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有關邀請四至六年級家長出席「頒獎禮暨感恩日」事宜 

(通告第 203B/2017 號) 

 

致四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本校謹定於 2018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舉行本學年之「頒獎禮暨感恩日」，在典禮中，本

校會安排頒發嗇色園獎學金及其他獎項給予獲獎同學，以表揚同學的優異表現，同時亦安排學

生表演、六年級畢業同學感恩禮及嘉許一群家長義工。為使家長可以與我們分享本學年的成果，

現誠意邀請閣下出席「頒獎禮暨感恩日」，一同見證孩子們的努力。茲將詳情表列如下： 

 

日    期： 2018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時    間：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請家長提前 15 分鐘到校，以便安排入座) 

地    點： 本校禮堂 

備    註： (1)當天為上課日，學生回校時間不變，即上午 8:25 前到校，於下午 12:15 放學。 

(2)如有垂詢，請電 2445 0101 與吳樹東副校長聯絡。 

(3)出席的家長義工(名單詳見【附件】)，請於當天上午 10:00 到圖書館集合。 

 

   請家長簽署回條，於 6月 29 日(星期五)或之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辦理。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 

有關邀請四至六年級家長出席「頒獎禮暨感恩日」事宜 

(通告第 203B/2017 號) 

【回 條】 

覆可銘學校陳煥璋校長： 

□ 本人為家長義工(名單詳見【附件】)，將應邀出席「頒獎禮暨感恩日」，並知悉當天

上午 10:00 到圖書館集合，另外，除本人外，還有_______位家人出席。(當天為學生上

課日，不用計算學生在內) 

□ 本人並非家長義工，但將應邀出席獎禮暨感恩日，家人出席人數_______人。(當天為

學生上課日，不用計算學生在內) 

□ 本人未克出席。 

 

#請在適當方格填 

 

 

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吳樹東副校長 

 



  【附件】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2017-2018 嗇色園獎學金獲獎名單 

 

1. 各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每級成績第一名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A 周元港 5A 羅梓寧 6A 黃曉晴 
 

2.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每班成績第一名) 

4A 4B 4C 4D 4E 

周元港 黃崇恩 黃玉衡 趙晨宇 伍皚頤 

5A 5B 5C 5D 5E 

羅梓寧 何德兒 袁曼妮 盧穎賢 張希璇 

6A 6B 6C   

黃曉晴 羅宇宏 何雅芝   

 

3. 中國語文成績優異獎 (P.4-P.6 每級中文科成績第一名)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A 周元港 5A 羅梓寧 6A 黃曉晴 

 

4. 英國語文成績優異獎 (P.4-P.6 每級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B 黃崇恩 5B 涂星澤 6A 吳非 

 

5. 數學科成績優異獎 (P.4-P.6 每級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A 鄧嘉偉 5A 羅梓寧 6A 吳非 

 

6. 普通話科成績優異獎 (P.4-P.6 每級普通話科成績第一名)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A 唐嬿善 5B 姚仲嘉 6C 何雅芝    

 

7. 服務表現優異獎 (全校三名)   

6A 張天恩 5D 雷樂瑩 5C 蔡幸諭    

 

8. 體、藝、活動表現優異獎 (全校每項三名)   

運動表現優異獎 5A 郭曉樂 5E 張子鍵 5D 陳思媛   

藝術表現優異獎 5A 廖碧珊 5A 英子嵐 4D 凌浩桓   

活動表現優異獎 5A 涂雨澤 6C 何雅芝 6C 杜遇梁   

 

9. 黃允畋紀念獎學金：(六年級年終第一名) 

(畢業生)   6A   班    黃曉晴     

 

10. 品行優異獎 

4A 周元港 5E 張希璇 6C 李雅雯    

 

第一頁 



2016-2017 體藝發展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獎項 班別 姓名 

金獎 
5A 郭曉樂、廖碧姍 

5E 張希璇 

銀獎 

5B 何德兒 

5D 陳思媛 

6A 馬辛銘、吳非 

6C 吳俊燁、杜遇梁 

銅獎 

4A 陳梓文、鄢然、周元港 

4C 李美凝、劉卓瑋 

4D 凌浩桓 

5A 愛麗莎白莎莎、英子嵐 

5B 施麗珠 

6A 黃曉晴 

6C 李雅雯、盧炳熹 

 

 

17-18 年度 優秀學生選舉得獎名單 

 

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 資助  萬鈞教育基金 協辦 

「卓越今天 ，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6A  吳  非 

新界鄉議局 第十二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6A  黃曉晴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 2017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A  馬辛銘 

6B  張淑鈴 

2018 年香港道教日「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 

5A 涂雨澤 

5E 張希璇 

5B 涂星澤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7-2018 6B 張淑鈴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7-2018 6C  何凱恩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4D  羅京銳 

4D  凌浩桓 

 

 

 

 

 

 

   

 

 

                           

                         

 

  



第二頁 

2017-2018 家長義工嘉許名單(四至六年級) 

 

]編

號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義工姓名 

1.  4A 梁嘉怡 梁國香 

2.  4C 張樂淇 劉燕玲 

3.  4C 黃玉衡 許明霞 

4.  4C 林俊杰 林美玉 

5.  4C 劉卓瑋 周觀雯 

6.  4C 文愷晴 吳見蓮 

7.  4D 李詩璐 鍾惠茹 

8.  4D 凌浩桓 余穎晴 

9.  4D 羅京銳 馬惠玲 

10.  4D 孫啟喬 毛艷花 

11.  4D 謝港 曾海燕 

12.  4E 岑羽心 鄭曼茵 

13.  4E 陳振宇 陳曉 

14.  4E 黃一平 謝敏 

15.  4E 林佳祺 周美英 

16.  4E 黃達衛 李桃容 

17.  4E 劉婭如 徐旭麗 

18.  5A 何幸琳 歐陽麗嬌 

19.  5A 郭柏晞 嚴泳詩 

20.  5B 陳榮德 劉桂霞 

21.  5B 何德兒 余秋仙 

22.  5B 梁民熙 邱雪卿 

23.  5B 馬詩琳 王曉玲 

24.  
5C 盛傑貞 

劉桂英 
5E 盛傑華 

25.  5C 王子喬 許暾 

26.  
5E 張希璇 

葉運濃 
6A 張敏悅 

27.  5E 張子鍵 許燕 

28.  5E 凌凱欣 凌閑清 

29.  5E 盧泓錦 王曉燕 

30.  5E 張寶雯 陳素芬 

31.  6A 鍾旭暉 李玉玲 

32.  6A 馬辛銘 陳曉苹 

33.  6A 黃曉晴 黃仲恆 

34.  
6B 李秀雯 

楊詩慧 
6C 李雅雯 

35.  6B 張愷 彭燕云 

36.  6C 吳俊燁 馮彩蓮 

37.  6C 梁漢樺 盧容 

備註：如有錯漏，請家長見諒及指正。 

 

第三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