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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禮 程 序 2017-2018

1.	致歡迎辭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小學體育理事會	主席	 張勇邦校長 ,MH
 
2.	致勉辭
	 * 教育局	副秘書長	 胡振聲先生
 
3.	舉行九龍南區小學分會成立儀式

4.	頒發全港十六區銀獎學校	 董事會委員
 
5.	頒發全港十六區金獎學校	 各區小學分會主席
 
6.	頒發多連冠金獎學校
	 * 教育局	副秘書長	 胡振聲先生
 
7.	頒發全港小學校際比賽金銀獎學校
	 * 教育局	副秘書長	 胡振聲先生
 
8.	頒發全港十六區最佳運動員獎項
	 * 教育局	副秘書長	 胡振聲先生
	 *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副主席	 鄒偉常先生
 
9.	致送紀念品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永遠名譽會長	 楊開將會長
   
10.	致謝辭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小學體育理事會	副主席	 陳志雄校長

11.	嘉賓合照

12.	禮成



2017-2018 年度全港小學周年頒獎典禮 2

委員會名錄 2017-2018

主席 劉靳麗娟 SBS 太平紳士

副主席 張勇邦校長 ,MH

連鎮邦校長

義務司庫 李楚安校長

委員 陳志雄校長 *

陳志雄校長 #

周瑞忠校長

鄭景亮副校長

洪楚英校長

賴永春校長

李德輝校長

陸國森校長

吳少祺校長

吳偉成老師

杜永強校長

秘書 鄧嘉珮女士

董事會
主席 張勇邦校長 ,MH

副主席 陳志雄校長 #

委員 陳錦汛校長

郭達華校長

柯靜如校長

胡艷芬校長

梁淑儀校長

周瑞忠校長

何永聰校長

呂焯權校長

張偉菁校長

朱偉林校長

盧秀枝校長

李楚安校長

曾碧霞校長

陳滿林校長

鄺耀宗校長

勞耀基校長

賴子文校長

陳慧嫻校長

區志成校長

鄧志鵬校長

秘書 黃俊廉先生

小學體育理事會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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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地域小學比賽委員會 新界地域小學比賽委員會

主席 周瑞忠校長

副主席 張勇邦校長 ,MH

委員 陳錦汛校長

郭達華校長

柯靜如校長

胡艷芬校長

梁淑儀校長

何永聰校長

呂焯權校長

張偉菁校長

秘書 李啟茂先生

主席 冼儉偉校長

副主席 黃悅明博士

周劍豪校長

委員 林向榮博士

梁志文校長

楊楚傑校長

陳錦輝校長

蕭偉樂校長

杜家慶校長

呂浩華校長

陳志源校長

蘇威鳴校長

沈富明校長

鍾淑玲校長

曾偉漢校長

郭漢桂老師

黃麗芬校長

周偉強校長

林德育校長

何永昌校長

吳錦輝校長

秘書 何頴莊女士

委員會名錄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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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會 男子組 女子組

港島東區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

港島西區 聖若瑟小學 嘉諾撒聖心學校

九龍東區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九龍西區 英華小學 拔萃女小學

九龍北區 喇沙小學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北區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埔區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沙田區 培僑書院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西貢區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元朗區 光明學校 光明學校

屯門區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大嶼山區 聖公會偉倫小學 聖公會偉倫小學

長洲區 長洲聖心學校 國民學校

荃灣區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葵涌區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青衣區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金獎學校名單 2017-2018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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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會 男子組 女子組

港島東區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香港嘉諾撒學校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瑪利曼小學

培僑小學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港島西區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保羅書院小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救恩學校（小學部） 救恩學校（小學部）

九龍東區

香港培正小學 香港培正小學

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 )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陳瑞祺 (喇沙 )小學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九龍西區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九龍北區

九龍塘宣道小學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 民生書院小學

民生書院小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

嘉諾撒小學 (新蒲崗 )* 九龍塘宣道小學

保良局錦泰小學 *

北區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李志達紀念學校

粉嶺公立學校 *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

大埔區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銀獎學校名單 2017-2018
銀獎

*積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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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會 男子組 女子組

