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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榜 2014-2015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校際朗誦節比賽 

英詩集誦初小男女混合組冠軍 

 

陳冠霖(3E) 陳朗然(3E) 張珈熒(3E) 鄧晞敏(3E) 

馮巧翹(3E) 何祖輝(3E) 姚彥君(3E) 高  晋(3E) 

李敏渝(3E) 李芷晴(3E) 丁嘉芊(3E) 王梓萱(3E) 

黃卓軒(3E) 黃政翀(3E) 楊靖琳(3E) 陳穎璇(3D) 

周艷婷(3D) 徐  立(3D) 馬盈慧(3D) 劉慧禧(2E) 

謝沛恒(2E) 蔡銘怡(2E) 陳恩浩(2D) 黎芷穎(2D) 

宋恩朗(2D) 黃頌雅(2D) 張雅慧(2C) 馮紊浠(2C) 

林樂軒(2C) 丁嘉晴(2C) 陳嘉桐(2B) 周棱鋒(2B) 

關  亮(2B) 潘柏汶(2B) 邵喆熹(2B) 王梓瑩(2B) 

陳芷欣(2A) 范皓景(2A) 林梓琪(2A) 吳宛霖(2A) 

姚詩鎣(2A) 陳彥晴(1E) 曾芷慧(1E) 鄭藹雯(1D) 

林紫鈺(1D) 龍泳杰(1D) 梁潔晴(1C) 梁詩銘(1C) 

楊雪兒(1C) 周曉烯(1B)   

P6 英詩獨誦男子組季軍 馮江保(6E) 林楚盛(6E) 陳建霖(6B)  

P6 英詩獨誦男子組優異獎 陳晴暉(6E) 陳永恒(6E) 鄭志鵬(6E) 李思朗(6E) 

鍾楚賢(6D) 魏毅建(6D) 劉陶華(6B)  

P6 英詩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何銘城(6E)    

P6 英詩獨誦女子組亞軍  鍾愷婷(6E)    

P6 英詩獨誦女子組優異獎 陳慧禎(6E) 許嘉玲(6E) 胡雨希(6E) 劉欣怡(6E) 

李穎彤(6E) 梁茹虹(6E) 盧凱婷(6E) 麥穎欣(6E) 

孫瑩熲(6E) 周樂怡(6D) 許雍晴(6D) 劉芷菁(6D) 

麥晶晶(6D) 譚鈺華(6D)   

P5 英詩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何景明(5E) 何永丞(5E) 梁頌為(5E)  

P5 英詩獨誦女子組優異獎 陳安琳(5E) 黃寶儀(5E) 林梓欣(5E) 黃宣螢(5E) 

郭清潼(5E) 顏嘉慧(5E) 陳詠薇(5D) 林敏思(5B) 

P4 英詩獨誦男子組優異獎 鄭君耀(4E) 朱健峰(4E) 謝傳杰(4E) 蔡弘燁(4E) 

李洺圻(4E)   佘浚然(4E) 余卓翰(4E)  

P4 英詩獨誦女子組優異獎 劉恬兒(4E) 李卓穜(4E) 唐子淇(4E)  

P3 英詩獨誦男子組優異獎 陳冠霖(3E)    

P3 英詩獨誦女子組優異獎 張珈熒(3E) 馮巧翹(3E) 李敏渝(3E) 丁嘉芊(3E) 

王梓萱(3E)    

P3 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夏文麗(3E)    

P2 英詩獨誦男子組優異獎 范皓景(2A) 林樂軒(2C)    

P2 英詩獨誦女子組優異獎 黃頌雅(2D) 鍾曉悅(2C) 陳嘉桐(2B)  

P2 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黎芷穎(2D)    

P1 英詩獨誦男子組優異獎 李靖亨(1C)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季軍 黎詠妍(6E) 胡雨希(6E) 劉欣怡(6E) 梁茹虹(6E) 

梁采頴(6E) 盧凱婷(6E) 葉思婷(6E) 李穎彤(6E) 

鍾愷婷(6E) 孫塋穎(6E) 麥穎欣(6E) 許嘉玲(6E) 

陳可盈(6E) 何銘城(6E) 周樂怡(6D) 周迪華(6D) 

方祖琳(6D) 黃靖堯(6D) 洪曉欣(6D) 許雍晴(6D) 

