗區青少年歌唱比賽」銅獎： 

   3A 鄧健晞  3A 鄧安琦  3A 蔡  澄  5A 孔德軒  6A 孔德燊  6A 張  森 

   6A 鍾璟揚  6A 馬鶴銘  6B 許根源  6B 程御峰  6B 黃子聰  6B 袁  瑤 

   6B 陳麗施  6B 陳智盈  6B 梁芷菁  6C 梁兆琪  6C 劉倩欣  6C 陳盈宇 

6. 「天秀墟超級好聲音歌唱比賽」亞軍及最佳台風獎： 

 5A 孔德軒  6A 孔德燊 

7. 「通識尖尖尖」元朗區小學校際通識尖子爭霸戰 2015-2016： 

 最優秀表現學生獎：6A 陳樂怡獲 

 
 

 

 

2016 年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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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頒發「健康促進學校認證」銅獎。 

2. 學生於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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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獲得優異成績： 

一等獎 2A 帥宇澄  6A 謝日朗 

二等獎 2B 陳誠勇  3A 蕭淞譯  3A 鄭仕博  3A 溫子熙  3A 賴東蔚 

三等獎 2B 黃福華  2B 唐子宸  2B 陳奕霖  2B 姚晞怡  3A 鄧安琦  4A 楊焯淇、 

       5A 黃曉瑩  5A 彭聖偉  5B 周智敏 

3. 6A 程凱倫參加 English Writing for Primary Students2015-2016 獲得 The Tensest Climax 

Award。 

4. 「第十三屆資優解難大賽」獲得全港個人小六組銅獎：6A 趙樂晴、6A 謝日朗 

5. 5B 學生鍾芷昕參加資優教育基金舉辦的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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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東方舞組參加舞蹈比賽，獲得優異成績： 

  屯門區第三十屆舞蹈大賽銀獎；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優等獎 

7. 參加「2015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獲十一項銅獎。 

8. 參加「2015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獲一項金獎、五項銀獎、三項銅獎及一項優異獎。 

9. 6A 趙樂晴獲得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香港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主辦)優良

證書。 

 
 

 

二月份 

1. 6A 趙樂晴獲邀參加「元朗至叻學生領袖訓練營」。 

2. 本校運動員參加友校接力賽，獲得優異成績：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友校接力賽女子組 4 x100 米接力亞軍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友校接力賽男子組 4 x100 米接力冠軍 

元朗明愛陳震夏中學友校接力賽女子組 4 x100 米接力季軍 

3. 新界校長會舉辦第十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獲得優異成績： 

1 項一等獎、6 項二等獎及 4 項三等獎 

4. 第十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總決賽：5B 周智敏獲五年級組優異獎 

5.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主辦第六屆屯門區「數字串串橋」比賽： 

團體賽優異成績：6A 陳永健  6A 程凱倫  6A 葉嘉豪  6A 鄭俊希  6B 周鵬輝 

6. 學生於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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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獲得優異成績： 

 一等獎：2A 帥宇澄  6A 謝日朗 

 二等獎：2B 陳誠勇  3A 鄭仕博  3A 溫子熙   

 三等獎：2 B 姚晞怡  2B 唐子宸  3A 賴東蔚  3A 蕭淞譯   4A 楊焯淇  5A 黃曉瑩 

7. 學生參加第三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主辦)優異成績： 

 

    團體季軍：6A 謝日朗  6A 鄭俊希  6A 趙樂晴  6A 馬鶴銘 

    個人金獎：6A 謝日朗  6A 鄭俊希  6A 趙樂晴 

    個人銀獎：6A 馬鶴銘 

 

 

  

 

 

三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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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主辦 2016 屯門元朗區小學數學遊蹤大賽團體銀獎： 

6A 鄭俊希  6A 謝日朗  6A 程凱倫  6A 林子聰 

2. 裘錦秋中學(元朗)舉辦的「第二十二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親子組冠軍： 

6A 張彩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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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解難全場總冠軍： 6A 鄭俊希  6A 謝日朗 

數學急轉彎全場總亞軍：6A 鄭俊希  6A 謝日朗  6A 葉嘉豪 

4. 學生參加 2016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保良局與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合辦)，獲得優

異成績： 

 

  計算競賽一等奬、數學競賽三等奬、總成績二等奬：6A 謝日朗   

  計算競賽三等奬、數學競賽三等奬、總成績三等奬：6A 趙樂晴   6A 鄭俊希  

5. 學生參加「第十一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獲得兒歌詠唱季軍、集體朗誦季軍

及 4 項優異獎。 

6. 學生參加「第十一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獲得兒歌詠唱季軍、集體朗誦季軍

及 4 項優異獎。 

7.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6A 馬鶴銘獲得鋼琴獨奏亞軍、4A 張弘獲得木笛獨奏

