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頒獎機構 獲獎內容 獎項 學生姓名 

9-8-2014  

HKCEA  

香港兒童 

教育協會  

HKCE AHong Kong 

Children Singing Festival 

Piano Competition 

2014 

香港兒童歌唱節‧鋼琴

大賽 2014  

3RD PLACE  Lam Cheuk Yan  

8-2014  

中港澳 

國際文化協會 

思凱競賽教育  

全港兒童歌唱大賽  

凱港盃 2014  
亞軍  林卓欣  

3-8-2014  
黃榮任舞蹈 

學校 

第九屆港自由盃全港公

開 

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單人單項基本步 Paso 

Doble 亞軍 

賴沅蕎  

第九屆港自由盃全港公

開 

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賽 

單人單項基本步 Jive 

 

26-7-2014  香江盃組委會  
第六屆「香江盃」 

藝術大賽 ( 歌唱 )  
銀獎 林泳兒  

28-6-2014  

港澳地區中小

學普通話水平

考試委員會、北

京大學語文教

育研究所  

第一屆 GAPSK  

屯門、元朗、天水圍區  

普通話朗誦比賽  

幼稚園組(K1)兒歌獨誦  

亞軍  林卓欣  

22-6-2014  小寶教育集團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K1 英語詩詞獨誦  

榮譽  

亞軍  
林卓欣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K2 英語童詩獨誦  傑出榮譽獎  
賴沅蕎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吳芯蕎  



K2 普通話詩詞獨誦  

22-6-2014  小寶教育集團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K1 普通話童詩獨誦  
榮譽  林卓欣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K2 英語童詩獨誦  

