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內活動
學術
自我挑戰學業進步獎：
1D 容采怡 2A 張浩銓 3E 周晉傑 4C 司徒子琳 5A 盧彥銘 6C 葉家俊
學業成績進步獎：
1A 翁翱田 1A 許泓遠 1A 冼卓妍 1D 陳瑾廷 1E 陳烔堃 2A 林君妍
2A 劉嘉泰 2B 李琬翹 2D 黃雋朗 2E 羅梓誠 3A 田梓萱 3A 林穎希
3C 張家維 3E 梁展熙 3E 胡希敏 4A 劉逸曦 4B 黎昆曉 4C 甘家瑤
4D 譚文諾 4E 陳婧文 5A 呂政諺 5B 鄺展毅 5C 羅梓豐 5C 張銘恩
5D 江紫晴 6A 鍾景禧 6A 陳軍肇 6B 黃泳嵐 6D 方嘉曦 6D 傅聖耀
「喜迎油天四十載」徵文比賽 － 中文科一、二年級初級組：
冠軍 － 1E 陳祖希及家長 2E 馮梓晴及家長
亞軍 － 1D 廖銘希及家長 2B 趙顥程及家長
季軍 － 1B 鄺宬臻及家長 2A 曾煦棋及家長
優異 － 1B 何見山及家長 1E 李俊賢及家長
2A 林君妍及家長 2B 李琬翹及家長
「喜迎油天四十載」徵文比賽 － 中文科三至六年級學生組：
冠軍 － 3E 官霆欣 4C 嚴鈺皓 5C 湯富兒 6D 黃思惟
亞軍 － 3A 林穎希 4E 黃恩彤 5D 余思美 6D 劉思延
季軍 － 3D 張裕澤 4B 呂嘉裕 5A 黎朗睿 6C 李俊彥
優異 － 3D 吳宏康 3D 黃震興 4A 曹洛儒 4C 甘家瑤
5A 呂政諺 5B 趙崇蔚 6D 郭尚昕 6E 徐芷琦
「喜迎油天四十載」徵文比賽 － 英文科一、二年級初級組：
冠軍 － 2B 劉逸朗
亞軍 － 2B 袁瑋霆
季軍 － 1E 嚴詠心
「喜迎油天四十載」徵文比賽 － 英文科三、四年級中級組：
冠軍 － 4B 李澤銘
亞軍 － 4B 張逸彤
季軍 － 3B 鄭善熒
「喜迎油天四十載」徵文比賽 － 英文科五、六年級高級組：
冠軍 － 5E 蔡諾正
亞軍 － 6C 鄭偉達
季軍 － 6D 劉思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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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中文科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 1E 熊卓盈 2C 黎尉樂 3C 黎卓華
4E 呂兆升 5E 劉俊言 6D 傅聖耀
亞軍 － 1B 古芷寧 2B 李知浩 3D 簡學文
4A 劉逸曦 5C 許凱茵 6B 黃泳嵐
季軍 － 1C 任啟安 2D 黃雋朗 3B 盧芷筠
4B 甘朗怡 5A 呂政諺 6C 李俊彥
中文科「人人有禮」標語創作比賽 － 親子組：
冠軍 － 3C 施竣騫
亞軍 － 3D 謝卓言
季軍 － 1C 張凱童
優異 － 2C 廖茜瑩 2E 陳凱婷 2E 范灝泓
中文科「人人有禮」標語創作比賽 － 學生組：
冠軍 － 5C 朱潔盈
亞軍 － 5D 梁子堅
季軍 － 4C 鍾慧卿
優異 － 4A 黎卓瑤 4E 鍾綽穎 5D 柳南廷
校外活動
學術
香港仔街坊福利會社會服務中心-社區中心主辦「健康家庭、手寫深情」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家庭組：
優異獎 － 5C 張銘恩
尊科(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大學數碼港學院 2008 世界數學測試精英邀
請賽：
金獎 － 5C 梁原 6A 鍾景禧 6C 馬梓慇 6D 傅聖耀 6E 黃信然
香港數理教育學會、香港浸會大學數學系及教育學系、真光女書院合辦
全港十八區(油尖旺區)小學數學比賽：
數學智多星亞軍 － 5A 呂政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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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香港數理教育學會、香港浸會大學數學系及教育學系、真光女書院合辦
全港十八區(油尖旺區)小學數學比賽：
數學遊蹤冠軍 — 6C 唐銘濂 6D 傅聖耀
全場總冠軍 － 6A 鍾景禧 6C 唐銘濂 6D 傅聖耀
全港殿軍 － 6A 鍾景禧 6C 唐銘濂 6D 傅聖耀
一等獎 － 5A 呂政諺 5B 鄺展毅 5C 張銘恩
二等獎 － 6C 馬梓慇 6E 楊馥而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主辦「華夏盃」全國小學數學奧林匹克初賽
2008(香港賽區)：
二等獎 － 5C 梁原
創思數學教育學會主辦香港小學數學挑戰賽 2008：
學校成就大獎 － 傑出表現獎
