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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7 得獎名單 – 小學組 

 

榮譽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二隊) 潘君豪 程香青 黃凱怡 陳貝兒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三隊) 鄒尚芝 蘇穎思 傅曜霖 陳嘉鍵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三隊) 黃倩蓮 Nawaz Zeeba Nawaz 黃卓琳 吳惠喬 

 

傑出 

黃埔宣道小學 (第二隊) 郭志尚 吳爾亮 毛傳天 羅凱加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第一隊) 謝卓玲 莊伊苗 葉卓睿 王桂琳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一隊) 呂梓游 林婉婷 江佩靜 羅敏如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一隊) 鄧家琪 胡安喬 吳致嘉 潘志豪 

聖母小學 (第一隊) 李尚南 岑凱澄 胡卓曼 黃杏怡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第二隊) 黃佩珊 戴怡芳 植嘉晴 羅銘斌 

白田天主教小學 (第三隊) 陳嘉莉 張子欣 陳港翔 林錫坤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第一隊) 黃權君 吳嘉敏 蕭芷欣 尹穎斯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第二隊) 劉俊洛 李浚業 梁榮輝 林添樂 

白田天主教小學 (第二隊) 區凱雯 伍黛怡 林琳 

白田天主教小學 (第一隊) 李可恩 陳毅文 張日紅 李科恩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第二隊) 陳熙彤 伍穎詩 黃耀均 袁卓楠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二隊) 賴博文 鄭子雪 馮梓杏 廖韻希 

寶血小學 盧浚科 李嘉軒 李嘉傑 呂易圖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三隊) 何寶貝 陳炳樑 袁韋諾 黃穎姿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第一隊) 陳靜雯 李梓希 黎梓穎 張穎珊 

修訂日期:3/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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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第三隊) 布卓謙 蔡凱欣 程浩軒 關杞正 

聖母小學 (第二隊) 麥懿 陳穎晞 吳偃月 黃澔橋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二隊) 蔡卓琳 曾善瑤 李浩軒 丘雅詩 

聖公會主恩小學 (第二隊) 葉展桐 郭潔瑩 朱重豪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第一隊) 邵常樂 梁雅然 周浩霖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第二隊) 

黃凱欣 李佩穎 伍穎希 溫星南 

聖公會主恩小學 (第一隊) 林嘉浩 梁子賢 周子熙  

台山商會學校 馬晉傑 倪淑敏 文鈞懿 王樂宜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三隊) 鄒嘉謙 黃柏諺 陳彥希 黃心悠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第三隊) 吳玥晴 梁坤壁 鄭琛翹 鄭欣健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第二隊) 鄺彥妮 蔡梓恩 鄺彥姗  

聖公會主恩小學 (第三隊) 周萃華 王瀾晶 盧禮健  

 

優異 

滬江小學 梁殷婷 陳芷蕙 劉珈珈 陳肇峰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一隊) 吳卓盈 林信恩 邱悅 黎濟立 

黃埔宣道小學 (第三隊) 陳鋮 賴紀瑤 曾珈善 卓峯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第三隊) 李俊軒 梅鈺汶 林凱淇 魏曉澄 

聖母小學 (第三隊) 梁巧晴 黃靖淇 區樂童 雲曉婷 

黃埔宣道小學 (第一隊) 龔珈誼 余沁遙 林卓潁 莫苗欣 

慈航學校 (第一隊) 麥家聰 湯咏欣 趙良魁 陳璟璇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第一隊) 黃靖桐 廖穎賢 朱立鳴 蔡梓慧 

樂善堂小學 (第二隊) 呂珈嫚 王圓圓 吳銘菲 黃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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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第二隊) 林曦 楊晞穎 蘇芮儀 陳溢朗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一隊) 陸巧兒 李欣蒨 田祖堯 李雋鏗 

樂善堂小學 (第一隊) 李梓童 黃婉澄 馮慶秋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第二隊) 

戴筠穎 黃穎琳 李愷翹 譚敏希 

潮陽百欣小學 (第三隊) 袁美琪 許燕玲 羅佩然 黃永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葉嘉宜 張煒晴 文卓熙 林鈿竣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二隊) 麥鎮麟 方日楠 方嘉軒 黃鈺迦 

九龍塘官立小學 羅芷瑤 呂家賢 張凱程 陳司翰 

潮陽百欣小學 (第一隊) 袁文樂 鄧栢仁 黃昆廷 孫曉慧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第一隊) 

鄭駿樑 黃曉彤 周鉑軒 宋沛珈 

寶血會思源學校 (第二隊) 蘇芷潁 張蒨瑤 李穎欣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第一隊) 

李俊賢 文楚峯 蔡斯澄 龔樂思 

潮陽百欣小學 (第二隊) 陳家寶 王藝樺 許卓峰 曾梦秋 

寶血會思源學校 (第一隊) 鄧鏝焮 余卓凝 賴卓喬 金熹荍 

 

嘉許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區一樂 黃潤禧 黎泳愉 陸采彥 

慈航學校 (第二隊) 莫日兒 胡天行 張偉銘 廖俊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