譚鈺華(6D) 何裕晴(6C) 吳彥葶(6C) 車家堯(6C) 

傅樂宜(6C) 馬瑜蔚(6C) 杜葆瑜(6B) 葉芷妍(6B) 

林慕怡(6B) 羅子晴(6B) 冼雅瑤(6B) 鄧嘉慧(6B) 

陳建霖(6B) 張家豪(6B) 吳燕菲(5E) 勞梓穎(5E) 

符文詩(5E) 李錦亮(5E) 郭清潼(5E) 勞樂盈(5D) 

蔡穎欣(5D) 程冠琦(5D) 陳家詠(5D) 王俊熙(5C) 

林智捷(5C) 李佩宜(5B) 朱詠恩(5B) 林敏思(5B)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李敏渝(3E) 丁嘉芊(3E) 王梓萱(3E) 姚彥君(3E) 

何蔚心(3D) 蔡家霖(3C)   

小學三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羅嘉俊(3E) 何碩殷(3E) 卓其暉(3D) 謝書宏(3C)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葉思婷(6E)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梁采頴(6E)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奬 陸茵婷(2E)   吳鑫莹(2E)   蕭家晴(2E) 陳嘉淇(2D) 

黃詠義(2D) 梁嘉欣(2B) 賴銳珍(2A)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奬 蔡卓健(2E) 金秉逸(2C) 王 鴻(2B) 麥瀚堃(2A) 

王奕壇(2A)    

P6 粵語散文季軍 鍾愷婷(6E) 李穎彤(6E)   

P6 粵語散文良好奬 胡雨希(6E)   何銘城(6E) 鄧嘉慧(6B)   葉芷妍(6B) 

P6 粵語散文優異奬 陳晴暉(6E) 馮江保(6E) 梁采頴(6E) 盧凱婷(6E) 

朱善柔(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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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粵語散文優異奬 陳安琳(5E) 陳清清(5E)   林梓欣(5E) 梁頌為(5E) 

黃寶儀(5E) 黃宣螢(5E) 林敏思(5B)  

P5 粵語講故事優異奬 陳安琳(5E) 林敏思(5B)   

P4 粵語散文優異奬 唐子淇(4E) 余卓翰(4E)   

P4 粵語散文良好奬 李卓穜(4E)     李洺圻(4E) 佘浚然(4E)  

P2 粵語散文優異奬 鍾曉悦(2C)    

P1 粵語散文優異奬 葉 晴(1E)    

 

香港善行教育協會善行杯國際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小學組 P5 粵語故事銀獎 陳安琳(5E)    

小學組 P5 粵語詩歌銀獎 陳安琳(5E)           

 

第九屆小學即席演講比賽 

優異獎 陳慧禎(6E) 

 

西貢區德育演講比賽 

亞軍 盧凱婷(6E)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人才大賽 

粵語講故事季軍 陳安琳(5E)    

粵語講故事優異 林敏思(5B)           

粵語高小古詩優異獎 陳安琳(5E) 林敏思(5B)   

 

賽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關慧榆(6D) 關慧甯(6C)   

 

華藝盃第六屆粵港澳朗誦藝術人才大賽 

雙聲説故事冠軍 盧凱婷(6E) 鍾愷婷(6E)   

粵語講故事亞軍 陳安琳(5E)    

粵語講故事季軍 林敏思(5B)    

粵語散文冠軍 陳晴暉(6E)    

粵語散文亞軍 馮江保(6E)    

粵語散文季軍 李穎彤(6E) 陳建霖(6B)   

 

2015 第二十一屆聖經朗誦節 

小六組冠軍 馮江保(6E)    

小四優異獎 余卓翰(4E)           

 

2015 第三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小四優異獎 鄒念慈(4E)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晶文薈萃》 

第 30 期十優文章 林梓欣(5E) 鄭君耀(4E)   

第 31 期十優文章 符文詩(5E) 呂洛雅(5D)     

第 32 期十優文章 符文詩(5E)    

 

第十屆仲夏夜之夢 2014 全港中小學暑期寫作計劃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傑出文章獎 李穎彤(6E)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鄭智傑(6D)        周迪華(6D) 朱億霖(6D) 鍾楚賢(6D) 

許穎思(6D) 洪曉欣(6D) 林駿耀(6D) 麥晶晶(6D) 

