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道小學 2013-2014 年度 輝煌榜 
 
 
 

第六十五屆香港學校校際朗誦節比賽 
五、六年級普通話集誦優良獎 施曉琳(6E) 劉新妍(6E) 曾安怡(6E) 蔡莹莹(6E) 

施詠琳(6E) 潘  悅(6E) 梁兆宜(6E) 黃雯娜(6E) 
蘇潔瑩(6E) 周珮欣(6E) 蘇韻芝(6E) 勞梓晴(6E) 
褚堃妍(6E) 譚雅詩(6E) 余希雯(6E) 施雅怡(6C) 
周嘉怡(6B) 周宛彤(6B) 黃慧欣(6B) 何潔玲(6B) 
張文嘉(6A) 趙善欣(6A) 黎詠妍(5E) 胡雨希(5E) 
劉欣怡(5E) 梁茹虹(5E) 梁采頴(5E) 盧凱婷(5E) 
葉思婷(5E) 李穎彤(5E) 周樂怡(5D) 周迪華(5D) 
方祖琳(5D) 許穎思(5D) 洪曉欣(5D) 許雍晴(5D) 
譚鈺華(5D) 吳彥葶(5C) 車家堯(5C) 傅樂宜(5C) 
杜葆瑜(5B) 葉芷妍(5B) 羅子晴(5B) 冼雅瑤(5B) 

五、六年級女子組詩詞獨誦季軍 曾安怡(6E)    
五、六年級女子組詩詞獨誦優良獎 譚雅詩(6E) 葉思婷(5E) 梁采頴(5E)  
一､二年級女子組散文獨誦優良獎 馬盈慧(2E) 何蔚心(2D) 姚彥君(2D) 張珈熒(2A) 

梁潤琳(1D) 陳嘉淇(1A)   
一､二年級女子組散文獨誦良好獎 丁嘉芊(2D) 許天欣(2D) 劉慧禧(1D) 王心悅(1B) 
一､二年級男子組詩詞獨誦優良獎 陳冠霖(2E) 卓其暉(2A) 張錦浩(1D)  
說故事優良獎 陳駿鋒(6E)   何震韜(6E) 劉新妍(6E) 魏曉霖(6E) 

譚雅詩(6E) 曾安怡(6E) 陳晴暉(5E) 鍾愷婷(5E) 
盧凱婷(5E) 胡雨希(5E) 梁頌為(4E)  

詩詞獨誦優良獎 陳安琳(4E) 林梓欣(4E) 林敏思(4C)  
英詩集誦低小年級優良獎 
 

唐子淇(3E) 朱健峰(3E) 劉恬兒(3E) 李卓穜(3E) 
佘浚然(3E) 蔡文諾(3E) 余卓翰(3E) 陳景翔(3D) 
陳冠中(3D) 馬晰意(3D) 湯焯楠(3D) 胡芷瑩(3D) 
莊楚亮(3D) 陳冠霖(2E) 高  晋(2E) 周艷婷(2E) 
羅恩浠(2E) 楊靖琳(2E) 陳朗然(2D) 鄭鈞顥(2D) 
何蔚心(2D) 姚彥君(2D) 李芷晴(2D) 陳碧盈(2C) 
何碩殷(2C) 施曉浩(2C) 馮巧翹(2C) 羅嘉俊(2C) 
陳穎璇(2B) 王梓萱(2B) 黃卓軒(2B) 黃政翀(2B) 
謝凱婷(2B) 張珈熒(2A) 李敏渝(2A) 周晉熙(2A) 
鍾曉悅(1E) 林梓琪(1E) 李泳欣(1E) 陳嘉桐(1D) 
張雅慧(1D) 黎芷穎(1D) 林樂軒(1D) NICOLAS OOI(1D)

丁嘉晴(1D) 鄭佩� (1D) 黃頌雅(1C) 陳曉翔(1B) 
馮力希(1B) 徐嘉巍(1B)   

英詩獨誦六年級男子組冠軍 陳駿鋒(6E)    
英詩獨誦比賽六年級優良獎 張殷嵐(6E) 褚堃妍(6E) 何震韜(6E) 劉新妍(6E) 

馬曉宜(6E) 伍善美(6E) 魏曉霖(6E) 潘  悅(6E) 
蘇韻芝(6E) 鄧豫翹(6E) 曾安怡(6E) 黃雯娜(6E) 
姚映嵐(6E) 陳立恒(6D) 陳典易(6D) 梁嘉兒(6D) 
李雅晴(6D) 楊詠姿(6D) 謝梓駿(6D) 施雅怡(6C) 