冠軍  

賴沅蕎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K2 普通話詩詞獨誦  
吳芯蕎  

2014 全港兒童朗誦節  

K1 普通話童詩獨誦  
林卓欣  

20-6-2014  惠氏金裝  
惠氏金裝學兒樂  

填色比賽  
亞軍  賴婥傜  

5-2014 
中國青少年研

究會 

第 14 屆“星星河”全國

青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

影大賽暨《中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壹等獎 

袁止柔 趙穎芊 曾漢鈺 林宏欣 

黃鎧澄 陳天怡 張芷恩 何鎧晴 

葉韋嬈 張雨晴 黎子菁 梁銘灼 

葉家琪 梁咏欣 盧卓彤 陳諾思 

伍衛衡 潘恩祈 尹悅銘 林泳兒 

李清麗 

美術貳等獎 

鄭俊浩 麥華力 曾曉晴 馮星霖 

黃紀嵐 施碧兒 陳宏碩 鄭文俊 

冼煥鏵 鍾雅如 冼螢勵 司徒翊霆 

黃鈺然 梁棽栘 梁善童 邵皓謙 

余至雅 謝優賢 陳嘉灝 蘇靉藍 

袁止柔 趙穎芊 錢靖琳 鄧嘉文 

梁紫欣 駱心妍 曾濼芯 陳莃珧 

李懿雯 張正楓 吳禹澤 賴恩豫 

胡殷瑜 薛偉傑 鍾梓蒨 林卓欣 

冼樂旼   

美術叁等獎 

洪鋺澄 李海瑤 梁凱傑 黃雯昱 

顧詠瑜 吳傲瑜 李晞嵐 劉可藍 

蔡曉旻 鍾翰賢 何卓謙 張傲遙 

李煒俊 戴玥萍 鍾尚姸 盧鎧嬈 



文藝豪 林穎玹 岑瑋津 蕭芷希 

黃曉豐 葉常鶴 于樂瑤 祁 程 

程姵珈 陸麗因 何鎧瑤 何彩瑤 

張德誠 謝卓霖 黃祐希 盧振昇 

陳樂行 黎奕弘 吳宛勵 郭曦堯 

趙海希 林凱蕎 張志樂 江映月 

劉卓彤 潘洛君 鍾天愛 林佑聰 

梁匡晴 馮頌文 楊政楠 陳可穎 

黃承軒 黃詩惠 鄭家聲 麥子朗 

梁曉鍶 馮兆鉦 楊嘉鈴 劉可期 

何梓晴 黃苡寧 洪皓喬 陳杍杰 

何証騫 郭愷立 蘇漢剛 曾學銘 

林子喬 劉蔚蕎 梁悅晴 李芷宜 

湯愷蕎 黃芷淇 

美術優秀獎 

鄧凱晴 張泳琦 郭昫堯 王皓月 

蕭文希 梁靜彤 陳樂頤 易芯言 

袁思樺 文琛柔 梁樂心 葉晞璡 

譚凱嵐 李卓延 鍾詩慧 麥癸晞 

葉沛堯 陳冠廷 梁可瑩 陳采妍 

陸麒恩 衛梓林 梁晫鏗 張思婷 

鄭柏浩 黃昊朗 黃灝浚 陳子晞 

李倩怡 吳文熙 黃靖荷 周焯琳 

陳梓齊 何冠榆  吳俙彤 粱梓朗 

張稀浪 張稀漫 鄭賢鈺  溫天昕 

葉錦添 衛康星 吳婧嬈 林學謙 

劉穎臻 梁曉銘 梁祐銓 孫雋仁 

鄧宇森 曾顥鋮 黃俊樺 呂沛盈 

伍樂恩 吳梓鈴 

18-6-2014 

保良局香港道

教 

聯合會圓玄小

學 

Po Leung Kuk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Yuen Yuen Primary School  

2013-2014 Super Speakers 

(K2 Nursery Rhymes Pair 

Champion 
Mak Ting Cheung 

Siu Tik Fei 



Speaking 

Po Leung Kuk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Yuen Yuen Primary School  

2013-2014 Super Speakers 

(K3 Poem Pair Speaking 

1st Runner-up 
Chan Cho Chak 

Ko Long Yin 

26-5-2014 
皇冠汽車有限

公司 

『Toyota 創意新年』繪

畫創作比賽 

初級組(創意

獎) 
陳祖澤 

24-5-2014 教育出版社 

全港幼稚園來說普通話

比賽 2014 

團體組比賽 

最佳舞台設計

獎 

陳祖澤 何梓晴 施碧兒 李梓維 

李清麗 曾學銘 羅浩然 冼螢勵 

陳嘉灝 梁洛森 

24-5-2014 

HKUMBA 

Global Business 

Regional 

Perspective 

Alumni Social 

Enterprise 

CCML2014 年夏季英語

演講比賽(朗誦) 
1st Runner-up 陳諾思 

16-5-2014 小海白創作室 

《2012-13「建行(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全港幼稚園親子填色比

賽》 

優異獎 易芯言 郭曦堯 

入圍獎 賴婥傜 陳祖澤 司徒翊霆 

10-5-2014 M for Mother 

第一屆全港兒童親子朗

誦比賽 

K3 普通話朗誦個人賽 

冠軍 陳祖澤 

10-5-2014 
普通話教師學

會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

話傳藝比賽  

K2 詩歌三人組 

第四名 莫淑華 林宏欣 陳芷淇 

4-5-2014 
香港普通話研

習社 

第九屆全港幼稚園及小

學普通話比賽(決賽)  

K1 組 

季軍 林卓欣 

4-5-2014 香港多元智能 香港兒童及親子朗誦精 季軍 黃啟睿 



協會 英錦標賽(2014) (英普粵) 

K1 粵語獨誦 

2-5-2014 
日清食品有限

公司 

家家愛吃的出前一丁填

色繪畫比賽(幼稚園組) 
亞軍 梁曉銘 

3-5-2014 
香港童軍總會 

屯門西區 
小童軍競技挑戰日 亞軍 

麥華力 李宏峰 江映月 王鎮滔 

羅慧琳 梁睿 馮兆鉦 王朗天 

謝優賢 陳柏岐 劉可期 伍衛衡 

尹悅銘 鄧宇森 李清麗 

5-2014 我愛香港協會 
2014 我愛香港德育演講

比賽(幼兒組) 

冠軍 羅浩然 

優異 陳祖澤 

30-4-2014 Page One(HK) 
Page One kids Easter 

coloring competition 
1st prize 陳諾思 

27-4-2014 
普通話教師學

會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

話傳藝比賽  

K2 普通話兒歌組 

優良獎 蕭滌非 

27-4-2014 
香港普通話研

習社 

第九屆全港幼稚園及小

學普通話比賽  

(兒歌朗誦)K1 組 

一等獎 林卓欣 

二等獎 周子允 

27-4-2014 
香港教育工作

者聯會 

2014 兒童朗誦大賽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K2&K3) 

