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8 
Fax: 3544 8304        E-mail: info.hktda@gmail.com          Website：www.hk-tda.com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贊助：                     
             
                             
 
 
 
 
 

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                               香港教師戲劇會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8 得獎名單 – 小學組 

 

榮譽 

白田天主教小學第二隊 張淇杰 葉智銘 黃樂恆 

保良局志豪小學 劉鈺滔 張早藍 洪卓嵐 馬思源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第三隊 譚念津 徐永嵐 劉逸朗 謝艾煬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第二隊 劉梓穎 嘉樂騏 黃政璋 謝芷瑜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第三隊 謝諾瑩 張子蕎 曾琝珊 劉祉瑭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第一隊 曾曉琳 張馨月 蘇永成 吳梓滎 

聖公會主恩小學 (葵涌)第三隊 容茵琪 梁斐瑜 李逸晴 何錫盈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第一隊 陳詠恩 謝優加 虞凱程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第二隊 葉烽 陳嘉鍵 梁雨淳 朱詠渝 

 

傑出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李彩麗 陳思瀚 吳穎詩 吳宥萱 

天主教伍華小學第二隊 陳炳樑 魏國邦 柯入丹 蘇錦豪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第二隊 林信恩 何皓晴 吳卓盈 馮千淳 

沙田崇真學校第二隊 潘雋彥 盧曉桐 利悅華 盧曉炫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第一隊 史翠琦 黃凱欣 溫星南 鍾樂兒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第二隊 蔡斯澄 鮑茞雯 

保良局雨川小學第二隊 陸巧兒 黃心悠 周晉 李欣蒨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第一隊 張皓添 鄧卓恩 鄭世雍 何曉錡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第三隊 萬慧思 馬善朗 潘厚樺 劉蕊芯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第一隊 梁浚熙 羅穎瑤 林昕忻 劉凱琳 

修訂日期:19/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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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莊啟程小學第二隊 陳政朗 姚栢深 張倩桐 林詩慧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第二隊 錢子曕 何思悠 劉清榆 李彥哲 

啓基學校第三隊 張日然 阮悠 吳哲森 余之然 

黃埔宣道小學第二隊 劉心樂 林卓潁 楊曉君 林恩悅 

黃埔宣道小學第三隊 呂梓陶 樊雲昕 黃心悅 張天慧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第二隊 謝卓玲 王樂榮 陳歷行 陳承哲 

聖公會主恩小學 (葵涌)第一隊 羅梓烽 黃楚兒 陳綺琪 

聖公會主恩小學 (葵涌)第二隊 葉韻芝 程欣童 甄海琪 陳楚翹 

聖公會榮真小學第二隊 歐釔瑩 王安兒 鄭紫喬 陳穎嘉 

聖母小學第一隊 胡卓曼 陳樂澄 周曉彤 莫曉桐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第一隊 湛旭霖 吳致嘉 梁雅琳 鄭紫晴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第一隊 王思澄 吳紀桐 陳渙晴 王智毅 

寶血小學第一隊 鍾美柔 李嘉軒 羅梓澄 譚柏麟 

寶血會思源學校第一隊 李穎欣 張蒨瑤 鄧鏝焮 郭丞康 

 

優異 

九龍塘官立小學 陳司翰 曾穎彥 項珮爾 吳品凝 

天主教伍華小學第三隊 卓海欣 馮梓杏 梁澄霖 鄭子雪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第一隊 冼雅琦 黃琬琪 蘇菲 邱司桐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第三隊 黎祖謙 李芷瑩 邱悅 丘雅詩 

白田天主教小學第三隊 譚雅雯 黃錦利 張惠榆 陳希喻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陸采彥 張晉浩 黎泳愉 鍾寀玲 

沙田崇真學校第一隊 劉雅汶 陳梓晴 利冠渝 陳冠宇 

保良局雨川小學第一隊 鄒嘉謙 黃柏諺 羅彥博 田睿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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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雨川小學第三隊 方嘉軒 謝銳汶 麥芯宜 羅晉晞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第一隊 張籽陶 劉倩菲 招慧心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第一隊 麥銳言 黃靖然 王翌安 方曉陽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第一隊 莊寧 王肇謙 關鈺瑩 吳億煌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第二隊 何紫晴 朱凱盈 王梓恩 

啓基學校第一隊 廖翊菲 何泳妤 葉秋彤 左濟睿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第一隊 梁洺榿 廖嘉怡 黃匡道 魏佐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第二隊 文健樂 曹豐舜 楊慧喬 麥迦晴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第三隊 馬浩鈞 朱嘉敏 魏智賢 韓芯蕎 

深井天主教小學第二隊 黎穎一 冼樂賢 彭凱俐 

黃埔宣道小學第一隊 邱志謙 鄧顥澄 羅凱加 李逸朗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胡靖詩 胡慧賢 張昳晞 楊晞穎 

聖公會榮真小學第一隊 江頌恩 貝泰然 王智恆 陳梓烔 

聖母小學第二隊 衛汶軒 林嘉芙 蔡嘉榆 雲曉婷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第二隊 黃裕雅 黃凱雯 梁可瀅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第三隊 李海銅 盧姵澄 黃凱怡 潘志豪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趙嘉宏 郭倩如 黃朗晉 江浚穎 

寶血小學第二隊 梁文謙 冼倬希 盧浚科 胡慧敏 

寶血會思源學校第二隊 陳天穎 余卓凝 賴卓喬 江晴心 

寶血會思源學校第三隊 陳鎧灃 蘇芷潁 鄧鈞譽 蔡湐銘 

 

嘉許 

天主教伍華小學第一隊 廖韻希 林紫潼 林佳頤 

台山商會學校 姜振誠 李卓妍 蒙子恩 鄧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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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第一隊 李樂怡 候晞雯 嚴樂琳 嚴樂瑤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第二隊 石庭恩 張殷說 何汶昶 嚴浩銘 

啓基學校第二隊 曾雅妍 潘浩洋 張皓陽 林翰賢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第二隊 張峻圖 陳惠安 吳迪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第三隊 陳柏同 何佩宬 周柏希 

深井天主教小學第一隊 林朗軒 梁樂 余宗佑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第一隊 陳晞敏 羅詩奇 蘇鈺明 鄭佳濤 

聖母小學第三隊 吳慧蓁 陳釔澄 顏灝恩 區樂童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第二隊 羅珮嬈 巢苑淇 王俊喬 甄嘉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