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11 年度輝煌榜 
 
第六十二屆香港學校校際朗誦節比賽 

陳逢羽(6E) 陳家寧(6E) 周明炘(6E) 李恒欣(6E) 梁嘉琪(6E) 

伍善芳(6E) 葉琳琳(6E) 姚思蔚(6E) 陳嘉媚(6D) 陳伊玲(6D) 

張佩君(6D) 梁雅璁(6D) 李詩卉(6D) 顏慈恩(6D) 彭海銚(6D) 

鄧寶儀(6D) 阮靄嘉(6D) 羅詠滋(6C) 黃靄彥(6C) 黃婉婷(6C) 

邱素娟(6C) 林絲程(6B) 劉詩敏(6B) 楊錦欣(6B) 陳可瑩(5E) 

陳家麗(5E) 何嘉欣(5E) 江  杏(5E) 梁子健(5E) 羅淑� (5E) 

唐嘉琪(5E) 曾雪兒(5E) 胡靖欣(5E) 郭美利(5D) 羅詩琳(5D) 

陸政宏(5D) 吳芷欣(5D) 蘇  珊(5D) 施諾琳(5D) 黃依婷(5D) 

張潔怡(5C) 黎珮詩(5C) 吳迦蕎(5C) 戴靜文(5C) 蔡曉琳(5C) 

五、六年級普通話集誦季軍 

黃小曼(5C) 陳樂兒(5A)    

陳駿鋒(3E) 陳慧勤(3E) 施雅怡(3E) 黃雯娜(3E) 英凱旋(3E) 

余希雯(3E) 魏曉霖(3D) 唐曉晴(3D) 何震韜(3C) 高振錕(3C) 

劉新妍(3C) 馬曉宜(3C) 莫健薪(3C) 蘇潔瑩(3C) 鄧豫翹(3C) 

陳典易(3B) 周珮欣(3B) 鍾司漢(3B) 梁嘉兒(3B) 李俊霖(3B) 

譚雅詩(3B) 姚映嵐(3B) 盧影雪(3A) 蘇韻芝(3A) 施詠琳(3A) 

曾安怡(3A) 陳可盈(2E) 林楚盛(2E) 孫瑩熲(2E) 胡雨希(2E) 

周樂怡(2D) 梁采頴(2D) 杜葆瑜(2D) 許嘉玲(2C) 黎詠妍(2C) 

劉欣怡(2C) 麥晶晶(2C) 陳晴暉(2B) 秦  霖(2B) 許雍晴(2B) 

林駿耀(2B) 麥穎欣(2B) 陳凱婷(2A) 鄭志鵬(2A) 梁啓迪(2A) 

二、三年級英詩集誦優良獎 

盧凱婷(2A) 黃曉晴(2A) 袁艾倫(2A) 陳家詠(1B) 黃寶儀(1B) 

六年級女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良獎 葉琳琳(6E) 曾雪兒(5E) 陳辰雨(5A)   

六年級女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陳逢羽(6E)     

高年級故事演講季軍 蔡銘澤(5E) 陸芷晴(5E)    

高年級故事演講優良獎 黃思穎(5E)     

三、四年級女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良獎 蔡詩濙(4E) 陳貝玲(4C) 曾安怡(3A)   

三年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良獎 謝梓駿(3D)     

陳家寧(6E) 陳逢羽(6E) 周明炘(6E) 林欣儀(6E) 梁錦屏(6E) 小四至小六經文朗誦優良獎 

葉琳琳(6E) 阮靄嘉(6D) 蔡凱瑩(6B) 宋嘉茵(6B) 胡靖欣(5E) 

小四至小六經文朗誦良好奬 梁雅璁(6D) 彭海銚(6D) 梁兆玉(5E)   

陳慧勤(3E) 陳駿鋒(3E) 唐曉晴(3D) 劉新妍(3C) 陳典易(3B) 英詩獨誦二、三年級優良獎 

譚雅詩(3B) 曾安怡(3A) 盧凱婷(2A)   

英詩獨誦二、三年級良好獎 施詠琳(3A) 周樂怡(2D)    

英詩獨誦四年級季軍 宋偉傑(4D)     