冠軍 陳諾思 

亞軍 何梓晴 

26-4-2014 
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 
寶貝 SING 聲星兒歌比賽 

銀獎 冼螢勵 洪皓喬 

熱心參與獎 黃芷淇 

20-4-2014 

中國語文現代

化學會、中國傳

統文化促進

會、中國青少年

素質教育發展

中心、全國青少

年語文知識大

2014 年全國青少年普通

話朗誦總決賽 ( 兒歌 ) 

二等獎 陳諾思 

2014 年全國青少年普通

話朗誦總決賽(講故事) 



賽組委會 

31-3-2014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老鼠記者 10 周年親子

填色比賽 
優異獎 林泳兒  易芯言 司徒翊霆 

29-3-2014 
樂善堂 梁銶琚

學校 ( 分校 ) 

2nd Kindergarten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New 

Territories West)  

Solo Verse K3(B) 

Champion 

 
Astrea Chan 

2nd Kindergarten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New 

Territories West)  

Solo Verse K3(A) 

First Runner Up Ho Tsz Ching 

2nd Kindergarten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New 

Territories West)  

Solo Verse K2 (B) 

First Runner Up Mak Ting Cheung 

2nd Kindergarten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New 

Territories West)  

Solo Verse K3(A) 

Merit Lam Wing Yi 

2nd Kindergarten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New 

Territories West)  

Solo Verse K2 (B) 

Merit Sabrina Kaufmann 

28-3-2014 
葛蘭素史克藥

廠 (GSK) 

預防腦膜炎雙球菌貼貼

畫畫創作比 
優異獎 

邵皓謙 陳祖澤 陳諾思 司徒詡霆 

林泳兒 梁曉鍶 梁曉銘 周海楠 

賴婥傜 覃樂勤 



27-3-2014 
小寶教育集

團、國際培幼會 

「愛世界‧愛女孩」慈善

繪畫比賽 2014 
卓越優異獎 陳諾思 

22-3-2014 

中國青少年文

化藝術交流協

會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誦藝

比賽 (語文作品集演繹) 

中國青少年演講節  

普通話繞口令 

金獎 陳諾思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誦藝

比賽(語文作品集演繹)

中國青少年演講節 

普通話詩詞 

優異獎 陳諾思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誦藝

比賽 (語文作品集演繹) 

中國青少年演講節  

粵語兒歌 

銅獎 陳諾思 

15-3-2014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誦 

藝比賽 (語文作品集 

演繹)中國青少年演講節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Astrea Chan 

21-3-2014 

屯門區議會地

區設施管理委

員會 

社區參與工作

小組轄下「社區

閱讀督導小

組」、救世軍屯

門青少年綜合

服務 

親職共融悅讀計劃 

2013-2014 

「我最喜愛的圖書人物

設計比賽」  

親子組 

優異獎 郭曦堯 

21-3-2014 
香港兒童藝術

發展中心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4 季軍 李家慧 

18-3-2014 
艾斯爾國際文

化交流(香港) 

2014「讓愛動起來」  

繪畫比賽(亞太區) 

