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名單 
 

A 組－幼稚園 個人組別（K1 – K3）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A005 王翊瞳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麻鷹捉雞仔 冠軍 

A023 李健希 激活幼稚園 麻鷹捉雞仔 亞軍 

A011 葉嘉喬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環保小兵丁 季軍 

A001 李卓霖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麻鷹捉雞仔 突出表現獎 

A003 蔣沛言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石硤尾幼

兒學校 
麻鷹捉雞仔 突出表現獎 

A014 李婷萱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論武功 突出表現獎 

 

F 組－幼稚園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F007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論武功 冠軍 

F002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書法基本功 亞軍 

F009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環保小兵丁 亞軍 

F011  聖文嘉幼稚園 扭吓擰吓螢火蟲 季軍 

F005  新界婦孺福利會元朗幼兒學校 舞棍歌 突出表現獎 

F008  青衣商會石蔭幼稚園 功課多 突出表現獎 

F010 B 隊 英揚樂兒中英文幼稚園 功課多 突出表現獎 

 



B 組－初小 小曲 個人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B027 吳昊 慈幼學校 陋室銘 冠軍 

B023 關子迎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媽媽好 亞軍 

B019 駱迪霏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麻鷹捉雞仔 季軍 

B028 黃清樺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毛筆君子也 季軍 

B009 戴芷蕙 聖博德學校 毛筆君子也 突出表現獎 

B011 吳衍儀 筲箕灣崇真小學 俏羅傘 突出表現獎 

B025 蕭可妮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十二刀 突出表現獎 

 

 

C 組－初小 梆黃 個人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C015 黃清樺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好孩兒 冠軍 

C019 梁曉綾 香港培正小學 日月輪流天邊掛 亞軍 

C020 張獻元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好孩兒 季軍 

C021 梁曦文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好孩兒 季軍 

C003 吳昕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C011 李芷瑩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C016 張正昊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我來自遠遠遠的地方 突出表現獎 

 

 

 



D 組－高小 小曲 個人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D017 葉慧淇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虛擬世界 冠軍 

D021 黃卓嵐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毛筆君子也 亞軍 

D019 李曦恩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毛筆君子也 季軍 

D005 陳偉健 鴨脷洲街坊學校  字畫書生 突出表現獎 

D009 徐梓朗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陋室銘   突出表現獎 

D012 危笑逸 培僑小學 仙針引線 突出表現獎 

D015 鄭邦蕎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虛擬世界 突出表現獎 

D016 陳卓希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弟子規 突出表現獎 

 

 

E 組－高小 梆黃 個人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E008 張繽元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鬧天宮 冠軍 

E012 馬詩淨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團圓圍坐 亞軍 

E016 黃卓嵐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水‧墨‧畫 季軍 

E003 楊烈華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大鬧天宮 突出表現獎 

E011 吳銘圳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鬧天宮 突出表現獎 

E015 洪慧慈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看劍 突出表現獎 

 

 

 



G 組－初小 小曲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G015 Ａ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十二刀 冠軍 

G013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媽媽朝晚待我好 亞軍 

G004 Ａ隊 黃大仙官立小學 書法基本功 季軍 

G002  天主教博智小學 救月光 突出表現獎 

G007 Ｂ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麻鷹捉雞仔 突出表現獎 

G008 Ｂ隊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工尺歌 突出表現獎 

G010 Ｃ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毛筆君子也 突出表現獎 

 

 

H 組－初小 梆黃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H005  培僑小學 好孩兒 冠軍 

H001 Ｄ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好孩兒 亞軍 

H002 Ａ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舞棍歌 季軍 

H003 Ｂ隊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H004 
楊曦瑤、林佩鈴 

鄧渝靜、曾悅潼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舞棍歌 突出表現獎 

H006 Ｃ隊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J 組－高小 小曲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J009 Ｆ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弟子規 冠軍 

J003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大旗下小將軍 亞軍 

J008 Ａ隊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毛筆君子也 季軍 

J001 Ｅ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虛擬世界 突出表現獎 

J002 Ａ隊 石湖墟公立學校 三十二刀 突出表現獎 

J007 Ｂ隊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媽媽朝晚待我好 突出表現獎 

 

 

K 組－高小 梆黃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K004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大鬧天宮 冠軍 

K006 Ｈ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鬧天宮 亞軍 

K007 Ｂ隊 黃大仙官立小學 好孩兒 季軍 

K002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月姐睡在水中央 突出表現獎 

K003 Ｃ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K005 Ｄ隊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1）以上排名順序根據得獎獎項及參賽編號（同一獎項下）排列 

 

2）所有獎項將於 7 月份（暫定）舉行的「查篤撐兒童粵劇節」上頒發，詳細時間及地點將另函通知

以上得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