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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6 得獎名單 – 小學組 

 

榮譽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一隊) 吳慧貞 陳凱彤 李淑雯 鄭穎思 

 

傑出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第三隊) 呂尹詩 李慧德 易卓彥 陳惠盈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一隊) 黃卓琳 黃倩蓮 Nawaz Zeeba Nawaz 吳惠喬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二隊) 羅凱懷 朱嘉瑩 曾璐棋 林盈欣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第二隊) 陳擁曦 鄧俊鋮 楊宏權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第二隊) 黃凱欣 鍾樂兒 李佩穎 李聰慧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一隊) 莊瑩瑩 叶憫晴 湯澤楠 鄒尚芝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二隊) 鄭家琪 黃子軒 鄭穎怡 楊諾文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第一隊) 郭彩瑩 鍾羽蕎 胡誦維 何俊熙 

聖公會主恩小學 (第三隊) 林卓瑩 鄧偉豪 李泳琪 陳綺琪 

 

優異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二隊) 車孝男 潘樹明 何寶貝 賴博文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三隊) 廖韻希 呂梓漩 呂梓游 馮梓杏 

黃埔宣道小學 (第一隊) 樊雲昕 羅凱加 陳婧妍 王安祈 

黃埔宣道小學 (第二隊) 周眷 張天慧 林卓潁 余沁遙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第一隊) 黃汶蔚 麥顥邦 黃裕晴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第二隊) 陳穎琛 譚景曦 唐靖霖 曹洛熙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三隊) 李澤峰 高家進 黃曦仲 張栢然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一隊) 劉海琳 羅冠城 麥鎮麟 劉卓希 

修訂日期:27/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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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二隊) 李灝賢 梁嘉桐 鄒嘉謙 陸巧兒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三隊) 黃家健 魏樂心 吳嘉豪 黃澤軒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第一隊) 尹凱琪 鍾雪慧 莊凱謙 溫星南 

台山商會學校 張兆淇 蕭珍怡 陳慧恩 馬晉傑 

寶血會思源學校 范焯橋 許綽軒 陳卓彤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三隊) 劉嘉美 梁詠欣 潘君豪 劉思茵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第二隊) 徐麗妍 番玥晴 鄭浩鈞  

福榮街官立小學 (第一隊) 李信祥 蘇佳欣 蘇恒敬 鄭德明 

九龍塘官立小學 盧炤碧 陸詠楠 鄧皓林 麥善晴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第一隊) 黃靖桐 廖穎賢 鄺彥妮 黃濼桃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第二隊) 鄧綽瀅 李韻姿 區子錡 魏嘉莉 

保良局陳溢小學 (第一隊) 賴海欣 陳嘉匡 王宣月 蔡詠琳 

保良局陳溢小學 (第二隊) 陳泳行 陳可頤 翁浚鉷 黎俊希 

保良局陳溢小學 (第三隊) 麥嘉盈 林偉欣 梁琬琦 陳焯元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黃佩珊 郭鎧盈 許敏思 羅舜芝 

潮陽百欣小學 (第一隊) 袁文樂 袁美琪 許燕玲  

潮陽百欣小學 (第二隊) 羅珮然 簡潔樺 樊卓君 黃永蕎 

保良局世德小學 劉潔禕 黃韻之 劉韶嵐  

聖公會主恩小學 (第一隊) 周萃華 黃啟樂 羅佩珊 陳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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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 

黃埔宣道小學 (第三隊) 楊穎熹 鄭穎瑩 林雨晨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第一隊) 李曉彤 曾心儀 戴筠穎 李志聰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第二隊) 冼樂勤 黃泳彤 黃曉彤 譚敏希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第一隊) 李燊榮 唐煒惇 胡峻浩  

福榮街官立小學 (第二隊) 吳傑成 鄭輝儀 何家駒 黃佳燁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第三隊) 陳依玟 朱立鳴 鄺彥姍 馮禮蔅 

聖公會主恩小學 (第二隊)  繆蓉芳 梁子賢 李澤炫 黎飛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