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2009 年度輝煌榜 
 

第六十屆香港學校校際朗誦節比賽 
五、六年級普通話集誦優良獎 鄒明慧(6E)  植蔚卿(6E)  佘珊珊(6E)  黃詠恩(6E)  黃雅純(6E)  

劉倩彤(6E)  李釗穎(6E)  李麗敏(6E)  陳慧敏(6E)  楊紫珊(6E)  
周宛怡(6E)  歐振淳(6D)  陳逢曄(6D)  張海琳(6D)  林嘉詠(6D)  
蔡寶儀(6D)  吳澤宇(6C)  黃麗莎(6C)  李鴻彬(6C)  黃慧彤(6C) 
袁穎琳(6C)  陳思琪(6B)  吳俊昇(6B)  吳欣倩(6B)  黃芷妍(6B)  
顧麗明(6B)  劉詩琪(6B)  張苑荺(6B)  何慧筠(5E)  麥卓恆(5E)  
梁嘉儀(5E)  曾鎮雄(5E)  潘  雪(5E)  張  悅(5D)  雲惟宏(5D)  
蔡維杰(5D)  林曉盈(5D)  關慧琳(5D)  梁詠彤(5D)  戚其茵(5D) 
劉依晴(5D)  方詠妍(5D)  張婉儀(5C)  王秀紅(5C)  俞旻鈴(5C)  
黃麗霞(5B)  冼潔華(5A)  

二、三年級英詩集誦優良獎 黎珮詩(3E)  曾雪兒(3E)  汪麗恩(3E)  謝凱盈(3D)  施明曉(3D)  
董海恩(3D)  黃思穎(3D)  陳辰雨(3C)  陳綺雯(3C)  梁碧詠(3C)  
梅可欣(3C)  吳雪兒(3C)  戴靜文(3C)  植韻瀅(3B)  馮雪敏(3B)  
江  杏(3B)  鄺芷晴(3B)  麥曉威(3B)  唐嘉琪(3B)  黃浩祥(3B) 
梁子健(3A)  蘇  珊(3A)  朱穎天(3A)  黃嘉慧(3A)  胡靖欣(3A)  
林志康(2E)  陸思澔(2E)  麥國健(2E)  徐培熙(2D)  馮沛嘉(2D)  
郭政良(2D)  吳家熙(2D)  彭桂芳(2D)  潘諾彤(2D)  温毅桐(2D)  
黃芷諾(2D)  袁振宇(2D)  劉家萍(2C)  羅慧殷(2C)  吳淇敏(2C) 
茹少軒(2C)  張  倩(2B)  洪雪翠(2B)  吳尚樺(2B)  李穎敏(2A)  
宋偉傑(2A)  譚潤聰(2A)  陳駿鋒(1E)    

高年級故事演講良好獎 林嘉淳(6E)  何堉鉦(6E)  陳思琪(6B)  何慧筠(5E)  葉  培(5E) 

低年級故事演講季軍 蔡銘澤(3C)   
低年級故事演講優良獎 梁子健(3A) 
高年級故事演講優良獎 陳欣玲(6E)  彭海銚(4D)   

低年級故事演講良好獎 譚潤聰(2A) 
五、六年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良獎 吳澤宇(6C)   
五、六年級女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良獎 黎顯蕎(6D)   

五、六年級女子普通話詩詞獨誦良好獎 陳逢曄(6D) 
三、四年級女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良獎 陳逢羽(4E)  曾雪兒(3E)  陳辰雨(3C)     
英詩獨誦小六男子組優良獎 余家權(6E)  林正熙(6D)  張軍庭(6D)   吳澤宇(6C) 

英詩獨誦小六女子組良好獎 翟司琳(6E)  黎顯蕎(6D)    
英詩獨誦小五女子組優良獎 黎家祺(5E) 
英詩獨誦小四男子組良好獎 黎浩然(4E)  黄俊傑(4E) 

英詩獨誦小四女子組優良獎 陳樂婷(4E)  蘇  彤(4E) 
 
第十三屆西貢區小學校際陸運會 
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鍾浩洋(5D) 

女子甲組壘球冠軍 莫淑鏵(6E) 
女子甲組 200 米亞軍、100 米季軍 莫淑鏵(6E) 
女子甲組個人全場亞軍 莫淑鏵(6E)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4x100 米接力季軍暨女子甲組擲壘球季軍 莫淑鏵(6E) 

 
東華三院小學聯校運動會友校接力賽 
第四名(優異獎) 莫淑鏵(6E)  黎耀華(6C)  彭耀榮(6B)  劉小欣(5A) 
 
呂潤財中學友校接力賽 
季軍 梁嘉樂(6E)  彭耀榮(6B)  曾創發(6B)  胡經城(5B)   