魏毅建(6D)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朱億霖(6D) 鍾楚賢(6D) 洪曉欣(6D) 林駿耀(6D) 

麥晶晶(6D)    

 

葵涌扶輪社與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敬老護老」徵文比賽 

亞軍 陳慧禎(6E)    

優異獎 林梓欣(5E) 林佳玲(5E) 陳雯希(5D)  

 

保衛地球可持續發展策略徵文比賽 

季軍 陳慧禎(6E)    

優異奬 林梓欣(5E)    

 

「敬老護老心得共分享」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李穎彤(6E) 鍾愷婷(6E) 陳慧禎(6E) 周樂怡(6D) 

江上行(6D)    

 

「妙筆生輝」全港公開書法大賽 2014 

小學組優異奬 黃凱琳(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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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揮春添喜氣」毛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優異奬 黃凱琳(4E)    

 

第七屆翹楚榜之經典杯書法比賽 

季軍 黃凱琳(4E)    

 

余寄梅盃全港書法公開賽 

優異獎 黃凱琳(4E)    

 

細味人生德育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郭清潼(5E)    

 

細味人生硬筆字比賽 

冠軍 黃凱琳(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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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梁季彜中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 黃凱琳(4E)    

優異 李穎彤(6E) 吳俊仁(5E)   

 

香港中國武術協會港、澳、佛三地蔡李佛邀請賽暨 2014 年全港公開賽 

長器械公開賽一等獎 鄧智聰(5A)  

長器械公開賽殿軍 黃志勇(4B)  

套拳公開賽一等獎 黃志勇(4B)  

長器械邀請賽銀牌 黃志勇(4B)  

長器械邀請賽第二名 鄧智聰(5A)  

套拳邀請賽金牌 鄧智聰(5A) 黃志勇(4B) 

 

元朗區體育節 2014 元朗啦啦隊公開錦標賽 

小學混合組季軍 冼雅瑤(6B) 杜葆瑜(6B) 葉芷妍(6B) 羅子晴(6B) 

吳梓浩(6B) 張家豪(6B) 陳建霖(6B) 文向龍(6B) 

蔡紫晴(6A) 蔡潤欣(6A) 黃千儀(6A) 張煜傑(4E) 

朱樂謙(4E) 田子晴(4D) 李嘉敏(4D) 陳芷翎(4C) 

李芷晴(3E) 姚彥君(3E) 丁嘉芊(3E) 羅恩浠(3E) 

潘嘉善(2E) 馮力希(2E) 梁潤琳(2E) 黃淳恩(2A) 

小學女子組優異獎 冼雅瑤(6B) 杜葆瑜(6B) 葉芷妍(6B) 羅子晴(6B) 

蔡紫晴(6A) 蔡潤欣(6A) 黃千儀(6A) 田子晴(4D) 

李嘉敏(4D) 陳芷翎(4C) 李芷晴(3E) 羅恩浠(3E) 

姚彥君(3E) 丁嘉芊(3E) 梁潤琳(2E) 黃淳恩(2A) 

 

2015 香港普及體操節 

最具創意優異獎 

 

周樂怡(6D) 麥晶晶(6D) 徐倩兒(6D) 黃靖堯(6D) 

湯嘉瑩(6C) 彭穎軒(4C) 楊天悠(4B) 伍倩瑩(4A) 

曾婉盈(4A) 夏文麗(3E) 楊靖琳(3E) 林潁兒(3D) 

劉慧禧(2E) 林溢朗(2D) 黎芷穎(2D) 李泳欣(2D) 

王建文(2A) 王心悅(2A) 施宜彤(1E) 梁潔晴(1C) 

陳芷榣(1A)    

 

第 58 屆體育節 2015 陸地冰球錦標賽 

新秀少年組男子組個人冠軍 陳恩浩(2D)    

新秀少年組女子組個人冠軍 夏文麗(3E)    

進階青年組隊際冠軍 莫景儒(6A) 劉恬兒(4E) 褚喆妍(4B) 許天欣(3D) 

馬盈慧(3D) 陳穎璇(3D) 呂美臻(3C) 蔡家霖(3C) 

 

第十七屆(2014-2015)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季軍 鍾兆濠(6E) 馮江保(6E) 鄭智傑(6D) 黃浩均(6C) 

謝彥祖(6C) 張文碩(6B) 盧天寶(6B) 許章釗(6B) 