洪雪翠(4E) 潘諾彤(4E) 陸思澔(4E) 蔡敏盈(4E) 吳尚樺(4E) 

張  倩(4E) 羅慧殷(4E) 黃耀安(4E) 袁振宇(4E) 陳蓉蓉(4D) 

英詩獨誦四年級優良獎 

陳碧茵(4D) 謝禧晴(4D) 楊穎心(4D)   

英詩獨誦四年級良好獎 李穎敏(4E) 茹少軒(4E) 郭政良(4E)   

陳可瑩(5E) 曾雪兒(5E) 蔡敏儀(5E) 黃思穎(5E) 李心沂(5D) 英詩獨誦五年級優良獎 

施諾琳(5D) 謝凱盈(5D) 黃巧霖(5D)   

英詩獨誦五年級良好獎 梁子健(5E) 勞子強(5D) 蘇  珊(5D) 吳芷欣(5D) 黃依婷(5D) 

陳家寧(6E) 馮樂民(6E) 何曉峰(6E) 許珮盈(6E) 李慧珊(6E) 

李恒欣(6E) 梁錦屏(6E) 梁嘉林(6E) 黎浩然(6E) 吳煒鴻(6E) 

英詩獨誦六年級優良獎 

黃俊傑(6E)     

歐文軒(6E) 林欣瞳(6E) 李雅雪(6E) 伍善芳(6E) 蘇  彤(6E) 英詩獨誦六年級良好獎 

王嘉寶(6E)     

 
全港故事演講比賽 2011 

優異獎 陸芷晴(5E) 

 
第四屆「啓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 

金獎 林欣瞳(6E) 黎浩然(6E) 李釗文(6E) 蘇  彤(6E)  

最佳播音員獎 林欣瞳(6E)     

 
遠離毒害徵文比賽 

亞軍 曾雪兒(5E) 

季軍 洪遙霖(5A) 

優異獎 黃思穎(5E) 李頴怡(5D) 張文詩(5A)   

 
西貢區第十屆小學校際女子足球比賽 

許珮盈(6E) 梁錦屏(6E) 林靖怡(6E) 李雅雪(6E) 劉慧琪(6D) 季軍 
張凱琳(6C) 黃詠綽(6B) 朱曉雪(6A) 李芷茵(6A)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林靖怡(6E) 陳樂婷(6D) 彭海銚(6D) 阮靄嘉(6D) 黃靄彥(6C) 
吳尚樺(4E) 黃雯娜(3E) 余希雯(3E) 林嫣喬(3D) 王綺晴(3D) 
蘇韻芝(3A) 曾安怡(3A) 陳卓瑩(2D) 劉欣怡(2C) 朱善柔(2B) 

小學中國舞高年級組乙級獎 

陳婷欣(2A) 關慧榆(2A) 呂心語(1E)   

 
第六十三屆香港學校校際音樂節比賽 

陳逢羽(6E) 陳家寧(6E) 周明炘(6E) 何曉峰(6E) 林欣儀(6E) 
李釗文(6E) 李恒欣(6E) 梁錦屏(6E) 林靖怡(6E) 伍善芳(6E) 
蘇  彤(6E) 姚思蔚(6E) 陳嘉媚(6D) 郭紫君(6D) 顏慈恩(6D) 
譚祖恩(6D) 鄧寶儀(6D) 鄺兆成(6C) 林于洛(6C) 劉智洋(6C) 
黃文煒(6C) 黃靄彥(6C) 陳曉蘭(6A) 朱曉雪(6A) 馮雪敏(5E) 
高嘉盈(5E) 江  杏(5E) 梁穎欣(5E) 陸芷晴(5E) 唐嘉琪(5E) 
黃嘉慧(5E) 郭美利(5D) 陳珮怡(5C) 植韻瀅(5B) 洪子淇(5B) 
葉巧雯(5B) 歐陽慧珍(5A) 吳珮棋(5A) 葉穎妮(5A) 張  倩(4E) 
洪雪翠(4E) 羅慧殷(4E) 吳尚樺(4E) 譚潤聰(4E) 謝柏義(4E) 
俞詠雯(4E) 陳敏嘉(4D) 陳蓉蓉(4D) 古文穎(4D) 莫婉楹(4D) 
吳淇敏(4D) 黃芷諾(4D) 區俊文(4C) 李穎姿(4C) 梁凱滺(4C) 

