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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5 得獎名單 – 小學組 

(排名以筆劃順序) 

 

榮譽 

九龍塘官立小學 盧炤碧 邵紫甄 麥善嵐 陳庭晉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一隊) 陳子軒 傅巧嵐 陳傲峯 張鎧盈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一隊) 麥芷甄 練蕙茹 羅冠城 劉卓希 

黃埔宣道小學 (第三隊) 陳靜恩 鄧雪遙 周 眷 王皓恩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一隊) 周卓霖 鄭穎怡 鄭嘉瑩 劉思茵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二隊) 石佩文 凌佩鈺 陳麗君 莊瑩瑩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第三隊) 許小雯 洪鈺欣 洪逸曈 陳欣琳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第一隊) 陳頌銘 麥顥庭 李明燁  

聖公會主恩小學(葵涌) (第一隊) 繆蓉芳 陳慧潔 黃秀玲 鄺雅穎 

聖公會主恩小學(葵涌) (第二隊) 潘心愉 林卓瑩 鍾穎婷 施津浹 

 

傑出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一隊)  鄭穎思 羅敏如 吳慧貞 黎力文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二隊)  羅凱懷 曾璐棋 郭嘉琪 楊凱晴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第三隊) 張心悅 李曉嵐 石愷翹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第一隊) 高潔明 區筠宜 孔德悅 楊 穎 

石籬天主教小學 (第一隊) 葉穎桐 翁彩棉 曾琬殷 黃佳榮 

石籬天主教小學 (第二隊) 何冠謀 曾穎康 羅熙琳 張海晴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第一隊)  鄭皓光 朱朗峯 何卓衡 馮禮蔅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第二隊) 張雪盈 張捷稀 王可忻 李穎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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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續）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第三隊) 劉殷彤 鄧綽瀅 黃靖桐 陳依玟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第一隊) 李燊榮 鄧俊鋮 馬德璘 楊俊熙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第二隊) 呂樂彥 陳擁曦 唐煒惇 楊宏權 

保良局世德小學 梁慧嘉 林佳儀 許凱琳 楊可盈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二隊)  李穎穎 劉海琳 葉朗延 黃家健 

迦密梁省德學校 (第二隊)  劉泳欣 戴偉健 謝穎彤 陳耀駿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第一隊) 蔡奕韜 王正皓 陳 朗 陳 晞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第二隊) 單培軒 陳祐朗 彭建維 吳祐一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第三隊) 梁婥樂 張旭傑 張信德  

黃埔宣道小學 (第一隊) 鄭穎瑩 王安祈 龔珈誼 張溢澄 

黃埔宣道小學 (第二隊) 胡凱嵐 楊斯然 金沛悅 余沁遙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第一隊) 陳巧甜 黃小珊 歐諾謙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第二隊) 夏佩琦 冼希悠 王臻彥 

福榮街官立小學 吳傑成 容嘉怡 李信祥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第二隊) 梁雅然 鍾嘉慧 岑梓滔 郭泯蔚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第二隊) 張曉琳 黃栩盈 馬悅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馬婉霖 陳智恩 李嘉嬅 袁駿軒 

德信學校 (第二隊) 張卓泓 鄭文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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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第三隊)  容嘉怡 李穎曦 張梓彥 楊澤昆 

天主教伍華小學 (第二隊)  陳穎其 黃爾健 潘樹明  

台山商會學校  鄧浩榮 李志陽 王倩陽 吳芷晴 

佐敦道官立小學 (第一隊)  蘇嘉堯 Nimsing 顏愷童 蒙碧怡 

佐敦道官立小學 (第二隊)  黃馨嬋 黃利雯 陳苑華 李樂瑤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陳韋豪 徐維駿   

迦密梁省德學校 (第一隊)  鄭嘉倩 何汶禧 黎 朗 鄧俐欣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第一隊)  王巧媛 吳家豪 朱紫蕾 王鵬宇 

德信學校 (第一隊)  潘世軒 朱加嵐 陳炫樺 譚梓禧 

 

嘉許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第二隊)  何雯銦 劉玉冰 李衍昇 陳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