創思數學教育學會主辦香港小學數學挑戰賽 2008 雙人賽：
傑出表現獎 － 5A 呂政諺 5B 鄺展毅
優異
－ 5B 黃俊傑 5C 梁原
良好
－ 4A 劉逸曦 4D 譚嘉翹
創思數學教育學會主辦香港小學數學挑戰賽 2008 個人賽：
傑出表現獎 － 5A 呂政諺 5C 梁原
優異
－ 5B 鄺展毅
良好
－ 5B 黃俊傑 5D 麥彥堅
創思數學教育學會主辦香港小學數學挑戰賽 2008：
創意解難獎 － 5C 梁原
培正教育中心主辦第三屆全港小學數學遊蹤比賽：
冠軍 － 5A 呂政諺 6C 吳璟頤 6D 傅聖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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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國香港"金紫荊大聯歡"暨全國青少年藝術（器樂）展演：
金紫荊金獎 － 3A 馬梓瑜 3D 劉沛雯 4A 馮子朗 4A 詹皓然 4C 馬琬婷
4C 蔡皓光 4D 黃鈺惠 4D 梁洛維 5A 翁梓健 5A 黎朗睿
5A 區家域 5A 趙泓鋒 5A 呂政諺 5B 譚灝汶 5B 范加晉
5B 曾旻廷 5B 鄺展毅 5C 何家澄 5C 朱浩言 5C 陳碩朗
5C 羅梓豐 5D 黃諾頤 5D 趙浚懿 5D 利翰霖 5D 洪卓琪
5D 周錫良 5E 賴韋霖 5E 林浩誼 5E 劉俊言 6A 李沂玲
6A 鍾景禧 6A 余嘉軒 6A 胡珈瑋 6B 麥婉珊 6B 黃文軒
6B 羅康澤 6B 陳詠釿 6C 馬梓慇 6C 戴兆庭 6D 黃思惟
6D 練倬言 6E 鄧煦怡 6E 徐芷琦 6E 潘駿豪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主辦第六十屆香港學校音樂節小學弦樂隊：
良好 － 2A 林君妍 2D 賴天佑 3C 謝天佑 3D 吳宏康 3E 胡希敏
4B 何政灝 4B 袁晧碩 4C 王曉琳 4C 鄧昊鏘 4E 利沚澄
4E 張恒朗 4E 曾涴霖 4E 梁曉男 4E 陳彥希 5A 張嘉堯
5A 高韻清 5B 談家鏘 5B 黃俊傑 5D 洪卓琪 5D 利翰霖
5D 古芷程 5D 梁子堅 5E 李采瑤 5E 羅錫滔 5E 蔡諾正
6B 司徒仲衡 6D 李天紅 6D 簡尚礼 6D 郭尚昕 6D 馮卓堯
6E 王梓鋒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主辦第六十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12 歲以下外文
合唱組：
亞軍 － 3A 蘇睿民 3A 馬梓瑜 3B 車曉嵐 3B 葉穎心 3E 曾芷瑩
3E 何天朗 4A 王紫欣 4A 余依善 4B 鄧巧琳 4B 甘朗怡
4A 梁凱晴 4C 嚴鈺皓 4D 李汶慧 4D 麥沛賢 4D 陳琬澄
4D 馮詠彤 4E 李善明 4E 蘇穎彤 4E 利沚澄 5A 黎朗睿
5A 陳雍霖 5B 黃以琳 5B 梁承希 5B 朱殷彤 5B 趙崇蔚
5B 黃俊傑 5C 李方曦 5C 黃千潼 5C 張銘恩 5D 古芷程
5D 李美琪 5D 江紫晴 5D 黃諾頤 5D 利翰霖 5D 蘇綺翹
5E 李采瑤 5E 伍靖筠 6A 麥世康 6A 麥樂瑗 6A 陳軍肇
6A 余嘉軒 6B 麥婉珊 6B 何伊琳 6B 甄震裕 6B 陳詠釿
6C 戴兆庭 6C 馬梓慇 6C 黎樂遙 6D 張肇祺 6D 張嘉惠
6D 梁焯芝 6D 戴奕誠 6D 哈鍶芹 6E 盧嘉軒 6E 徐芷琦
HKMA 香港音樂家協會主辦 2008 香港(亞太區) 巴赫、李斯特鋼琴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兒童高級組：
優異獎 － 5D 江紫晴
HKMA 香港音樂家協會主辦 2008 香港(亞太區) 巴赫、李斯特鋼琴大賽
兒童高級組：
第五名 － 5D 江紫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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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氏兒童合唱團主辦 2007 香港青年歌唱比賽八歲或以下(普通話)：
良好 － 2B 趙顥程
小海白創作室與金寶湯亞洲有限公司合辦全港小學生郵票設計比賽：
優異 － 1A 翁翱田 1D 陳瑾廷 4C 嚴鈺皓
廉政公署主辦誠信活力 Superkid 活力小 TEEN 地─「廉政新紀元」電
子賀卡設計比賽：
金獎 － 6B 陳曉珩 6E 張詠心
銅獎 － 6E 張凱榮
廉政公署主辦誠信活力 Superkid 活力小 TEEN 地漫畫填色創作比賽：
銅獎 － 2C 江嘉顯 3A 招文軒 3D 黎倩盈
