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二十五週年銀禧校慶 

藝墟舞台《賀校慶 展才華》才藝比賽 
藝墟舞台由 2018年起於校內開放平台，讓學生展現才能。本年度因疫情關

係更改活動形式，於一月至三月期間在網上收集學生影片進行是次比賽。此活動

從一至六年級同學共收集 41條短片。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表演，為本校二十五週

年銀禧校慶送上祝福。是次比賽亦設有不同獎項，包括：藝墟舞台金獎、藝墟舞

台銀獎、藝墟舞台銅獎、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藝墟舞台最佳表現獎及藝墟舞台

最受歡迎獎。 

 
3D 㓋旭琛表演跆拳道及朗誦校慶詩篇獲得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及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1.mp4 

 
4D 龔芷澄表演作曲及演奏歌曲《A beautiful planet Earth》獲得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及 

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2.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1.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2.mp4


 

 
5F 羅栩妍表演古箏歌曲《豐收鑼鼓》獲得藝墟舞台最佳表現獎及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3.mp4 

 

 

 
2C 范諄雅表演花式單車獲得藝墟舞台最受歡迎獎及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4.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3.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4.mp4


 

 
1D 俞泳佟表演繪畫-純陽小學生日蛋糕獲得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5.mp4 

 
1E方昶傑, 方昶雅表演彈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獲得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6.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5.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6.mp4


 

 
4B 余芷蘊表演舞蹈- Friend like me 獲得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7.mp4 

 

 

 
4C 張瑾萱表演長笛演奏- Happy Birthday to you 獲得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8.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7.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8.mp4


 
 
6B 郭詩涵表演鋼琴演奏- Sonata in Eb 獲得藝墟舞台金獎。 

得獎片段：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9.mp4 

 

 
 
 
 
 
 
 
 
 
 
 
 
 
 
 
 
 
 
 
 

http://syps.edu.hk/school/6_7_21_9.mp4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二十五週年銀禧校慶 

藝墟舞台《賀校慶 展才華》才藝比賽 

參賽學生名單丶項目名稱及獎項 

 

編號 學生姓名 班別 項目名稱 獎項 

1 羅栩妍 5F 古箏-豐收鑼鼓 藝墟舞台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佳表現獎 
2 㓋旭琛 3D 跆拳道及朗誦校慶詩篇 藝墟舞台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 
3 龔芷澄 4D 作曲及演奏-A beautiful 

planet Earth 
藝墟舞台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 
4 范諄雅 2C 單車-BMX 表演 藝墟舞台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受歡迎獎 

5 俞泳佟 1D 繪畫-生日蛋糕 藝墟舞台金奬 

6 方昶傑 

方昶雅 

1E 

 

彈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藝墟舞台金奬 

7 余芷蘊 4B 舞蹈- Friend like me 藝墟舞台金奬 

8 張瑾萱 4C 長笛- Happy Birthday to 

you 
藝墟舞台金奬 

9 郭詩涵 6B 彈琴- Sonata in Eb 藝墟舞台金獎 

10 羅霆恩 1E 摺紙-鳳凰 藝墟舞台銀獎 

11 李芷瑩 1E 彈唱-校歌 藝墟舞台銀獎 

12 陳睿 2E 朗誦-播種 藝墟舞台銀獎 

13 姚澄欣 2E 朗誦-Dressing up 藝墟舞台銀獎 

14 黃懿雅 3B 彈結他-紅日 

 

藝墟舞台銀獎 

15 黃靖翹 3C 跳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藝墟舞台銀獎 

16 李彥彤 4A 雜耍-扯鈴及轉碟 藝墟舞台銀獎 

17 馬筠喬 4A 彈琴 藝墟舞台銀獎 

18 楊焯媛 4A 彈琴- Inter-City Stomp 藝墟舞台銀獎 

19 陳日朗 4B 唱歌-血淚的磨練 藝墟舞台銀獎 

20 楊駿騁 4C 彈琴-冬日的風 藝墟舞台銀獎 

21 鄧希信 4F 打鼓-cold pants 藝墟舞台銀獎 

22 庄致源 5A 彈琴 藝墟舞台銀獎 

23 聶博謇 5B 打鼓-少年 藝墟舞台銀獎 

24 陳泳琦 5B 古箏-伊犁河畔 藝墟舞台銀獎 

25 廖嘉灝 5B 朗誦-釣魚 藝墟舞台銀獎 

26 易海恒 5B 彈琴-It’s a small 

world 

藝墟舞台銀獎 

27 陳佩楨 5C 繪畫 藝墟舞台銀獎 

28 劉梓軒 5C 牧童笛-Happy birthday 

to you 

藝墟舞台銀獎 

29 陳樂遙 6A 彈琴-The Bee 藝墟舞台銀獎 



 
 
 

編號 學生姓名 班別 項目名稱 獎項 

30 尹寶毅 1D 繪畫-棒球 藝墟舞台銅獎 

31 陳日希 1E 唱歌-讓愛高飛 藝墟舞台銅獎 

32 袁一樹 1E 彈結他-Happy Birthday 

to you 

藝墟舞台銅獎 

33 陳智琛 1E 朗誦- Who is Confucius  藝墟舞台銅獎 

34 姚伽頤 1E 彈琴 藝墟舞台銅獎 

35 陳仲妤 2A 彈唱-wheel on the bus 藝墟舞台銅獎 

36 李嘉偉 3C 彈結他-愛的浪漫史 藝墟舞台銅獎 

37 盧思悅 3D 彈琴-聽我講謝謝你 藝墟舞台銅獎 

38 高沁炎 4E 彈琴-Andante  藝墟舞台銅獎 

39 劉紫穎 4F 彈琴-Oh Susanna 藝墟舞台銅獎 

40 梁蓁蓁 4F 彈琴- Andante 藝墟舞台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