 
第五十二屆香港體育節 2009 陸地冰球錦標賽  
新秀少男組冠軍 林敏璋(2E) 
新秀少男組季軍 劉雨石(2C) 

新秀少女組冠軍 許珮盈(4E) 
團體季軍 劉雨石(2C)  林敏璋(2E)  許珮盈(4E) 

 
第十二屆西貢區小學校際羽毛球賽  
男子組團體殿軍 羅浩程(6E)  王梓豐(6C)  蘇家駿(5B)  文健和(5B)  鄭少光(4E) 
女子組單打亞軍 莫淑鏵(6E) 

 



第十一屆西貢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男甲 100 米捷泳季軍 廖本櫳(6E) 
 
香港普及體操節 2008 
最高技巧獎 翟司琳(6E)  植蔚卿(6E)  莫淑鏵(6E)  鄒明慧(6E)  陳芷晴(6D)  

黎顯蕎(6D)  梁詠彤(5D)  鍾翠盈(5C)  冼潔華(5A)  梁錦屏(4E)  
許泳琪(3C)  陳晨雨(3C)  植韻瀅(3B)  施諾琳(3B)  陳蓉蓉(2A)   

 
香港普及體操節 2009 
最佳創意銅獎 翟司琳(6E)  植蔚卿(6E)  莫淑鏵(6E)  鄒明慧(6E)  陳慧敏(6E)  

陳芷晴(6D)  梁詠彤(5D)  鍾翠盈(5C)  冼潔華(5A)  梁錦屏(4E)  
許泳琪(3C)  陳晨雨(3C)  植韻瀅(3B)  施諾琳(3B)  陳蓉蓉(2A)   

 
第八屆小學校際女子足球比賽 
季軍 陳瑞麗(6E)  莫淑鏵(6E)  陳逢曄(6D)  方嘉敏(6C)  布耀華(6B)  

鄭雪莉(6B)  林美玲(6B)  黃婉婷(6A)  黄彥頴(6A)        
 
第六十一屆香港學校校際音樂節比賽 
一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彭海銚(4D) 

一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林嘉詠(6D)  朱曉雪(4B)  勞子強(3D) 
二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張凱琳(4C)  鄺芷晴(3B) 
二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鍾翠盈(5C)  林昊炘(5C)  吳煒鴻(4E)  蔡韻芝(4D)  羅淑� (3E) 

三級鋼琴獨奏季軍 符致茗(4C) 
三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黃苡琳(6D) 
四級鋼琴獨奏冠軍 植蔚卿(6E) 

四級鋼琴獨奏亞軍 何曉峰(4D) 
四級鋼琴獨奏季軍 商晨曦(3A) 
四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曹希鳴(6D)  黃芷琬(5E)  梁心怡(5E)  麥卓恆(5E)  程楚茵(1E) 

四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林嘉淳(6E)  黃詠恩(6E)  霍浩東(6E)  劉偉賢(6D)  王嘉盈(5C) 
二級小提琴獨奏優良獎 劉嘉智(4D) 
三級小提琴獨奏良好獎 林正熙(6D) 

五級小提琴獨奏優良獎 吳栢邦(5D) 
五級單簧管獨奏良好獎 郭堯天(6D) 
五、六年級中文聖詩組優良獎 陳瑞麗(6E)  陳慧敏(6E)  陳欣玲(6E)  植蔚卿(6E)  何堉鉦(6E)  

林嘉淳(6E)  林保彤(6E)  劉倩彤(6E)  李冠華(6E)  李麗敏(6E)  
莫淑鏵(6E)  談秀雯(6E)  黃詠恩(6E)  楊紫珊 (6E)  霍浩東(6E)  
趙仕添(6D)  郭穎洋(6D)  郭堯天(6D)  黎顯蕎(6D)  林正熙(6D) 
林嘉詠(6D)  劉曉琳(6D)  劉偉賢(6D)  麥嘉雯(6D)  曹希鳴(6D)  
黃苡琳(6D)  陳玉茹(6C)  鄭樂颻(6C)  高慧儀(6C)  麥嘉怡(6C)  
吳澤宇(6C)  黃慧彤(6C)  張嘉詠(6A)  梁俊耀(6A)  陳珈霖(5E)  
陳鈺輝(5E)  張  悅(5E)  劉嘉儀(5E)  劉壁瑩(5E)  梁嘉儀(5E)  
潘  雪(5E)  葉  培(5E)  俞詠思(5E)  陳俊錡(5D)  張勝浩(5D)  
林曉盈(5D)  劉依晴(5D)  梁詠彤(5D)  陳念慈(5C)  陳韻偲(5C)  
何嘉怡(5C)  胡嘉雯(5C)  余潔明(5C)  俞旻鈴(5C)  袁寶琳(5C)  
吳穎穎(5B)  劉小欣(5A)  李彩儀(5A)  羅心朗(5A)  曾文菁(5A) 

