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捐助機構： 

 

 

得獎名單 
 

A1 組－幼稚園 個人組別（K1 – K2）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A1001 邱天愛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媽媽好 

A1004 伍芷欣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書法基本功 

A1008 陳心賢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媽媽好 

A1009 陳玥潼 聖保羅堂幼稚園 三眼小神仙 

A1010 鄭晴萓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媽媽好 

A1012 陳柔靜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媽媽好 

 

A2 組－幼稚園 個人組別（K3）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名稱 學校 參賽曲目 

A2005 蔡睿衡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環保小兵丁 

A2008 蔡祉瑩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俏羅傘 

A2010 李卓霖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書法基本功 

A2011 楊穎怡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功課多 

A2012 張嘉敏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環保小兵丁 

A2019 王翊瞳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五代同堂 

A2032 黃映慈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環保小兵丁 

A2039 蔡栩朗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亂糟糟 

A2041 馮艾晴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邊陳之娟幼稚園 五代同堂 

A2044 鄺煦瑜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媽媽好 



 
 

F 組－幼稚園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F002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鬧元宵 冠軍 

F004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舞棍歌 亞軍 

F006  聖文嘉幼稚園 五代同堂 季軍 

F009 A 隊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大掃除 突出表現奬 

F010  東華三院李黃慶祥紀念幼稚園 環保小兵丁 突出表現奬 

F015 
陳日楓、 

李綽珈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媽媽好 突出表現奬 

F016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 扭吓擰吓螢火蟲 突出表現奬 

 

  



 
 

B 組－初小 小曲 個人組別 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B005 吳昊 慈幼學校 陋室銘 

B013 徐靖玟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工尺歌 

B014 吳衍儀 筲箕灣崇真學校 毛筆君子也 

B024 曾曦之 聖公會基恩小學 毛筆君子也 

B026 林慧芝 元朗官立小學 五代同堂 

B028 鄭天昊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陋室銘 

 

 

C 組－初小 梆黃 個人組別 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C002 陳鐿方 培僑小學 好孩兒 

C003 范子語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舞棍歌 

C004 劉鎧翹 天主教博智小學 舞棍歌 

C006 李樂怡 天主教博智小學 舞棍歌 

C007 李憲嶽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舞棍歌 

C006 李樂怡 天主教博智小學 舞棍歌 

C012 吳昕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好孩兒 

 

 

 



 
 

D1 組(四年級)－高小 小曲 個人組別 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D1004 戴芷蕙 聖博德學校 毛筆君子也 

D1005 曾嘉淇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三十二刀 

D1007 駱迪霏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胭脂馬 

D1008 李依娜 天主教伍華小學 花旦推車 

D1013 洪懷謙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弟子規 

D1017 劉穎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胭脂馬 

 

 

D2 組(五年級)－高小 小曲 個人組別 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D2005 石心恩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木蘭辭 

D2007 吳家傑 聖公會基恩小學 毛筆君子也 

D2011 梁希曼 黃埔宣道小學 戲神華光 

D2013 宋柏僑 寶血會嘉靈學校 陋室銘 

D2015 張繽元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論武功 

D2016 周擘 天主教伍華小學 陋室銘 

D2017 呂嘉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弟子規 

D2021 陳卓希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弟子規 

D2023 呂嘉雪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虛擬世界 

 



 
 

D3 組(六年級)－高小 小曲 個人組別 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D3003 黃卓嵐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玉樓春 

D3004 周若莎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木蘭辭 

D3005 羅巧桐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筷子歌 

D3006 徐梓朗 基督教宣導會宣基小學 陋室銘 

D3009 吳銘圳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論武功 

D3010 葉慧淇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陋室銘 

 

 

E 組－高小 梆黃 個人組別 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E005 李芷瑩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鬧天宮 

E009 黃卓嵐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仙樂凡音 

E012 楊烈華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大鬧天宮 

E013 張獻元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好孩兒 

E014 宋柏僑 寶血會嘉靈學校 大鬧天官 

E016 張繽元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鬧天宮 

E019 戴芷蕙 聖博德學校 日月輪流天邊掛 

 

 

 



 
 

G 組－初小 小曲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G012  聖公會基恩小學 毛筆君子也 冠軍 

G013 D 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字畫書生 冠軍 

G017 E 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筷子歌 亞軍 

G009 B 隊 石湖墟公立學校 抖擻身心快長高 季軍 

G005 A 隊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媽媽朝晚待我好 突出表現獎 

G011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媽媽好 突出表現獎 

G014 C 隊 香港培道小學 抖擻身心快長高 突出表現獎 

 

 

H 組－初小 梆黃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H002  天主教博智小學 舞棍歌 冠軍 

H001 
培僑小學初級組 

合唱團 
培僑小學 舞棍歌 亞軍 

H005 B 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舞棍歌 季軍 

H003 B 隊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H006 A 隊 嘉諾撒小學 (新蒲崗) 大鬧燈市 突出表現獎 

 

  



 
 

J 組－高小 小曲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J006 A 隊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木蘭辭 冠軍 

J005 E 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弟子規 亞軍 

J017 A 隊 天主教伍華小學 仙針引線 季軍 

J013 B 隊 培僑小學 五代同堂 突出表現獎 

J015 F 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論武功 突出表現獎 

J028  聖方濟愛德小學 大旗下小將軍 突出表現獎 

 

 

K 組－高小 梆黃 團體組別 

參賽編號 參賽者名稱 所屬學校 參賽曲目 獎項 

K005 H 隊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鬧天宮 冠軍 

K002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大鬧天宮 亞軍 

K007 
培僑小學高級組 

合唱團 
培僑小學 好孩兒 季軍 

K003 G 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好孩兒 突出表現獎 

K006 H 隊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舞棍歌 突出表現獎 

K008 B 隊 嘉諾撒小學 (新蒲崗) 大鬧燈市 突出表現獎 

 

 

1）以上個人組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團體組排名順序根據得獎獎項及參賽編號（同一獎項下）排

列 

 

2）個人組決賽及所有獎項將於 6 月 28 至 7 月 1 日（五至一）舉行的「查篤撐兒童粵劇節」上進行

及頒發，詳細時間及地點將另函通知以上得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