英詩獨誦比賽六年級良好獎 施詠琳(6E) 譚雅詩(6E) 蘇鴻軒(6E)  
英詩獨誦五年級女子組季軍 盧凱婷(5E)    
英詩獨誦比賽五年級優良獎 陳晴暉(5E) 陳慧禎(5E) 鍾愷婷(5E) 劉欣怡(5E) 

馮江保(5E) 李思朗(5E) 梁采頴(5E) 許雍晴(5D) 
英詩獨誦比賽五年級良好獎 麥穎欣(5E) 胡雨希(5E) 劉陶華(5B)  
英詩獨誦比賽四年級優良獎 陳安琳(4E) 黃寶儀(4E) 林梓欣(4E) 林敏思(4C) 
英詩獨誦比賽四年級良好獎 郭清潼(4E)    
英詩獨誦比賽三年級優良獎 劉恬兒(3E)    
英詩獨誦比賽三年級良好獎 李卓穜(3E)    
英詩獨誦比賽二年級優良獎 陳朗然(2D) 何碩殷(2C) 馮巧翹(2C) 李敏渝(2A) 
 
學界體育聯會第十七屆西貢區小學校際陸運會 
女子甲組跳遠亞軍 陳靜敏(6B) 

女子甲組推鉛球亞軍 黃千儀(5A) 

 
環保廢物重用創作比賽(彩明苑業主立案法團) 
亞軍 鄭康瑜(3B)    

優異獎 伍善美(6E) 林殷鈴(6B) 黃欣琦(3B)  

 
 



 
 

珍惜生命聖誕咭設計比賽(彩明苑業主立案法團) 
亞軍 黃慧欣(6B) 

季軍 盧巧晴(6E) 

優異獎 伍善美(6E) 古倬愷(6D) 王建文(1D)  

 
1314 歷史文化周 ─ 身心健康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李穎彤(5E) 

 
西貢區德育演講比賽(西貢區公民教育促進委員會) 
冠軍 曾安怡(6E) 

亞軍 譚雅詩(6E)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流促進會 2013 第四屆校園拔萃盃 
說故事銀獎 陳安琳(4E) 
 
2013 年度才藝學習進步卓越獎 
2013 年度才藝學習進步卓越獎 曾安怡(6E)    譚雅詩(6E)   

 
「不賭快樂娃」親子填色比賽 
高小組創意獎 古倬嘉(6D)    

中小組亞軍 李卓穜(3E)    

中小組季軍 鄭康瑜(3B)    

中小組優異獎 廖卓盈(4B)    

中小組創意獎 何栢喬(3E)    

初小組季軍 林梓琪(1E)    

初小組優異獎 林信雯(2B)    

 
「海洋保育齊參與」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小六級別獎 張殷嵐(6E)  
 
2014 第二十屆聖經朗誦節 
冠軍 陳駿鋒(6E)    

嘉許獎 陳安琳(4E)    林梓欣(4E) 黃宣螢(4E) 林敏思(4C) 

 
全港十八區(西貢區)小學數學比賽 
銅獎暨創意解難殿軍 蘇鴻軒(6E)   李  華(6E)   

銅獎 李俊霖(6E)    

優異獎 曾安怡(6E) 譚雅詩(6E) 藍海晴(6E)  劉俊鋒(6D) 

丘文權(6D)    鄭傑迅(6D)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數學奧林匹克比賽 
銅獎 蘇鴻軒(6E)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港澳盃 

初賽金獎 蘇鴻威(4E) 

決賽銅獎 蘇鴻威(4E)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華夏盃 

初賽二等獎 蘇鴻威(4E) 

晋級賽二等獎 蘇鴻威(4E) 

 
巧克力網上學習平台 ─ 中、英文科「晶文薈萃」比賽 
十優文章 曾安怡(6E) 譚雅詩(6E) 潘  悅(6E)   盧巧晴(6E) 

藍海晴(6E) 蘇韻芝(6E) 英凱旋(6E) 施曉琳(6E) 
潘煒然(6D)  鄭志鵬(5E)  盧凱婷(5E)  吳宗錡(4E) 
陳詠薇(4D)    劉恬兒(3E) 李卓穜(3E) 張煜傑(3E) 

 朱健峰(3E)    
 
第五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朗誦大賽 
高小組古詩(粵)亞軍 江上行(5D) 
中小講故事(粵)冠軍 林敏思(4C) 
中小詩歌(粵)優異獎 林敏思(4C) 



 
 

 
天主教石鐘山紀念小學主辦 2014 全港小學電腦「數」描大賽 
銀獎 劉新妍(6E) 盧巧晴(6E)   