廉政公署主辦誠信活力 Superkid 活力小 TEEN 地襟章設計比賽：
銅獎 － 4A 余依倩 5E 鄭寶玲 6C 梁可欣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聯會小學組主辦 2008 全港天主教小學電腦「數」
描大賽：
金奬及季軍 － 6B 洪嘉浚
銀獎
－ 6B 陳曉珩
觀塘扶輪社主辦第三十二屆全港青年學藝比賽全港青年繪畫比賽：
高小組西洋畫優異獎 － 6A 趙灝賢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主辦「讀寫障礙的歡樂世界」漫畫設計比賽：
小學組季軍 － 3A 招文軒
中國少年兒童造型藝術學會、青少年書法報社及黑龍江省旅遊局合辦第
十屆全國師生書畫攝影邀請展：
金獎 － 3A 田梓萱
瑞華行及玩具反斗城合辦全港小學生《我的志願交友機》有獎填色比賽：
優異獎 － 6D 劉思延
另劇場主辦另之選學界戲劇比賽 2007：
季軍 － 5A 呂政諺 5B 鄺展毅 5C 黃千潼 5C 黎朗翹 5C 湯富兒
5C 朱潔盈 5D 江紫晴 5D 黃諾頤 5D 陳駿耀 5D 田梓弘
5D 林政賢 6A 梁倩婷 6B 李芷馨 6B 陳詠釿 6D 黃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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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象棋總會主辦 2007 至 2008 年全港小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高小組冠軍 － 5C 梁原
香港象棋總會主辦 2007 至 2008 年全港小學生中國象棋團體賽：
高小組團體冠軍 － 5C 梁原 5C 鄭梓謙 5E 羅尉晟
全港青年學藝比賽大會及深水埗區文娛康樂促進會主辦 2008 全港青年
象棋比賽：
小學組冠軍 － 5C 梁原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主辦香港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科技
創作成果(論文)」
：
三等獎 － 6A 唐晉傑 梁原
優異奬 － 5D 李美琪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太陽能模型車比賽：
季軍 － 1B 張龑
香港小童群益會主辦穗港澳臺少年兒童閱讀計劃-「給三國人物的信」
：
優異獎 － 4B 陳彥華
體育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小學高年級組(俄羅斯舞)：
優等獎 － 3A 林逸珊 3A 田梓萱 3A 馬梓瑜 3A 梁鎧霖 3C 哈鍶然
3D 梁靖怡 3D 黎倩盈 3E 鄺皓芝 4A 梁凱晴 4A 梁梓婷
4D 江鎧彤 4E 陳婧文 5B 麥中頤 5B 譚灝汶 5C 張銘恩
5D 黃諾頤 5E 周芷妃 6E 張子翎 6E 楊馥而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小學高年級組愛跳舞的女孩(匈牙
利)(三人舞)：
優等獎 － 5D 黃諾頤 5C 張銘恩 6E 張子翎 6E 楊馥而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小學低年級組(匈牙利蘇穆基女子
舞)：
優等獎 － 1C 張凱童 1C 張銘惠 1D 黎宇蕎 2B 謝琬喬 2C 宋卓慧
2C 李紀汶 3A 周若琦 3A 黃詠兒 3A 林逸珊 3A 梁鎧霖
3A 林穎希 3A 田梓萱 3A 譚尹婷 3A 李靖彤 3C 鍾繕名
3C 哈鍶然 3C 蔡曉琳 3C 黃敏悅 3D 梁靖怡 3D 黎倩盈
3D 陳綽思 3E 鄺皓芝 3E 麥中熒 3E 林梓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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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小學高年級組慶豐年(漢族)：
優等獎 － 5A 黃泳欣 5A 高韻清 5B 朱殷彤 5B 杜雯 5B 黃卓菱
5D 洪卓琪 5D 李美琪 6A 鄭奕希 6B 黃泳嵐 6C 梁可欣
6C 馬梓慇 6C 蕭頌萱 6D 王 譽 6D 郭尚昕 6D 馮思齊
6D 梁焯芝 6D 哈鍶芹 6E 徐識靈 6E 廖雪怡 6E 吳家希
6E 鄭凱齡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小學組：
