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至五年級下學期考試

獎學金

六年級畢業試

六年級第一次考試

六年級第二次考試

一至五年級上學期考試

2018-2019年度學業榮譽榜

聖公會傑出學生獎學金
（全級榮譽獎）

張培揚主教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植柏燊校監獎學金
（品行優異獎）

聖公會聖腓力堂獎學金
（服務獎）

1B 鄧梓賢 1D 麥皓然 1D 黃梓維 1A 盧寶茹 1C 余 愉
2F 鄭靖暘 2A 黃靖嵐 2B 翁雪芬 2C 胡天藍 2A 馮 悅 2E 蘇珈瑤
3A 李啓之 3D 何熙雯 3F 許心楠 3B 梁焯堯 3E 陳鈺琳
4C 項瑩涵 4C 朱玟睿 4D 譚一妍 4B 梁鴻卓 4B 利旻靄
5B 李伊璇 5A 羅宛兒 5C 陳潔心 5E 張泳銦 5D 楊泳愉
6B 曾凱明 6C 萬焯妍 6E 張展柔 6E 曾映瑜 6C 李芷君

全級名次獎
級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B 鄧梓賢 1D 麥皓然 
1D 黃梓維 ／

二年級 2F 鄭靖暘 2A 黃靖嵐 
2C 胡天藍

2B 翁雪芬
2F 陳婉悠

三年級 3A 李啓之 3F 許心楠 3D 何熙雯
四年級 4C 項瑩涵 4D 譚一妍 4C 朱玟睿
五年級 5B 李伊璇 5A 羅宛兒 5C 陳潔心

學科榮譽獎金獎
級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一年級 1C 余 愉 1B 鄧梓賢 1A 陳可欣 
1D 黃梓維 1D 麥皓然

二年級 2F 鄭靖暘 2B 俞子圻 2E 康睿軒 2A 吳政橋 
2B 張東喆

三年級 3F 許心楠 3A 郭子航 3D 梁天逸 3E 李聖堅
四年級 4C 朱玟睿 4C 朱玟睿 4C 項瑩涵 4E 鄭晧陽

五年級 5C 陳潔心 5D 霍翾靈 5D林芊言 
5D王雨桐 5E 張泳銦

全級名次獎
級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六年級 6E 張展柔 6E曾映瑜 6C 萬焯妍

學科榮譽獎金獎
級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六年級 6A 葉保良 6E 畢莎雯 6D 江穎琪 6C 萬焯妍 
6E 曾映瑜

全級名次獎
級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六年級 6E 張展柔 6B 曾凱明 6C 萬焯妍

學科榮譽獎金獎
級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六年級 6A 周耀熙 6E 伍浩然 6D 何芷悠 6B 曾凱明

全級名次獎
級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六年級 6B 曾凱明 6C 萬焯妍 6E 張展柔

學科榮譽獎金獎
級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六年級 6A 葉保良 6C萬焯妍 6B曾凱明 6B 曾凱明

獎學金
級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D 黃梓維 1E 徐潁橦 1B 鄧梓賢
二年級 2A 黃靖嵐 2F 鄭靖暘 2C 胡天藍
三年級 3D 胡瑞琪 3A 李啓之 3F 許心楠
四年級 4C 朱玟睿 4D 譚一妍 4C 項瑩涵

五年級 5C 陳潔心 5B 李伊璇 5A 羅宛兒  
5D 黃彥之

學科榮譽獎金獎
級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一年級 1D 黃梓維 1B 曹溢桁 1C 余 愉 1D 黃梓維
二年級 2E 郭正涵 2B 俞子圻 2B 何彥霆 2D 薛紫萱

三年級 3F 許心楠 3D 胡瑞琪 3A 李啓之
3D 梁天逸 3A 李啓之

四年級 4C 謝寶怡 4C 朱玟睿 4C 鍾思懿 4C 李樂瑤
五年級 5C 陳潔心 5D 霍翾靈 5E 張泳銦 5B 李伊璇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每年都會主辦「全港小學體育周年頒獎
禮」。根據2018-2019年度的所有體育比賽成績，本校已連
續第三年榮獲元朗區男子組「銀獎學校」，以表揚本校學生
一整年的傑出體育表現。

•	 本 校 排 球 隊 於
「 2 0 1 8 - 2 0 1 9 元 朗
區 小 學 校 際 排 球 比
賽 」 勇 奪 男 子 組 團
體亞軍。

•	 本校籃球隊於「2018-
2019元朗區小學校際
籃 球 比 賽 」 勇 奪 男 子
組團體殿軍。

•	 黃佑楠同學於2019年3月1日參加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第21
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2018-
2019」，勇奪男子乙組二百米全
港冠軍！

•	 本校田徑隊於「2018-2019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勇奪
佳績，團體成績如下：