銅獎 古倬愷(6D)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主辦 ─ 錦繡中華專題研習報告比賽 
優異金獎 譚雅詩(6E)    曾安怡(6E) 施詠琳(6E) 余希雯(6E) 

蘇韻芝(6E) 潘  悅(6E)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主辦 ─ 「源遠流長」中國歷史漫畫創作比賽 
季軍 盧巧晴(6E) 

優秀獎 劉新妍(6E) 

良好獎 廖彩怡(4C)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主辦 ─ 中國特色建築繪畫比賽 
季軍 劉新妍(6E)    

優異金獎 盧巧晴(6E)    

優異獎 李穎彤(5E) 陳雯希(4D) 李卓穜(3E) 余曉盈(3E) 

優秀獎 孫瑩熲(5E) 何永丞(4E) 陳清清(4D)  

良好獎 陳典易(6D)  古倬愷(6D) 古倬嘉(6D) 劉慧珍(6B) 

胡雨希(5E)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主辦 ─ 錦繡中華專題研習錄像報告比賽 
冠軍及最佳創意獎 譚雅詩(6E) 曾安怡(6E) 施詠琳(6E)    蘇韻芝(6E) 

潘  悅(6E) 余希雯(6E)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第二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冠軍 曾安怡(6E)    

季軍 譚雅詩(6E)    

 
第九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2013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 陳典易(6D)    李雅晴(6D) 莫健薪(6D) 丘文權(6D) 

楊詠姿(6D) 古悼愷(6D) 潘煒然(6D) 徐嘉樂(6D)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 陳典易(6D) 李雅晴(6D) 莫健薪(6D) 丘文權(6D) 

楊詠姿(6D)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女子組殿軍 馬曉宜(6E) 賴  彤(6D) 鄭琬穎(6D) 蔡詩穎(6C) 

陳靜敏(6B) 周宛彤(6B) 林殷鈴(6B) 張文嘉(6A) 

 
中銀香港第五十七屆體育節-2014 陸地冰球錦標賽 
選手青年組冠軍 吳國聰(6C) 楊華堂(6C) 莫景儒(5A) 陳景翔(3D) 

方國喬(3D) 戴卓 (3D) 湯焯楠(3D) 褚喆妍(3C) 

 
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和諧家庭徵文比賽(小學組) 
冠軍 陳慧禎(5E)    
優異獎 曾安怡(6E)    
良好獎 譚雅詩(6E) 李雅晴(6D) 鄭琬穎(6D) 郭子健(6D) 
 盧凱婷(5E) 梁采頴(5E) 李穎彤(5E) 朱憶霖(5D) 

 
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和諧家庭心得共分享(口號創作比賽)(小學組) 
季軍 鄒念慈(3E)    
良好獎 丘文權(6D) 何永丞(4E) 林梓欣(4E) 朱健峰(3E) 
 李卓穜(3E)    

 
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和諧家庭三格漫畫展才情(情景對話創作比賽) 
良好獎 劉新妍(6E) 丘文權(6D)   

 
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和諧家庭展繽紛(填色比賽) 
良好獎 洪銘鍵(5E) 許嘉純(5E) 許嘉玲(5E) 陳慧禎(5E) 
 



 
 

香港藝術學院主辦 2014 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施曉琳(6E) 施詠琳(6E) 魏曉霖(6E) 黄雯娜(6E) 

余希雯(6E) 施雅怡(6C) 陳慧禎(5E) 馮江保(5E) 
劉欣怡(5E) 譚鈺華(5D) 許雍晴(5D) 劉陶華(5B) 
郭清潼(4E) 陳詠薇(4D) 廖彩怡(4C) 廖卓盈(4B)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第十七屆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單打亞軍 何震韜(6E)   

