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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8 得獎名單 – 中學組 

 

榮譽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第二隊) 熊嘉倩 顏祺哲 黃嘉琪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第三隊) 黃天樂 蔡俊杰 陳旻谷 陳樂桐 

佛教大雄中學 (第一隊) 馮澤華 邵紫雲 楊翠旋 邱雪嵐 

 

傑出 

培僑書院 (第一隊) 葉康妮 吳泓錦 楊憬成 丁思晴 

廖寶珊紀念書院 李凱棓 黃梓軒 王詩敏 

趙聿修紀念中學 (第二隊) 楊淑婷 冼詠恩 黃彩怡 潘绣煒 

青年會書院 陳俊祺 劉鎧翹 龍智行 繆丞鏗 

趙聿修紀念中學 (第三隊) 楊峻驊 陳詩慧 尹瑋港 張彩方 

趙聿修紀念中學 (第一隊) 吳芷咏 崔海琪 鄭斯敏 李柏賢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第一隊) 陳潔怡 梁矜雅 陳凱迪 鄭銘俊 

寶覺中學 (第一隊) 方榆鈞 王駿熙 陳家希 馬焯然 

佛教大雄中學 (第三隊) 林敏珺 許穎彥 粱浩軒 陳浩 

佛教大雄中學 (第二隊) 莫泳欣 陳彥彤 黃日平 周雅詩 

 

優異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第一隊) 袁靖嵐 謝子聰 王文峰 俞嘉諾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第三隊) 顏昭容 謝幸兒 閤意綾 黃樂晴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第一隊)  張穎彤 黃皓一 馬嘉娸 

天主教培聖中學(第一隊) 覃健邦 王濼喬 陳曉桐 楊家瑤 

台山商會中學 (第一隊) 鄧淑貞 伍婧潼 林錚雯 林嘉駿 

修訂日期:24/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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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商會中學 (第三隊) 鍾恩賜 鄭文熙 張嘉玲 林彤駿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張嘉文 盧珮珊 梁竣傑 余韋樂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黃靜欣 黃景陶 何鈞浩 招梓峰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第一隊) 李諾 吳明月 黃淳嘉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第二隊) 張穎慈 呂家傑 吳卓昕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第二隊) 許登源 王心瑜 馮惠珊 陳澤標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第二隊) 陳映潼 陳一意 譚展晴 

陳樹渠紀念中學 (第二隊) 陳惠軒 麥曉詩 李啟楠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第二隊) 林楚穎 葉芷妍 李建科 林嘉琪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第三隊) 鄭禮釗 何文熙 蔡栢燊 陳志軒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第二隊) 劉竣曦 鄭樂妍 伍家瑩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第一隊) 鄭欣齡 黃鈺晴 李樂謠 李淑怡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第二隊) 王楚翹 劉恩彤 陳希瑜 

寶覺中學 (第二隊) 陳澤皓 蔡曉珀 余智堃 

 

嘉許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第二隊) 邱曉恩 譚智悅 吳綺虹 羅梓翎 

天主教培聖中學(第二隊) 梁子軒 謝卓岐 林炎炫 潘慶南 

台山商會中學 (第二隊) 李鑫 李臻彥 周星宇 周睿祺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陳孝賢 李軒孑 

英皇書院 袁浚希 周衍誠 伍民瑄 楊迦行 

風采中學 (第一隊) 吳晨宇 何嘉豪 麥根豪 陳聖 

風采中學 (第二隊) 梁璇兒 劉俊明 梁昕昉 

風采中學 (第三隊) 李耀熙 魏心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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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第一隊) 譚曉彤 蕭樂瑤 呂淏康 梁漢迎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第一隊) 鄭多加 吳芊柔 謝以琛 羅鄗鋆 

培僑書院 (第二隊) 李晉豪 王若楷 諶穎琪 王廣鈺 

培僑書院 (第三隊) 陳奕華 杜詠晞 潘鋐展 駱力豪 

陳樹渠紀念中學 (第一隊) 梁沛渝 黃禮賢 羅卓樂 黃俊彥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第一隊) 區佩怡 黃美欣 侯欣潼 

寶覺中學 (第三隊) 方思允 胡翠樺 方紫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