季軍、1E 丘藹晴獲得聲樂獨唱榮譽成績 

 

 

 

 

四月份 

1.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5-16」「文藝之星」5B 鍾芷昕獲頒

發獎盃及嘉許狀。 

2. 6A 鄭俊希、6A 謝日朗、6A 趙樂晴參加由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及香港

數理教育學會主辦的「元朗區小學校際數理、科技及工程綜合大比拼 2016」獲得優異獎。 

3. 學生參加由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主辦的 2016 亞

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3A 蕭淞譯、4A 楊卓淇、6A 趙樂晴獲得銀獎；6A 文

梓桐獲得銅獎。 

4. 學生參加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 2016 華夏盃總決賽： 

二等獎：2A 帥宇澄 6A 謝日朗 

三等獎：2B 陳誠勇 3A 鄭仕博 3A 蕭淞譯 4A 楊卓淇 

5. 本校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獲得傑出合作獎，6A 孔德燊及 6C 許駿昇獲得傑出演員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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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獲得兩金、三銀及四

銅的佳績。 

7. 本校參加「SportACT 獎勵計劃」獲頒發 115 張證書，當中包括：47 張金獎、20 張銀獎

及 48 張銅獎。 

8. 6A 鄭俊希、6A 謝日朗、6A 趙樂晴參加元朗區小學校際數理、科技及工程綜合大比拼

2016(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 獲得優異獎。 

9. 學生於 4 月 17 日參加 2016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初賽獲得優異成績： 

一等獎 6A 謝日朗    三等獎 4A 楊焯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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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 

1. 本校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獲得傑出合作獎，6A 孔德燊及 6C 許駿昇獲得傑出演員獎。 

2. 跳繩隊同學參加由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舉辦「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6」，獲得三

金、五銀、六銅及三殿的佳績。 

3. 跳繩隊同學參加由天水圍香島中學主辦「香島盃 – 元朗及北區小學跳繩大賽 2016」，獲

得兩銀、三銅及一殿的佳績。 

4. 6A 洪昊鋒、6B 麥煥兒、6C 洪俊熙及 4A 陳梓賢獲元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及獎學金港幣

500 元。 

5. 6A 張彩芳獲元朗區傑出小學生獎。 

6. 6A 趙樂晴獲元朗區至叻學生領袖獎。 

7. 學生參加 “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Prize Giving Ceremony”， 

獲得優異成績：6A 趙樂晴獲 First Class Honour、6A 洪昊鋒及 6A 孔德燊獲 Second Class 

Honour、6A 葉嘉豪獲 Third Class Honour。 

8. 6A 謝日朗及 6A 趙樂晴參加由《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主辦的 2015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初賽)分別奪得金獎及銅獎。 

9. 學生參加由保良局主辦「2016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6A 謝日朗獲得計算競賽一等

獎、數學競賽三等獎及總成績二等獎；6A 趙樂晴及 6A 鄭俊希獲得計算競賽三等獎、數

學競賽三等獎及總成績三等獎。 

10. 本校學生參加「東華三院聯校小學水運會」獲得優異成績：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季軍、男

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亞軍、男子乙組 4x50 米接力季軍。 

11. 3A 蕭淞譯獲得 2016 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正統心算協會主辦)三等獎(數學小

三組)。 

12. 本校學生參加多元智能盃 2016(香港珠算協會及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主辦)，獲得

優異成績： 

 二等獎       6A 謝日朗 

     三等獎       3A 温子熙 

     心算中級組   3A 張文峰 

13. 本學年本校有 50 名學生於十二月十二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同胞史編輯委員會國際

教育中心舉辦的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考獲成績優異。其中十五位同學考獲 B 等級

之佳績，而考獲 A 級成績共十四位，名錄如下： 

吳偉鴻(1A)、賀 瑋 (2A)、張熙彤(3A)、程御峰(6C)考獲初級組 A 級成績。 

石森雨(1C)、楊焯淇(4A)、李耀泓(6A)、王穎琳(6C)考獲中級組 A 級成績 

簡鈞宜(3A)、溫子熙(3A)、陳炫滔(3C)、馬鶴銘(6A)、楊詩垚(6A)、許駿昇(6C) 考獲 

高級組 A 級成績。\ 

 
 