五、六年級聖詩組優良獎 

吳紫琦(4C) 麥凱琳(4B) 楊  苓(4A)   

牧童笛二重奏優良獎 陳斐揚(6E) 許珮盈(6E) 陳伊玲(6D) 譚祖恩(6D)  

陳斐揚(6E) 許珮盈(6E) 陳伊玲(6D) 譚祖恩(6D) 翁冠文(6A) 木笛隊優良獎 
羅煜城(5D)     

一級鋼琴獨奏亞軍              譚雅詩(3B)     

一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譚溢桐(6C) 麥曉晴(4C) 黃靖堯(2C) 顏嘉慧(1C)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梁錦屏(6E)     

二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郭紫君(6D) 黎珮詩(5C) 洪子淇(5B) 符馨尹(4D) 黃寶儀(1B) 

二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陳駿鋒(3E) 勞樂盈(1E)    

吳煒鴻(6E) 顏慈恩(6D) 彭海銚(6D) 朱曉雪(6A) 陸芷晴(5E) 三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葉穎妮(5A) 蔡詩濙(4E)    

四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謝梓駿(3D)     

五級鋼琴獨奏亞軍 何曉峰(6E)     

五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蔡韻芝(6D)     

六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符致茗(6C) 商晨曦(5B)    

 
西貢區小學第十四屆校際陸運會 

許珮盈(6E) 林靖怡(6E) 梁錦屏(6E) 劉慧琪(6D) 楊淇淇(6D) 女甲團體全場殿軍 
李芷茵(6A) 殷潁芯(6A)    

女子甲組跳高冠軍 劉慧琪(6D)     

女子甲組跳遠殿軍 劉慧琪(6D)     

女子甲組個人全場季軍 劉慧琪(6D)     

女子丙組跳遠殿軍 劉家萍(4E)     

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何卓哲(5C)     

男子丙組跳遠殿軍 劉倍宏(4D)     

 
西貢區體育聯會 2010-2011 年度羽毛球比賽 

女子組單打季軍 劉慧琪(6D)     

女子組團體季軍 許珮盈(6E) 劉慧琪(6D) 商晨曦(5B) 歐陽慧珍(5A) 俞詠雯(4E) 

男子組單打季軍 鄭少光(6D)     

男子組團體亞軍 鄭少光(6D) 李偉鴻(6B) 劉友技(6A) 梁朝峰(5D) 鄭少恆(5A)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許珮盈(6E) 梁錦屏(6E) 劉慧琪(6D) 霍穎妍(6B) 朱曉雪(6A) 
何雪雯(6A) 李芷茵(6A) 鄧宇芯(6A) 殷潁芯(6A) 郭可煒(5B) 

殿軍 

商晨曦(5B) 丘家菱(5B) 李芷薇(5A)   

 
第五十四屆體育節 2011 陸地冰球錦標賽 

團體季軍 周愷慈(5E) 唐嘉琪(5E) 毛正熙(5D) 鍾紀楹(5B) 張保兒(3C) 

 
香港普及體操節 2011 

梁錦屏(6E) 許泳琪(5D) 文笑盈(5D) 施諾琳(5D) 植韻瀅(5B) 

陳辰雨(5A) 羅勻菱(4D) 馮子殷(4C) 蔡詩穎(3D) 周宛彤(3C) 

最高技巧獎 

鄧豫翹(3C) 譚雅詩(3B) 楊詠姿(3A) 馬瑜蔚(2E) 胡雨希(2E) 

 
第三屆兩岸四地中國青少年兒童書畫大賽 

優異獎 李秋怡(5A) 蔡潤欣(2E) 關慧寗(2D)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乙 100 米捷泳殿軍 廖本立(5C)     

 
2011 香港小學數學棈英選拔賽 

個人計算競賽三等獎 李釗文(6E) 



第六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2010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傑出文章奬 李慧珊(6E)   曾雪兒(5E)  黃兆汝(5E)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奬 馮樂民(6E) 李雅雪(6E) 陳家麗(5E) 麥曉威(5E) 曾雪兒(5E)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麥曉威(5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