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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想‧時代」第一屆 csl.盃全港中小學書法大賽 2016 

 

   

2. 第九屆兒童中文書法比賽 

高級組毛筆亞軍 黃凱琳 6E 

高級組硬筆亞軍 黃凱琳 6E 

3.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填色  優異獎 江鑒峰 2A    梁銘言 2B    張逸晞 2D    范靜宇 2E   

梁洛榣 2E    司徒驍騰 2E  鄧進然 3D    何俊霆 3E     

黃咨婷 3E    王建文 4B    徐嘉巍 4D    黃志鴻 5D      

鄭康瑜 6B    鄧曉凝 6D  (畢業生)盧麗詩、林梓欣、何永丞 

口號創作 優異獎 梁銘言 2B   劉潤鑫 2B   陳穎恩 3B   葉晴 3D   黃咨婷 3E  

柯鍶沅 5E   黃政翀 5E  丁俊煒 6B  

(畢業生)廖卓盈、廖彩怡、莊偉麒、梁頌為、何永丞 

傑出表現獎 6E李卓穜   (畢業生)施卓傑 

4. Makeblock STEM挑戰盃 

亞    軍 蔡文頂 6C   林嘉樂 6C    林嘉瑋 6D 

季    軍 莊楚亮 6D   陳景翔 6D    卓其暉 5D 

5.Think Big!校際 STEM創意大賽 

The Award for The Most 

Innovation Design 

莊楚亮 6D   陳景翔 6D    張珈熒 5E   馮巧翹 5E 

李敏渝 5E   丁嘉芊 5E  

6. 2016學生故事詩歌創作比賽 

 7. 2015/16小作家培訓計劃 

    

 

8.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周年全港中小學生書畫大賽 

  

  

 

P.1 

小學高級組毛筆冠軍 黃凱琳 6E 

初小詩歌季軍 梁潔晴 3E 

初小詩歌優異獎 林在森 3E 

高小故事創作優異獎 潘柏汶 4E 

閲讀報告獎優異奬 黃凱琳 6E 

「作家精讀坊」優異寫作奬 黃凱琳 6E 

小學組毛筆優異 黃凱琳 6E 



9.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 

初小男女混合組亞軍 

鄭鈞丞 (1A) 周家瑩 (1A) 黃浩鋒 (1B) 郭鍵峰 (1C) 

林懿齊 (1E) 潘柏澄 (1E) 張詠然 (2A) 劉家豐 (2A) 

黎靜桐 (2A) 王蔚晴 (2B) 邵喆瑩 (2B) 劉潤鑫 (2B) 

鄒欣蓓 (2C) 黃嘉琳 (2C) 梁卓軒 (2D) 李永釗 (2D) 

陳栢琛 (2C) 萬煒琪 (2D) 吳日晴 (2D) 麥晴朗 (2D) 

區智謙 (2E) 羅家浩 (2E) 喬心怡 (2E) 李希朗 (2E) 

梁穎怡 (3B) 林紫鈺 (3D) 黃樂軒 (3D) 陳煥榮 (3D) 

林正浩 (3D) 周曉烯 (3D) 李靖亨 (3D) 葉  晴 (3D) 

楊雪兒 (3D) 鄭伊彣 (3D) 鄭藹雯 (3D) 劉易蕙 (3D) 

黃卓霖 (3E) 張梓軒 (3E) 李東暉 (3E) 施宜彤 (3E) 

馮茵琳 (3E) 莊嘉文 (3E) 何兆康 (3E) 張貝妮 (3E)  

楊傑凱 (3E) 黎家彤 (3E) 黃咨婷 (3E) 龍泳杰 (3E) 

梁潔晴 (3E) 何俊霆 (3E)  

10. 2016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銅    獎 李卓穜 6E    顧倬瑩 6E    朱健峰 6E    蔡文諾 6E 

11. 紙飛機大賽 

季軍 譚卓曦(5D)   蘇衍淇(5D)   李卓鋒(5D)    張梓鏗(5D) 

優異獎 鄭君顥(5D)   周晉熙(5D)   黃卓軒(5D)   鄧思敏(5D) 

黃政翀(5E)   高晉(5E)     張珈熒(5E)   李敏渝(5E) 

12. 海、陸、空 STEM創意技能大賽 

智能編程車創意大獎 林嘉樂 6C    林嘉瑋 6D   陳迪凱 4D   周梭鋒 4D 

滑翔飛機競賽創意大獎 呂悠 5B   余家熙 5C   卓其暉 5D   李卓鋒 5D 

13. 西貢區德育故事創作及演講比賽  

優異獎 鍾曉悅 4E 

14. 第二十屆(2016-2017)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跳高亞軍 江匯泉(5A) 