 
第六十六屆香港學校音樂節比賽 
教堂音樂中文歌曲小學合唱團(9 歲或以下)季軍 
 

陳家詠(4E) 符文詩(4E) 黃寶儀(4E) 郭清潼(4E) 
林佳玲(4E) 呂洛雅(4E) 吳燕菲(4E) 顏嘉慧(4E) 
黃宣螢(4E) 陳雪嵐(4D) 陳詠薇(4D) 張凱婷(4D) 
蔡穎欣(4D) 黃嘉俊(4D) 李異發(4D) 勞樂盈(4D) 
彭  倩(4D) 高天朗(4D) 黃穎瑤(4D) 鄭樂怡(4C) 
蕭曉維(4C) 余碧琦(4C) 陳思恩(4B) 馮海榕(4B) 
林清桐(4B) 林亮言(4B) 劉曉彤(4B) 李灝瑤(4B) 
廖卓盈(4B) 鄒念慈(3E) 朱樂謙(3E) 李卓穜(3E) 
梁芯怡(3E) 陳景翔(3D) 周曦晴(3D) 馮曉彤(3D) 
江凱晴(3D) 劉祖宜(3D) 戴卓衡(3D) 鄧曉凝(3D) 
黃靈慧(3D) 胡芷瑩(3D) 邱于珮(3C) 田子晴(3B) 
楊天悠(3D) 鄭健鈞(2E) 羅雪瑩(2E) 馬煥霖(2E) 
陳苑苓(2D) 姚彥君(2D) 莫琬婷(2D) 單靖妍(2D) 
丁嘉芊(2D) 林琳蔚(2C) 呂美臻(2C) 邱于娜(2C) 
郭泳宜(2A)    

教堂音樂中文歌曲小學合唱(13 歲以下)優良獎 
 

姚映嵐(6E) 鍾司漢(6E) 魏曉霖(6E) 蘇潔瑩(6E) 
黃雯娜(6E) 褚堃妍(6E) 伍善美(6E) 潘  悅(6E) 
鄧豫翹(6E) 楊詠姿(6D) 李穎怡(6D) 王綺晴(6D) 
蔡韻紅(6D) 潘詠斯(6D) 梁嘉兒(6D) 陳冬希(6D) 
謝梓駿(6D) 江美享(6C) 黃嘉祥(6C) 林嫣喬(6C) 
盧影雪(6C) 唐曉晴(6C) 譚凱琪(6C) 施雅怡(6C) 
劉慧珍(6B) 黃慧欣(6B) 朱穎恆(6B) 戴富民(6B) 
黃浩然(6B) 趙善欣(6A) 葉浩然(6A) 郭兆倫(6A) 
盧凱婷(5E) 劉欣怡(5E) 鍾愷婷(5E) 陳晴暉(5E) 
梁茹虹(5E) 鍾楚賢(5D) 魏毅建(5D) 林駿耀(5D) 
朱億霖(5D) 周樂怡(5D) 方祖琳(5D) 許雍晴(5D) 
劉芷菁(5D) 陳婷欣(5D) 車家堯(5C) 陳卓瑩(5C) 
黎睿哲(5C) 陳建霖(5B) 鍾朝剛(5B) 高本正(5A) 
黃千儀(5A)    

一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陳恩浩(1C) 王心悅(1B) 王梓瑩(1A)  
一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吳柏希(1D)    
二級鋼琴獨奏亞軍 唐子淇(3E)    
二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黃曉晴(5C) 呂洛雅(4E)  王梓萱(2B) 
二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李卓穜(3E) 邵喆熹(1E) 丁嘉晴(1D)  
三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楊詠姿(6D) 司徒安喬(6C)   
三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施曉琳(6E) 林俊熙(6D) 林梓欣(4E) 何永丞(4E) 
四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鄭君耀(3E)    
五級鋼琴獨奏季軍 陳駿鋒(6E)    
五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陳立恒(6D) 黃寶儀(4E)   
五級鋼琴獨奏良好獎 譚雅詩(6E)    
八級鋼琴獨奏優良獎 謝梓駿(6D)    
Xylophone Solo 優良獎 謝梓駿(6D)    
Recorder Solo 優良獎 褚堃妍(6E)    
Graded Violin Solo 優良獎 林以康(3E)    
 
2013 年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口號創作比賽 
優異獎 蔡詩穎(6C) 李穎彤(5E) 冼雅瑤(5B)    李卓穜(3E)   
 莫琬婷(2D)  林子游(1E)   程智宇(1B)    
 
2013 年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填色比賽 
優異獎 潘  悅(6E)   伍善美(6E) 姚映嵐(6E) 蔡詩穎(6C)  
 柳道然(6C)   司徒安喬(6C)  許天明(4D)    陳雯希(4D) 
 鄭康瑜(3B)  鄭健鈞(2E)   卓嘉濠(1E) 林梓琪(1E)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14(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劉懏漋(1E)    

二等獎 李思朗(5E) 

三等獎 鄭傑迅(6D) 曾思澤(5D)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第 25 屆全港小學數學比賽 
三等獎 鄭傑迅(6D)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學校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數學奧林匹克比賽 
銀獎 郭力中(5B) 

銅獎 何銘城(5E) 李穎彤(5E) 胡雨希(5E)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新春繪畫比賽 
優異獎 徐嘉巍(1B)    

 
2013-2014 年度第二屆全港小學生腦力王世紀大賽 

季軍 梁采頴(5E) 陳晴暉(5E) 吳胤奕(5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