沙田區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培僑書院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西貢區
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元朗區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光明英來學校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鐘聲學校

屯門區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保良局志豪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

大嶼山區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東涌天主教學校

長洲區 國民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荃灣區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

海壩街官立小學 深井天主教小學

葵涌區 聖公會主愛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青衣區 保良局世德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銀獎學校名單 2017-2018
銀獎

*積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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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連冠學校名單 2017-2018

二十九連冠 (1988-2018 年度 ) 聖若瑟小學 (男子組 )

二十九連冠 (1988-2018 年度 ) 拔萃女小學 (女子組 )

二十連冠 (1997-2018 年度 )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女子組 )

十二連冠 (2006-2018 年度 ) 英華小學 (男子組 )

十一連冠 (2007-2018 年度 )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男子組 )

十連冠 (2008-2018 年度 )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女子組 )

九連冠 (2009-2018 年度 )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男子組 )

九連冠 (2009-2018 年度 ) 國民學校 (女子組 )

八連冠 (2010-2018 年度 )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女子組 )

七連冠 (2011-2018 年度 )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女子組 )

六連冠 (2012-2018 年度 ) 喇沙小學 (男子組 )

六連冠 (2012-2018 年度 )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男子組 )

六連冠 (2012-2018 年度 )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女子組 )

五連冠 (2013-2018 年度 ) 聖公會偉倫小學 (男子組 )

五連冠 (2013-2018 年度 ) 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 ( 女子組 )

五連冠 (2013-2018 年度 )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女子組 )

四連冠 (2014-2018 年度 ) 光明學校 (男子組 )

四連冠 (2014-2018 年度 )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男子組 )

四連冠 (2014-2018 年度 ) 光明學校 (女子組 )

三連冠 (2015-2018 年度 )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男子組 )

三連冠 (2015-2018 年度 ) 培僑書院 (男子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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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

獎項 區分會 學校名稱

金獎 九龍北區 喇沙小學

銀獎

九龍東區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九龍西區 聖公會基福小學

港島西區 弘立書院

九龍北區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

女子組

獎項 區分會 學校名稱

金獎 荃灣區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銀獎

沙田區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九龍西區 啟基學校

北區 粉嶺公立學校

元朗區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全港小學校際比賽金銀獎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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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 女子組

區分會 姓名 學校 姓名 學校

港島東區 潘志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楊子恬 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

港島西區 曾梓希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丘琦 嘉諾撒聖心學校

九龍東區 邱健威 天主教佑華小學 顧卓盈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九龍西區 鄭海岐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陳嘉欣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九龍北區 張正澔 九龍塘宣道小學 黃蘊祈 九龍塘宣道小學

北區 穆俊龍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蘇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大埔區 李子軒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

李彥姿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沙田區 楊璟熙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吳雨芯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西貢區 高嘉謙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黃韻媛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元朗區 張家豪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元朗 )
謝玅阡 光明學校

屯門區 吳文港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杜泳昕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大嶼山區 何栢軒 青松侯寶垣小學 黃曦緩 青松侯寶垣小學

長洲區 李嘉晉 長洲聖心學校 高昕悅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荃灣區 徐偉軒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林悳悅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葵涌區 李天暉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林雨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葵盛信義學校

青衣區 何建臻 保良局世德小學 梁芍然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最佳運動員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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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全港小學周年頒獎典禮得以順利進行，實有

賴下列人士及機構的鼎力支持，謹此致謝。

教育局副秘書長胡振聲先生  親臨主禮及頒獎	

精英運動員慈善基金  贊助最佳運動員獎學金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借出典禮場地及安排童軍服務

（長沙灣）

各區分會主席及執委同寅  積極推動學界體育比賽工作

各區分會委員及遴選委員  負責遴選工作

元朗商會中學鄭嘉寶老師  擔任大會司儀

各學校校長、老師及同學  積極參與

各位嘉賓及家長  蒞臨指導

鳴謝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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