一等獎 陳祖澤 

三等獎 陳諾思 



8-3-2014 保良局 
2013 國際水合作年美術

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 2 等 
陳可穎 張子堯 盧卓彤 黃詩晴 

世界賽— 3 等 

香港賽— 3 等 鐘天愛 潘洛君 黎子菁 馮鈺蕎 

香港賽— 3 等 邵皓謙 

1-3-2014 
香港升旗隊總

會 
2014 年周年檢閱禮 

最整齊制服獎 

林睿澄 蔡偉倫 岑瑋津 黃瑋韜 

朱浩然 吳禹澤 伍駿希 陳紫筠 

林宏欣 祁 程 黎鈞彥 陳子晞 

吳雨熹 曾漢鈺 葉常鶴 梁紫欣 

謝卓霖 梁諾晞 駱心妍  吳文熙 

杜家熙 葉韋嬈 曾朗欣 羅浩然 

周羿辰 賴婥傜 蕭滌非 林佑聰 

吳俙彤 崔焯琳 陳祖澤 梁善童 

莫介希  潘恩祈 鄧雍政 張栢然 

曾學銘 孫雋仁 司徒翊霆  

蘇漢剛 麥子朗 梁洛森 

最佳律動獎 

1-3-2014 元朗大會堂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銀獎 尹悅銘 

銅獎 邵皓謙 伍樂恩 麥華力 

1-3-2014 
國際優質教育

協會 

香港亞洲音樂比賽暨幼

兒歌唱比賽 
殿軍 賴沅蕎 

28-2-2014 
亞洲藝粹教育

中心 

童畫「顯」故事繪畫 

比賽 
冠軍 李家慧 

26-2-2014 
香港少年藝術

發展會 

香港少年奧林匹克繪畫

大賽 2014 
亞軍 李家慧 

23-2-2014 

香港建築師學

會 

香港規劃師學

會 

香港設計師學

會 

2013 港深城市 \ 建築

雙城雙年展 ( 香港 )  

