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小劇團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2021-2022 年度蕭小劇團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年份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2022 年 1
《線上健康學生戲劇大賽》 電影、報刊及
月 15 日
物品管理辦
事處（電影報
刊辦）及香港
戲劇教育工
作室有限公
司舉辦
2021-2022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1/22
香港藝術學
院、教育局

獎項
-小學組冠軍
-最佳演員獎：朱蕎妡、溫曦潼
-最佳戲劇效果獎
參賽同學：
朱蕎妡、溫曦潼、王若希、張雯
-傑出演員獎—陳祉澄、溫曦潼、陳佳熙、
劉栩佟、張雯、盧浚賢、何芷欣
-傑出合作獎
參賽同學：
1C 葉穎芯 2C 何芷欣 3A 黃苡心
3A 曾柏榮 3B 文頌愷 3C 黃悅喬
3C 劉栩佟 3D 鄒玥誼 3D 林愷斐
4A 黃樂洋 4B 朱簥妡 4B 江晴玥
4C 葉穎言 5A 張雯 5A 盧浚賢
5A 尹心悅 5B 王若希 5C 李孝霖
6A 溫曦潼 6B 周朗翹 6B 吳安嵐
6B 梁翹輝 6C 陳佳熙 6D 陳祉澄

2020-2021 蕭小劇團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年份
比賽名稱
2020-2021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0/21

舉辦機構
香港藝術學
院、教育局

獎項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傑出導演獎—張寶雯老師、陳漢基老
師、謝瑋聰老師、鄭綺雯老師
 傑出演員獎—陳朗祺、梁樂穎、陳祉
澄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參賽同學：
2A 曾柏榮 2A 林愷斐 2C 鄒玥誼
2C 文頌愷 2D 黃苡心 2D 葉梓鋒
3A 江晴玥 3C 沈梓瑜 3D 沈梓僖
3D 朱簥妡 4A 尹心悅 4A 李孝霖
4B 梁樂穎 4B 盧浚賢 4B 王若希
4D 沈愷澄 5A 溫曦潼 5B 吳安嵐
5B 周朗翹 5B 梁翹輝 5C 陳佳熙
5D 陳祉澄 6A 何芷媛 6B 朱竣顯
6C 畢康然 6C 陳朗祺 6C 黃希穎
6D 何宜璟 6D 何妮璟 6D 勞衍銳

2018-2019 蕭小劇團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年份
比賽名稱
2018-2019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普通話
話劇比賽

全港故事演講比賽 20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19

舉辦機構
賽馬會毅智
書院、萬鈞教
育機構、教育
局

香港藝術學
院、教育局

獎項
 團體演出獎－殿軍
 最佳導演獎--張寶雯老師、鄭綺雯老
師、5B 盧軼賢
 初賽優異獎
 優異演員獎--4C 何芷媛
勞綽霖-初賽參與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傑出導演獎—張寶雯老師、陳漢基老
師、李文意老師
 傑出演員獎—6A 陳殷熹、6A 黎咏詩、
4B 陳朗祺、5C 何汶錫、
6B 陳映彤、 5B 盧軼賢、6B 鄧靄錡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參賽同學：
2D 盧浚賢 3A 溫曦潼
3D 劉子瑤 3D 陳佳熙
4B 陳麒皓 4B 何宜璟
4C 譚雅文 4C 畢康然
4D 黃希穎 5A 勞綽霖
5B 葉康晴 5B 盧軼賢
5C 何汶錫 5D 林承鋒
6A 黎咏詩 6B 陳映彤
6C 羅琬珊 6D 周樂兒

2017-2018 蕭小劇團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年份
比賽名稱
2017-2018 第十二屆香港文學節—文學作
品演繹比賽

舉辦機構
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香港公共圖書
館
全港 STEM 式中文廣播劇創作暨 香港國際文藝交
演繹比賽
流協會
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計劃
香港賽馬會慈善
二零一七／一八校際戲劇比賽 信託基金、新域
劇團