楊智熙(6A) 古鎮瑜(6A) 蔡俊恒(6A) 周文瑋(5C) 

 

第十七屆(2014-2015)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 50 米自由泳季軍 杜葆瑜(6B)    

女甲 50 米蛙泳殿軍 杜葆瑜(6B)    

 

第十八屆(2014-2015)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60 米亞軍 程冠琦(5D)    

男甲跳遠殿軍 程冠琦(5D)    

男甲 200 米季軍 盧天寶(6B)    

男甲 4×100 米接力季軍 鄭智傑(6D) 盧天寶(6B) 楊智熙(6A) 程冠琦(5D) 

男甲團體季軍 鄭智傑(6D) 盧天寶(6B) 楊智熙(6A) 程冠琦(5D) 

男甲 60 米冠軍 鄭智傑(6D)    

男甲 100 米殿軍 鄭智傑(6D)    

男甲個人全場殿軍 鄭智傑(6D)    

女甲推鉛球冠軍 黃千儀(6A)    

女甲團體優異奬 鄺嘉怡(6D) 劉芷菁(6D) 黃曉晴(6C) 杜葆瑜(6B) 

 

第十八屆(2014-2015)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賽 

女子組團體殿軍 陳婷欣(6D)   方祖琳(6D) 葉芷晴 (5C) 張凱婷(5C) 

江凱晴(4D)    

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陳婷欣(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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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銀獎 郭力中(6B)    

銅獎 李穎彤(6E)           

優異獎 馮江保(6E)    

 

2014-2015 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西貢區) 

智多星亞軍 郭力中(6B)    

銅獎 李穎彤(6E) 胡雨希(6E) 郭力中(6B)  

優良獎 鍾愷婷(6E) 黃梓盈(6E) 何銘城(6E) 馮江保(6E) 

鍾兆濠(6E) 李思朗(6E)   

 

第 26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5 

二等獎 郭力中(6B)    

三等獎 李思朗(6E)    

 

2015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黃政翀(3E)    

銀獎 郭力中(6B)    

銅獎 蘇鴻威(5E) 林梓欣(5E) 劉懏漋(2B)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13 歲或以下)季軍 吳胤奕(6E) 梁茹虹(6E) 許嘉玲(6E) 陳永恒(6E) 

盧凱婷(6E) 陳晴暉(6E) 鍾愷婷(6E) 劉欣怡(6E) 

孫瑩穎(6E) 梁采頴(6E) 許雍晴(6D) 許穎思(6D) 

劉芷菁(6D) 朱億霖(6D) 林駿耀(6D) 魏毅建(6D) 

鍾楚賢(6D) 譚鈺華(6D) 陳婷欣(6D) 朱威煥(6C) 

劉陶華(6B) 冼雅瑤(6B) 朱善柔(6B) 陳建霖(6B) 

鍾朝剛(6B) 張家豪(6B) 黃珊瑜(6B) 鄧嘉慧(6B) 

梁啓迪(6B) 黃千儀(6A) 郭清潼(5E) 顏嘉慧(5E) 

陳清清(5E 陳家詠(5E) 林佳玲(5E) 陳雪嵐(5D) 

陳俊仁(5D) 陳詠薇(5D) 蔡穎欣(5D) 廖彩怡(5D) 

勞樂盈(5D) 呂洛雅(5D) 潘在政(5D) 黄穎瑤(5D) 

王采晴(5D) 陳雯希(5D) 廖卓盈(5D) 余碧琦(5C) 

温泓銘(5C) 王雅妍(5C) 馮海榕(5C) 張凱婷(5C) 

林敏思(5B) 吳穎欣(5A) 蕭曉維(5A)  

教堂音樂中文聖詩組(9 歲或以下)優良獎 

 

劉祖宜(4E) 劉恬兒(4E) 李卓穜(4E) 梁芯怡(4E) 

唐子淇(4E) 周曦晴(4D) 馮曉彤(4D) 田子晴(4D) 

江凱晴(4D) 戴卓衡(4D) 楊卓賢(4D) 黃靈慧(4C) 

褚喆妍(4B) 伍善雯(4B) 楊天悠(4B) 姚嘉文(4B) 

陳景翔(4B) 余曉盈(4B) 丁嘉芊(3E) 黃卓軒(3E) 