幼稚園兒童繪畫比賽 

亞軍   洪皓喬 鄧雍政 

21-2-2014 香港家庭教育 「家 + 教出 CEO 」之 優異獎 李家慧 郭曦堯  陳諾思  邵皓謙 



學院 「『你』想的家」親子創

作比賽 

我至 LIKE 人

氣獎 
李家慧 

20-2-2014 
香港當代藝術

學院 

2014 當代青少年及兒 

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亞軍 陳祖澤 

16-2-2014 

中國語文現代

化 

學會(教育

部)、中 

國傳統文化促

進 

會(文化部)、中

國 

青少年語言文

化 

學會、中國青少 

年素質教育發

展中心 

全港青少年語文知識大

賽 ( 講故事 ) 
一等獎 

陳諾思 
全港青少年語文知識大

賽 ( 兒歌 ) 
二等獎 

14-2-2014 海港青年商會 

海港青年商會第三十五

屆國 

際兒童繪畫比賽 

初級組 

良好獎 
林泳兒 

馮星霖 

14-2-2014  
耀中語藝教育

中心  

第四屆「親親大地」 

國際繪畫比賽  
優異獎  陳諾思  

13-2-2014 
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 

「光的藝術」校園推廣計

劃 2014  

全港學界「光的藝術」 

創作比賽 

優異獎 郭曦堯 

28-1-2014  

香港中華基督

教 

青年會  

30 歷史傳情-本土文化風

情體驗及傳承計劃-全港 

兒童填色比賽 

入圍作品  陳諾思  

27-1-2014  
基督教香港信

義 

【愛‧傳承】兒童敬老填

色及繪畫比賽  
亞軍  梁曉銘  



會信義尊長

會、 

基督教香港信

義 

會屯門青少年

綜 

合服務中心 

27-1-2014 南聯教育基金 
第八屆品德教育漫畫創

作比賽 
優異獎 郭曦堯 

25-1-2014  

港澳地區中小

學 

普通話水平考

試 

委員會、北京大 

學語文教育研

究 

所  

第十四屆 GAPSK 普通

話朗誦比賽  

幼稚園組 古詩獨誦  

卓越  陳諾思  

21-1-2014  

東華三院李東

海 

小學  

十五周年校慶親子創意

填色比賽  
季軍  郭曦堯  

18/19-1-2014  沙田體育會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14  

自選拳組  
第肆名  

何証騫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14  

初級刀術  
第壹名  

18-1-2014  教育出版社  

全港幼稚園來說普通話

比賽 2014  

個人比賽初級組  
優異獎  

周子允  

全港幼稚園來說普通話

比賽 2014  

個人比賽中級組  

羅浩然  

15-1-2014  思維騰飛創作 2014 第二屆《騰飛盃》 銀獎  賴沅蕎  



室  智力奧數比賽  

12-1-2014 
屯門文藝協進

會 

二零一四年屯門區第二

十八屆舞蹈比賽 
銀獎 

黃思晴 吳俙彤 馮凱嵐 羅慧琳 

陳可穎 施碧兒 葉家琪  馮頌文 

梁咏欣 文子晴 黃曉霖 潘恩祈 

林子喬 司徒翊霆 冼螢勵 李芷宜 

梁悅晴 

11-1-2014  道教青松小學  第十屆幼兒唱遊薈萃  

金獎  
劉卓彤 曾曉晴 張稀浪 張稀漫  

張子堯 盧卓彤 黃詩晴 陳巧楹  

林凱蕎 梁曉鍶 梁洛森 蘇靉藍  

徐倩婷 張栢然 李雪玲 何証騫  

郭愷立 梁曉銘 鍾雅如 

最和諧音色獎  

8-1-2014  興德學校  
「興德迎新春」填色比賽  

幼稚園組  

冠軍  郭曦堯  

優異獎  林泳兒 司徒翊霆 陳祖澤 

7-1-2014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LONDON COLLEGE OF 

MUSIC EXAMINATIONS  

UWL Speech and Drama 

(LCM)  

Early Learning (Speech and 

Drama) Stage2  

Distinction  Lai Yuen Kiu  

4-1-2014 

柏立基教育學

院校友會  

何壽基學校  

「夢想飛翔」朗誦比賽 

2014  

普通話朗誦  

冠軍  林蔚 

亞軍 陳祖澤 

「夢想飛翔」朗誦比賽 

2014 

英語朗誦 

優異獎 
陳諾思  

陳祖澤 

「夢想飛翔」繪畫比賽 

2014 

季軍 潘恩祈 

優異獎  陳祖澤  

29/22-12-201

3 

亞洲青少年才

藝學會  

校園精英盃  

朗誦大賽  

Solo Verse Speaking(K2)  

Gold  Lai Yuen Kiu  

20-12-2013  Mega Ice  Mega ICE 聖誕夢幻冰 優異獎  陳諾思  



FUN 樂園  

全港校際創意繪畫比賽  

幼稚園組  

17-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 65 屆香港朗誦節  

普通話 童詩朗誦  
B  李清麗 冼螢勵  

第 65 屆香港朗誦節 

幼兒朗誦 粵語  

B  梁睿 林蔚  

B  李梓維 施碧兒  

16-12-2013  
屯門區小學校

長會  

幼稚園親子環保填色比

賽 

冠軍  郭曦堯  

季軍  邵皓謙  

7-12-2013  
鐘聲慈善社胡

陳金枝中學  

2013-2014 屯門及天水圍

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異  林蔚  

4-12-2013  

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屯門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

心  

「閱讀創未來」填色及繪

畫 

創作比賽  

冠軍  郭曦堯  

亞軍  易芯言  

季軍  賴婥傜  

優異  
李家慧 

司徒翊霆  

1-12-2013  
香港優兒藝術

協會  

第四屆香港學界  

兒童朗誦大賽 2013  

( 英普粵 )  

English-Nursery Rhyme  

冠軍  陳諾思  

第四屆香港學界  

兒童朗誦大賽 2013  

( 英普粵 )  

普通話 - 古詩  

第四屆香港學界  

兒童朗誦大賽 2013  

( 英普粵 )  

普通話 - 故事演講 

12-2013 
香港金紫荊音

樂基金會 

2014 第五屆香港「金紫

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異 陳諾思 



幼兒 C 組 詩歌組 

2014 第五屆香港「金紫

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  

幼兒 C 組 兒歌組 

2014 第五屆香港「金紫

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  

幼兒 C 組 講故事組 

12-2013  

香港青少年表

演藝術節籌委

會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3  
表演銀獎  陳杍杰  

12-2013  香港舞蹈總會  
袋鼠盃舞蹈比賽  

幼童群舞組  
亞軍  陳杍杰  

25-11-2013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 65 屆香港朗誦節  

普通話 童詩朗誦  

B  
陳祖澤  

何梓晴  

C  李卓蕎  

23-11-2013 
廠商會蔡章閣

中學 

2013 薈藝盃才藝比賽 

( 初賽 )  