3B 梁翹輝
4B 陳朗祺
4B 何妮璟
4C 何芷媛
5A 劉子鋒
5C 陳芷晴
6A 陳殷熹
6B 鄧靄錡

獎項
 4A 勞綽霖、6D 呂穎欣
 3A 黃希穎、5A 陳殷熹


積極參與獎




整體合作獎
後台英雄獎

參賽同學：
2B 梁翹輝 2B 劉子瑤 2C 溫曦潼
3A 黃希穎 3B 何芷媛 3C 陳朗祺
4A 林承鋒 4A 勞綽霖 4A 盧軼賢
4B 何汶錫 4C 葉康晴 5A 陳殷熹
5A 黎咏詩 5B 鄧靄錡 5B 陳映彤
5C 羅琬珊 5D 周樂兒 6B 梁翹因
6B 張詩怡 6D 呂穎欣

年份
2016-2017

比賽名稱
賽馬會平等共
融戲劇計劃
二零一六／一
七校際戲劇比
賽

香港學校戲劇
節 2016/17

2016-2017 蕭小劇團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舉辦機構
獎項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最佳整體演出－冠軍
金、新域劇團
 優異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優異導演獎--陳漢基老師、張寶雯老
師、6B 羅灝
 優異演員獎--4C 羅琬珊
 整體合作獎

香港藝術學院、教育局

參賽同學：
2C 何芷媛 2D 陳朗祺 3A 勞綽霖
3B 盧軼賢 3B 何汶錫 3C 葉康晴
3D 林承鋒 3D 楊溢熹 4A 陳殷熹
4C 羅琬珊 4C 黎咏詩 4C 鄧靄錡
5B 張詩怡 5B 梁翹因 5D 呂穎欣
6B 陳映麗 6B 羅灝 6C 何汶穎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傑出導演獎--陳漢基老師、張寶雯老
師、6B 羅灝
 傑出演員獎--6B 羅灝、6B 陳映麗、4A
陳殷熹、4C 羅琬珊及 3A 勞綽霖
參賽同學：
2C 何芷媛 2D 陳朗祺 3A 勞綽霖
3B 盧軼賢 3B 何汶錫 3C 葉康晴
3D 林承鋒 3D 楊溢熹 4A 陳殷熹
4C 羅琬珊 4C 黎咏詩 4C 鄧靄錡
5B 張詩怡 5B 梁翹因 5D 呂穎欣
6B 陳映麗 6B 羅灝 6C 何汶穎

年份
2015-2016

2015-2016 普通話話劇組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獎項
第十二屆全港
賽馬會毅智書院、萬鈞  優異演員—3B 陳殷熹
小學普通話話
教育機構、教育局
劇比賽
香港學校戲劇
香港藝術學院、教育局  評判推介演出獎
節 2015/16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傑出導演獎--張寶雯老師
參賽同學:
2A 林承鋒 2D 何汶錫 3A 鄧靄錡
3B 黎咏詩 3B 陳殷熹 3C 朱俊諾
3D 羅琬珊 4A 區詠霖 4B 呂穎欣
4C 梁翹因 5A 王焌洛 5B 陳映麗
5B 羅灝 5C 何汶穎 5D 謝晞朗
5D 司徒燿彤 6D 陳若熹 6D 曾麗煒

2014-2015 普通話話劇組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年份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2014-2015 香港學校戲劇
香港藝術學院、教育局
節 2014/15

年份
2013-2014

獎項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傑出演員獎—2A 陳殷熹
 傑出演員獎—4B 羅灝
 傑出演員獎—5C 梁詠嵐
 傑出演員獎—6D 王卓嵐
 傑出演員獎—6D 齊穎瑤
 傑出演員獎—6D 廖希宜
參賽同學:
2A 陳殷熹 2A 羅琬珊 2D 鄧靄錡
3B 梁翹因 3C 陳俊亨 3C 區詠霖
4A 黃希怡 4A 陸焯茵 4B 羅灝
4C 何汶穎 5A 朱素君 5C 梁詠嵐
6A 劉海澄 6A 劉海瑤 6D 廖希宜
6D 齊穎瑤 6D 王卓嵐