三、四年級中文聖詩組優良獎 陳逢羽(4E)  陳家寧(4E)  陳樂婷(4E)  周明炘(4E)  林欣儀(4E)  
劉慧琪(4E)  梁錦屏(4E)  林靖怡(4E)  盧汝廷(4E)  蘇  彤(4E)  
蔡曉晴(4D)  李恒欣(4D)  李雅雪(4D)  譚祖恩(4D)  阮靄嘉(4D) 
鄺兆成(4C)  林于洛(4C)  蘇家勁(4C)  鄧寶儀(4C)  黃靄彥(4C)  
朱曉雪(4B)  黃詠綽(4B)  楊錦欣(4B)  陳曉蘭(4A)  陳靜怡(3E)  
高婉婷(3E)  李心沂(3E)  羅淑� (3E)  陸芷晴(3E)  黃麒企(3E)  
汪麗恩(3E)  陳港俊(3D)  蔡敏儀(3D)  何嘉欣(3D)  黃思穎(3D)  
陳凱欣(3C)  張潔怡(3C)  趙  恩(3C)  梁碧詠(3C)  吳雪兒(3C)  
戴靜文(3C)  陳珮怡(3B)  植韻瀅(3B)  馮雪敏(3B)  江  杏(3B)  
鄺芷晴(3B)  劉玲儀(3B)  唐嘉琪(3B)  張文詩(3A)  羅詩琳(3A)  
李中鴻(3A)  黃小曼(3A)  胡靖欣(3A)         

 
2009 香港青少年鋼琴公開賽 
優良獎 何曉峰(4D) 

 



2009 第十五屆聖經朗誦節 
季軍 陳欣玲(6E) 
嘉許狀 陳瑞麗(6E)  林嘉淳(6E)  何堉鉦(6E)  陳思琪(6B)  葉  培(5E)  

何慧筠(5E)  彭海銚(4D)  陸芷晴(3E)  馮沛嘉(2D)  譚潤聰(2A) 

 
 
2009 香港小學數學精英選拔賽 
六年級組總成績一等獎 張振浩(6E) 
六年級組總成績三等獎 羅浩程(6E) 
六年級組數學競賽一等獎 張振浩(6E) 

六年級組計算競賽三等獎 張振浩(6E)  羅浩程(6E) 
五年級組總成績二等獎 吳明敏(5E) 
五年級總成績三等獎 陳曉俊(5E)  戴升威(5E)  潘進鑫(5E)  麥卓恆(5E)  袁定宇(5E)  

 
第十六屆香港小學數學奧林匹克比賽 
銀獎 張振浩(6E) 

 
2008-2009 年度棋藝比賽 
殿軍(跳棋波子棋) 詹夢琳(5D) 
 
「豐盛人生」聯校視覺藝術比賽 
高小級冠軍 黃慧彤(6C) 

高小級亞軍 林保彤(6E) 
 
第五屆伯樂計劃 
體育科金獎 莫淑鏵(6E) 

體育科銀獎 植蔚卿(6E) 
視藝科銅獎 植蔚卿(6E) 

 
中文科 08 年暑期網上寫作比賽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張泰彥(6E)  張海琳(6D)  陳珈霖(5E)  梁心怡(5E)  方詠妍(5D)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張海琳(6D)  梁心怡(5E) 

 
西貢區書法比賽 2008 
季軍 林靖榕(5E) 
優異獎 楊思蘋(5E)  詹夢琳(5D) 

 
活力西貢迎京奧卡套設計比賽  
低級組冠軍 陳家寧(4E) 
低級組亞軍 黃芷穎(3D) 
低級組季軍 劉嘉智(4D)  

低級組優異獎 施明曉(3D)  梅可欣(3C)  麥曉威(3B)  陳加福(3A)       
高級組亞軍 林靖榕(5E) 
高級組季軍 林紫晴(6E) 

高級組優異獎 李麗敏(6E)  談秀雯(6E)  周宛怡(6E)  林嘉淳(6E)  黃慧彤(6C)  
張嘉詠(6A)  賴建永(6A)  黃婉婷(6A)  胡嘉雯(5C)  關皓心(5B)  
林欣瞳(4E)  陳逢羽(4E)  林育民(4D)  

 
愛心湯罐標貼設計比賽 
初級組優異 古倬愷(1E) 

高級組優異 林保彤(6E) 
 
「家‧多一點和諧」填色比賽  
高小級季軍 黃慧彤(6C) 

高小級優異 李若晗(6E) 
 
「聖誕卡封面設計」比賽 
小學組冠軍 何國鋒(6C) 

小學組亞軍 何鍶淇(5C) 
小學組優異 黃雅純(6E)  林靖榕(5E)  劉家冰(5A)  伍善芳(4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