莫琬婷(3E) 何碩殷(3E) 姚彥君(3E) 李芷晴(3E) 

陳卓耀(3E) 陳冠霖(3E) 鄭鈞顥(3E) 張珈熒(3E) 

蘇衍淇(3D) 譚卓曦(3D) 徐立  (3D) 馬盈慧(3D) 

周艷婷(3D) 黃志鴻(3D) 林信雯(3D) 陳苑苓(3C) 

郭泳宜(3C) 呂美臻(3C) 施袁熙(3C) 陳曉琳(3B) 

馬煥霖(3B) 謝糧全(3B) 王芷瑩(3B) 羅雪瑩(3A) 

單靖妍(3A) 王君瑩(2D) 俞凱晴(2D) 李泳欣(2D) 

黎芷穎(2D) 陳嘉琪(2D) 盧巧嵐(2C) 王詩婷(2B) 

徐子詠(2B) 陳漫宜(2B) 陳嘉桐(2B)  

一級鋼琴獨奏季軍 冼一信(1C)    

一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蔡弘燁(4E) 林溢朗(2D) 潘柏汶(2B) 張皓兒(2A) 

林梓琪(2A) 葉彥希(1E) 陳芷榣(1A)  

一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陳恩浩(2D) 戴卓衡(4D) 李巧琳(1B)  

二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邵喆熹(2B)    

二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黎詠妍(6E) 杜葆瑜(6B) 吳柏希(2D)  

三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唐子淇(4E) 陳芷翎(4C)   

三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陳可盈(6E) 方祖琳(6D) 黃曉晴(6C) 丁嘉晴(2C) 

鍾曉悅(2C) 王梓瑩(2B)   

四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林梓欣(5E)    

四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何永丞(5E) 呂洛雅(5D)   

五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鄭君耀(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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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黃寶儀(5E)    

 

2014-2015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劉欣怡(6E) 陳慧禎(6E) 陳晴暉(6E) 譚鈺華(6D) 

許雍晴(6D) 林駿耀(6D) 郭清潼(5E) 陳詠薇(5D)    

李異發(5D) 廖卓盈(5D) 廖彩怡(5D) 朱樂謙(4E) 

李卓穜(4E) 鄒念慈(4E) 李思穎(4D) 周曦晴(4D) 

馬晰意(4B)    

傑出演員獎 陳晴暉(6E) 劉欣怡(6E) 林駿耀(6D) 許雍晴(6D) 

李異發(5D)    

 

「尊重包容盡本份 關愛共融建社群」骨牌比賽 

最佳砌骨牌技術獎 王雅妍(5C)    馮海榕(5C) 方靖偉(5B) 周偉民(5B) 

莊偉麒(5B) 林富源(5B)   

 

「敬老護老三格漫畫展才情」情景對話創作比賽 

優異獎 陳婷欣(6D) 湯嘉瑩(6C) 朱祖兒(5C)  

 

「敬老護老展繽紛」填色比賽 

優異獎 潘嘉善(2E)    

 

綠領行動《減用膠袋妙法大搜查》 

「最估你唔到妙法」大獎 李卓穜(4E)    

 

校際「認識中華經典」中文輸入法速度比賽 

團體賽總冠軍 關慧榆(6D) 李 榮(6C) 談日峰(6B)  

 

2014-2015 年度數碼達人創作大賽 

「數碼藝術 ─ 親親。小海白」季軍 梁采頴(6E)    

「數碼藝術 ─ 親親。小海白」優異 孫瑩熲(6E)    

 
「感‧足：感受成長」中小學生繪畫比賽 

優異獎 李穎彤(6E)    

 

西貢區啦啦隊擂台大比併 

亞軍 冼雅瑤(6B) 杜葆瑜(6B) 葉芷妍(6B) 羅子晴(6B) 

吳梓浩(6B) 張家豪(6B) 陳建霖(6B) 梁朝飛(6B) 

蔡紫晴(6A) 蔡潤欣(6A) 黃千儀(6A) 張煜傑(4E) 

朱樂謙(4E) 田子晴(4D) 李嘉敏(4D) 陳芷翎(4C) 

陳碧盈(3E) 鄧晞敏(3E) 李芷晴(3E) 姚彥君(3E) 

丁嘉芊(3E) 羅恩浠(3E) 馮力希(2E) 梁潤琳(2E) 

丁嘉晴(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