 男子甲組  團體殿軍 男子乙組  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  團體冠軍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S .K .H . 	T i n 	Shu i 	Wa i 	 L i ng 	O i 	P r ima r y 	Schoo l
地址：天水圍天瑞路 82 號 
網址：https://www.skhtswlo.edu.hk 
電郵：info@skhtswlo.edu.hk 
電話：2446 1633 
傳真：2446 1630

本校連續第三年榮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男子組「銀獎學校」

2018-2019 年度
學生校外比賽
優異成績

本校沙灘排球隊獲得小學組季軍。

香港排球總會主辦
「香港少年沙灘排球錦標賽2019」

本校閃避球隊於「2019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新界
西區）獲得初小混合組冠軍、高小男子組季軍和高小女子組
季軍。初小混合組更代表新界西參加「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
球精英賽2019」，並勇奪初小混合組亞軍。

香港閃避球總會主辦
「2019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球精英賽2019」



校外比賽傑出成績

香港演藝音樂節主辦

教育局主辦「香港學校戲劇節」

由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辦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嘉許計劃2018-2019

由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
萬鈞教育基金主辦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2019

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及裘錦秋中學（元朗）主辦
「第二十五屆元朗區
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香港潛水總會主辦「2019香港夏季蹼泳賽」
本校游泳隊獲得優良成績：
4B 陳以臻獲得混合7-10歲組別 2x2x50米雙蹼接力季軍
4C 梁曉彤獲得女子9-10歲組別新秀50米雙蹼季軍
4C 鄧啟灝獲得男子9-10歲組別50米徒手游亞軍
4C 鄧啟灝獲得男子9-10歲組別 100米雙蹼季軍
4C 鄧啟灝獲得混合7-10歲組別 2x2x50米雙蹼接力亞軍
4E 李廷軒獲得男子9-10歲組別新秀50米雙蹼亞軍
4E 李廷軒獲得混合7-10歲組別 2x2x50米雙蹼接力季軍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團體賽」
本校管弦樂團獲得大型管弦樂團小學組銅獎

本校獲得
「傑出演員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魔盒）

李芷君同學獲得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獎」

曾凱明、萬焯姸同學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9傑出學生獎

獎項繁多未能盡錄

掃描以下QR CODE

可瀏覽更多得獎紀錄

由屈臣氏集團、教育局、
民政事務處主辦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勵計劃2018-2019
USMAN MUHAMMAD ALI
獲得「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萬焯妍同學獲得（高級組）亞軍
曾凱明同學獲得（高級組）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2018-2019元朗
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陳愛妍同學獲得女子丙組50米背泳冠軍（破大會紀錄）並榮獲
傑出運動員（游泳）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杯組委會、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
究分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
辦「華夏杯」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2019
梁鴻卓同學獲得華南賽區
四年級一等獎及香港賽區四年級二等獎

游泳

戲劇

其他

演講

數學

音樂



    本 校 科 學 隊 於 2 0 1 9 年 5 月 1 1 日 參 加 「 樂 器 設 計 比
賽」。同學憑着清晰的講解及創新的表演，獲得小學組亞
軍及優秀表演獎優異獎。

  2019年8月2日-8月6日，由國家體育總局航空無線電模型運
動管理中心、中國航空運動協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十一屆「飛向北
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活動總決賽在
寧夏銀川市隆重舉行。「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總決賽是目前影響力最大、參與人數最多

的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競賽活動之一，旨在提高學生的科技素養和動手能力並提升學生對航空航天科技的興趣。
  總決賽由49支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隊，2000餘名選手參與31個競賽項目。6B班廖美婧在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
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選拔賽中獲得水火箭40米定點打靶賽小學女子組亞軍，隨即以香港代表隊的身份於8月跟隨大隊到
寧夏銀川市參與競賽活動。在競賽的過程中，美婧要在航模的製作和實踐中克服種種問題，結果憑着她的觀察能力、思維能力、
動手能力和創造能力，勇奪「水火箭打靶」小學女子組一等獎，廖美婧同學亦同時奪得「一級橡筋動力飛機」小學女子組二等
獎，實在可喜可賀！

  本校同學參加了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EIE機械人中小學
生挑戰賽2019：人工智能」。同學需要學習組裝機械車及

認識人工智能程式，然後製作一輛可以辨認手寫數字的
機械車以完成賽道。最後同學憑着出色的創意及較佳的
裝置設計，獲得小學組一等獎及設計獎季軍。

STEM
第二十一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活動總決賽
2019年8月2日-8月6日（寧夏 銀川）

香港大學及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主辦「樂器設計比賽」

香港理工大學舉辦「EIE機械人中小學生挑戰賽2019：人工智能」

同學接受主持提問後，憑着清晰的講解，贏得小學組亞軍。

同學正利用手寫數字
控制機械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