亞軍 － 西方舞組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小學高年級組孔雀舞(傣族)：
甲級獎 － 4D 江鎧彤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小學高年級組快樂山寨(彝族)：
甲級獎 － 4C 馬琬婷 5A 麥蘊晴 5A 余少杏 5A 梁雅貽 5A 鍾妍
5B 王浩婷 5B 趙崇蔚 5C 朱潔盈 5C 朱貝妮 5D 蘇綺翹
5D 張如琳 5D 何曉琳 5E 李采瑤 5E 伍靖筠 5E 梁倩茹
5E 許彥加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小學高年級組比比花鞋(苗族舞)：
乙級獎 － 5C 朱貝妮 5D 張如琳 5D 洪卓琪
教育局主辦第 44 屆學校舞蹈節現代舞小學高級組在晴朗的一天出發：
甲級獎 － 2A 鄺頌琪 2A 阮彥星 2B 李琬翹 2C 鄭善兒 2C 何綺綾
3D 施樂怡 3E 周詠芝 3E 董彥君 3E 張如珮 4B 司徒樂妍
4B 陳彥華 4C 林家琪 4C 劉芍希 4D 梁綽瑩 4E 利沚澄
4E 許琳靖
廠商會中學主辦第五屆廠商會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銀盃賽季軍 － 4B 李錦鴻 4C 劉俊禧 4C 劉德威 5B 李俊軒 5B 梁漢輝
5D 曾向山 5E 鄭詠聰 5E 黃浠楠 5E 伍康華 6A 梁國軒
6A 麥世康 6A 羅卓楠 6C 區梓皓 6C 鄭偉達 6C 梁彥聰
6C 盧駿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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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中學主辦第五屆廠商會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銀盃賽季軍 － 4B 李錦鴻 4C 劉俊禧 4C 劉德威 5B 李俊軒 5B 梁漢輝
5D 曾向山 5E 鄭詠聰 5E 黃浠楠 5E 伍康華 6A 梁國軒
6A 麥世康 6A 羅卓楠 6C 區梓皓 6C 鄭偉達 6C 梁彥聰
6C 盧駿樂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九龍西區小學分會主辦九西區男子籃球賽：
冠軍 － 4B 李錦鴻 4C 劉德威 5B 梁漢輝 5E 黃浠楠 5E 伍康華
6A 梁國軒 6A 麥世康 6A 羅卓楠 6C 區梓皓 6C 鄭偉達
6C 梁彥聰 6C 盧駿樂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九龍西區小學分會主辦九西區女子籃球賽：
季軍 － 5B 麥中頤 5C 李方曦 5C 陳曉嵐 5C 湯富兒 5C 李詠琳
5C 許凱茵 5D 羅嘉裕 5D 潘芷婷 5D 古芷程 5E 鄺佩詩
5E 何佩思 6B 吳嘉曦 6E 鄭詠芝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主辦 07-08 年度全港校際體操比賽（小學組）男子新
秀組團體賽（港九地域 1 區）：
亞軍 － 3A 何卓軒 3C 張家維 3C 何承軒 5A 陳彥璋 5C 朱浩言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主辦 07-08 年度全港校際體操比賽（小學組）女子新
秀組團體賽（港九地域 2 區）：
季軍 － 3A 馬梓瑜 3D 劉沛雯 3E 胡希敏 5D 余思美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主辦 07-08 年度全港校際體操比賽（小學組）男子新
秀組（自由體操）（港九地域 1 區）
：
冠軍 － 3C 張家維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主辦 07-08 年度全港校際體操比賽（小學組）男子新
秀組（跳箱）
（港九地域 1 區）：
冠軍 － 5A 陳彥璋
亞軍 － 3C 張家維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主辦 07-08 年度全港校際體操比賽（小學組）（全港
性）男子新秀組（跳箱）
：
季軍 － 3C 張家維
其他
Norwegian Seafood Export Council 主辦 2007－2008 派對美食顯心意烹
飪比賽：
亞軍 － 3A 鄧梓竣 4B 陳彥華 6A 唐晉傑 6E 鄭凱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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