六月份 

1. 全港五年級英文網上學習平台 Fun and Friends Top Ten Achiever Award 

第二名：5A 黄曉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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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 2016 獲得優異成績：    

   優異證書 :  陳  博 (4A)  陳啓謙  (5B) 趙樂晴 (6A)  孔德燊 (6A) 

   優良證書 :  謝日朗 (6A) 

 

   數學科 2016 獲得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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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榮譽證書 : 鄭俊希(6A)  趙樂晴(6A) 

   榮譽證書 : 溫子熙(3A)  孫慕軒(3C)  陳祺聰(4A)  謝日朗(6A)  葉嘉豪(6A)   

   優異證書 : 陳錦曦(3A)  鄭仕博(3A)  賴東蔚(3A)  勞浚(3A)    金展鵬(3C)  

            .劉子軒(3D)  陳博(4A)    譚周衡(4A)  張弘(4A)    張丹清(4A)   

             .方志賢(4B)  陳樂怡(6A)  孔德燊(6A)  文梓桐(6A)  徐顥耀(6A)  

   優良證書 : 關雅文(3A)  蕭淞譯(3A)  盧劍明(3C)  張彩方(6A) 

   科學 2016 獲得優異成績： 

.高級榮譽證書 : 謝日朗(6A) 趙樂晴(6A) 

   榮譽證書 :     鄭俊希(6A) 

   優異證書 :     張 弘(4A) 張丹清(4A) 彭聖偉(5A) 徐顥耀(5A) 

   優良證書 :     黄曉瑩(5A) 

3.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

克協會（香港）主辦)銅獎：3A 蕭淞譯、6A 趙樂晴、6A 文梓桐 

4. 2016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

克協會（香港）主辦) 獲得銅獎：2B 陳誠勇 

5. 「第三十七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中級組良好獎：3A 鄧安琦 3A 溫荏萱 

    高級組優異獎：6C 雷穎琛 

    高級組良好獎：6A 陳樂怡 6A 洪昊鋒 6A 趙樂晴 5A 文鶴樺 

6. 「元朗區青年節 2016 年青少年創意藝術作品展」優異獎： 

 6A 謝日朗  6A 鄭俊希  6A 洪昊鋒  6A 林子聰   

 6C 孫耀祥  6C 黃穎妍  6C 梁兆琪  6C 劉雅瑩 

7.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第 19 卷)暨 2016 比賽：“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壹等獎：6A 洪昊鋒  6C 雷穎琛  6C 黃穎妍  6C 劉雅瑩 

   貳等獎：1D 王偉信  1D 鄧茹心  4A 張  弘  6A 楊詩垚  6B 梁芷菁  6C 陳星辰 

   叁等獎：1D 詹雅文  1D 劉  馨  1D 程睿桐  4A 陳梓賢  4A 何詠茵  4B 蔡嘉雯  

           6A 葉嘉豪   6A 張彩方  6B 陳麗施  6C 陳盈宇  6C 陳志城 

 
 

 

七月份 

1. 本學年本校有 25 名三年级普教中班同學於 5 月 13 日接受由北京大學語文研究所主辦的

GAPSK 中小學普通話水平測試。考生三甲班 25 位同學, 成績相當理想筆試部份共有 20

位同學達優良至卓越的成績，而口試部份則共有 19 位同學達優良至卓越的成績。而考獲

筆試加口試總分達卓越成績的有以下八位同學: 

黃馨儀  關雅文  溫子熙  溫荏萱  吳穎曈   張熙彤  鍾鴻熙  楊心柔 

 

2. 本校有八位同學於 7 月 9 日參加第四屆新家園深港朗誦精英賽, 其中 6A 文梓桐同學獲高

級組古詩朗誦銅獎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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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獎學金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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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 孔德燊 

6A 趙樂晴 

6B 麥煥兒 

6A 馬鶴銘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3000 元) 6A 謝日朗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1000 元) 6A 洪昊鋒 

元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500 元) 6A 洪昊鋒 

6B 麥煥兒 

6C 洪俊熙 

關超然太平紳士學業進步獎(300 元) 2G 陳冠霖 

 5B 張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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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樂晴 

6A 陳樂怡 

6A 孔德燊 

5B 周智敏 

5A 黃曉瑩 

5A 文鶴樺 

4A 陳祺聰 

4B 張栩濤 

4A 陳  博 

3A 蔡  澄 

3A 張熙彤 

3A 蕭淞譯 

2A 帥宇澄 

2A 帥宇澄 

2B 張子豪 

1C 王曄婷 

1A 吳偉鴻 

1C 石森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