幼稚園組 綜合藝能 

良好獎狀 

伍樂恩 

陳諾思 

林泳兒 

2013 薈藝盃才藝比賽 

( 初賽 ) 幼稚園組 講

故事 

優良獎狀 陳祖澤 

良好獎狀 陳諾思 

2013 薈藝盃才藝比賽 

( 初賽 ) 幼稚園組 中

文朗誦 

優良獎狀 
陳祖澤 

葉政昊 

良好獎狀 

伍樂恩 

陳諾思 

林泳兒 

2013 薈藝盃才藝比賽 

( 初賽 ) 幼稚園組 歌
優良獎狀 

陳祖澤 

林泳兒 



唱組 
良好獎狀 陳諾思 

2013 薈藝盃才藝比賽 

( 決賽 ) 幼稚園組 歌

唱組 

亞軍 伍樂恩 

2013 薈藝盃才藝比賽 

( 決賽 ) 中文朗誦 
季軍 陳祖澤 

2013 薈藝盃才藝比賽 

( 決賽 ) 講故事 

亞軍 陳祖澤 

季軍 葉政昊 

23-11-2013  
仁濟醫院羅陳

楚思小學  

親子填色比賽——珍惜

食物  
優異獎  林泳兒  

23-11-2013  東華三院  
2014 全港幼兒英文歌唱

比賽 ( 初賽 )  
金獎  

鄧梓逸 邵皓謙 伍衛衡 馮兆鉦 

洪皓喬 趙顥竣 余至雅 梁善童 

劉可期 謝優賢 吳穎琳 鄧紫晴 

梁棽栘 曾學銘 陳杍杰 尹悅銘 

黃鈺然 黃芷淇  

11-11-2013  
香港交通安全

會  

齊起步 Goal Zeroyu 道

路安全填色比賽  
冠軍  李家慧  

10-11-2013  

中國青少年文

化藝術交流協

會  

2013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 

( 香港 ) 才藝比賽  
亞軍  陳祖澤  

3-11-2013  
香港普及藝術

協會  

第五屆「普藝盃」 2013 

朗誦才藝大賽  
Merit  邵皓謙  

9/2-11-2013  
香港藝海語言

藝術中心  

2013 第二屆全港  

” 藝海之星 ” 綜藝比

賽  

普通話幼兒古詩 (K2)  

冠軍  賴沅蕎  

2013 第二屆全港  

” 藝海之星 ” 綜藝比

賽  

English Solo Verse 

Honour Award  Lai Yuen Kiu  



Speaking  

Kindergarten(K2)  

1-11-2013  

僑港伍氏宗親

會伍時暢紀念

學校   

單項比賽 ( 聚少成多 )  亞軍  
邵皓謙 梁棽栘 馮兆鉦 吳穎琳 

何梓晴  

團體優異獎  優異獎  

黃承軒 葉錦添 蘇靉藍 徐倩婷 

林凱蕎 呂沛盈 黃芷淇 吳梓鈴 

鍾雅如 林子喬  

11-2013  

中國青少年文

化藝術交流協

會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 ( 香

港 ) 才藝比賽  

亞軍 陳祖澤 

季軍  吳俙彤  

19-10-2013  
元朗大會堂社

區 

2013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

比賽 ( 初賽 )  
金獎  王胤齡  

19-10-2013  
元朗大會堂社

區 

2013 全港兒童 中文歌

唱比賽 ( 初賽 )  
銀獎  

周焯琳 鄭藝晴 冼螢勵 伍樂恩 

謝卓霖 陳碧禧 林泳兒 黃芷淇  

19-10-2013  
元朗大會堂社

區 

2013 全港兒童 中文歌

唱比賽 ( 初賽 )  
銅獎  黎家歷  

11-10-2013 
蟠桃兒(香港)

有限公司 

第三十八屆世界兒童畫

比賽 
蟠桃兒賞 馮星霖 

10-2013  
中國語文研究

協會  
2013 香港幼兒才藝大賽  冠軍  林卓欣  

10-2013  元朗大會堂  

2013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

誦及講故事比賽 ( 初

賽 )  

金獎  
林 蔚 

林卓欣  

10-2013  元朗大會堂  

2013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

誦及講故事比賽 ( 初

賽 )  

銀獎  周焯琳 邵皓謙 陳祖澤  

10-2013  元朗大會堂  

2013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

誦及講故事比賽 ( 初

賽 )  

銅獎  

賴沅蕎 陳瑋彤 謝優賢 陳梓軒 

麥華力 吳芯蕎 莫介希 鍾雅如 

陳杍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