2013-2014 普通話話劇組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獎項
第十屆全港小學普通 賽馬會毅智書院、  最佳女演員──張健怡
話話劇比賽
萬鈞教育機構、教  決賽──團體演出獎（優異獎）
育局
 最具表演潛質獎
參賽同學:
1D 鄧靄錡 1D 陳殷熹 2A 朱凱萁
4B 梁詠嵐 4D 朱素君 4D 蕭祖成
4D 李鑫 5A 劉海瑤 5A 劉海澄
5C 歐陽梓恩 5D 廖希宜 5D 王卓嵐
5D 齊穎瑤 6A 郭芷睿 6A 謝晞雯
6B 周文玲 6B 林晉丞 6C 張健怡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藝術學院、教  評判推介演出獎
2013/14
育局
 傑出合作獎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傑出導演獎--張寶雯老師、黃妙婷老
師、關惠文老師、6A 郭芷睿同學
 傑出演員獎—1D 陳殷熹
 傑出演員獎—2A 朱凱萁
 傑出演員獎—5A 劉海澄
 傑出演員獎—5D 齊穎瑤
 傑出演員獎—6B 林晉丞
 傑出演員獎—6C 張健怡
參賽同學:
1D 鄧靄錡 1D 陳殷熹 2A 朱凱萁
4B 梁詠嵐 4D 朱素君 4D 蕭祖成
4D 李鑫 5A 劉海瑤 5A 劉海澄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文學作品演繹比賽

年份
2012-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公共圖書館

5C 歐陽梓恩 5D 廖希宜 5D 王卓嵐
5D 齊穎瑤 6A 郭芷睿 6A 謝晞雯
6B 周文玲 6B 林晉丞 6C 張健怡
優異獎
6A 郭芷睿、6A 謝晞雯

2012-2013 普通話話劇組榮譽榜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獎項
第九屆全港小學普通 賽馬會毅智書
 初賽金獎
話話劇比賽
院、萬鈞教育機  最佳女演員──黃稀桐
構、教育局
 最佳導演──張寶雯老師、關惠文老師、
陳韋言
 決賽──團體演出獎（冠軍）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2/13

『同一天空下』兒童
權利創意解難比賽

參賽同學：
3B 鍾景熙 4D 韓凱莉 4D 齊穎瑤
5A 招海晴 5A 郭芷睿 5A 謝晞雯
5B 林晉丞 5C 張健怡 5D 張斯澄
6B 陳韋言 6B 鄧巧思 6D 陳依琳
6D 黃稀桐 6D 余詩慧
香港藝術學院、教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育局
 傑出導演獎──張寶雯老師、關惠文老
師、陳韋言
 傑出演員獎──張健怡、黃稀桐、鄧巧
思、余詩慧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參賽同學：
4D 韓凱莉 4D 齊穎瑤 5A 招海晴
5A 郭芷睿 5A 謝晞雯 5B 林晉丞
5C 張健怡 5D 張斯澄 6B 陳韋言
6B 鄧巧思 6D 陳依琳 6D 黃稀桐
6D 余詩慧
香港教育學院校  故事演繹季軍--3B 施童靖、3A 朱素君、
友會主辦、政制及
3A 梁詠嵐
內地事務局「兒童  故事演繹亞軍--5A 招海晴、5A 郭芷睿、
權利教育活動資
5A 謝晞雯
助計劃」資助
 故事演繹傑出獎--3A 蕭祖成、5B 林晉丞
 故事演繹優良獎--4A 陳凱淇、4A 廖希
宜、4D 齊穎瑤、4A 王卓嵐
 故事演繹優良獎--5A 譚詠之、5C 張健
怡、5D 張斯澄、5B 周文玲
 劇本創作優良獎--張寶雯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