男甲推鉛球殿軍 周智鴻(6A) 

男甲 400米季軍 洪澤鑫(6D) 

女甲跳遠亞軍 陳雯(6C) 

女甲跳高亞軍 陳雯(6C) 

女甲個人全場季軍 陳雯(6C) 

女甲團體優異獎 陳雯(6C)  彭穎軒(6C)  江凱晴(6D)   馮曉彤(6D) 

劉祖宜(6E)  鄒念慈(6E)  

 

 

P.2 



15.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六年級男女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許天欣 5B   單靖妍 5B   謝凱婷 5B   謝糧全 5B 

邱于娜 5B   陳苑苓 5C   周艷婷 5C   呂美臻 5C 

黎樂焮 5C   卓其暉 5D   蔡家霖 5D   周子榆 5D 

蕭曉寶 5D   蘇衍淇 5D   張見殷 5D   李敏渝 5E 

張珈熒 5E   梁廷浩 5E   吳田盈 5E   丁嘉芊 5E 

羅嘉俊 5E   羅恩浠 5E   鄧晞敏 5E   黃政翀 5E 

陳碧盈 5E   姚彥君 5E   高德樂 6A   曾婉盈 6A 

邱于珮 6C   李嘉敏 6C   麥凱琪 6C   彭穎軒 6C 

陳  雯 6C   李思穎 6C   劉恬兒 6D   莊楚亮 6D 

楊卓賢 6D   李衍龍 6D   張煜傑 6D   陳偉強 6D 

黃靈慧 6D   李卓穜 6E   陳冠中 6E   鄭君耀 6E 

佘浚然 6E 

普通話獨誦小三詩詞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李靖亨 3D 

普通話獨誦小四詩詞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陸茵婷 4E 

普通話獨誦小五詩詞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陳朗然 5E                                            

 16.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普通話獨誦小二詩詞獨誦女子組季軍 陳海晴 2C   

普通話獨誦小二詩詞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張曉悅 2A  黃麗穎 2A  王蔚晴 2B  黃嘉琳 2C   

范靜宇 2E  符文琳 2E  喬心怡 2E 

普通話獨誦小二詩詞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梁達軒 2C  洪笛凱 2D  劉錕佳 2D 

普通話獨誦小二詩詞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區智謙 2E 

17. 全港中小學生現場作文公開賽初賽 

 

 

 

 

18.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小一、小二說故事良好獎 李穎琳 2D 

小一、小二說故事優良獎 黎靜桐 2A  林梓晴 2A  張家寶 2B  范詠汶 2C  

吳日晴 2C  麥曉玲 2D 

小三、小四說故事良好獎 梁潔晴 3E  葉晴 3D 

小五、小六說故事優良獎 馬盈慧 5E  張珈熒 5E  丁嘉芊 5E  姚彥君 5E 

謝糧全 5B 

小五、小六說故事良好獎 周晉熙 5D 

19. 2016「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小五粵語故事 金獎 張珈熒 5E                           

20. 第八屆【中華挑戰盃】人才大賽 

初小粵語講故事亞軍 黎靜桐 2A    

中小粵語講故事亞軍 葉晴  3D  

高小粵語講故事冠軍 丁嘉芊 5E P.3 

一等獎 黎諾軒 4E 

二等獎 黃凱琳 6E  胡芷瑩 6D 

三等獎 鄭君耀 6E   黃凱騏 6E   李洺圻 6E  余曉盈 6D    

吳宛霖 4E    王鴻 4E 



21.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6香港區總決賽 

木管樂組中級組（長笛）亞軍 李洺圻(6E)    

22. 歡笑校園樂滿 Fun填色設計比賽 

小學初級組亞軍 3D梁培偉 

小學高級組季軍 4D徐嘉巍 

23. 全港 mBot機械人挑戰賽 2016 

亞    軍 6C蔡文頂、6C林嘉樂、6D林嘉瑋 

24.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5.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小一詩詞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梁舫怡 1A 

小二詩詞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范靜宇 2E 

小五詩詞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陳朗然 5E 

小六詩詞獨誦男子組季軍 余卓翰 6E 

    

26.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團體賽第九名 (有獎

盃) 

鄭君耀(6E)、李洺圻(6E)、余詩穎(6E)、黃凱琳(6E) 

銀獎(獎牌及獎狀) 鄭君耀(6E)、李洺圻(6E)、余詩穎(6E) 

銅獎(獎牌及獎狀) 朱樂謙(6E)、黃政翀(5E) 

優異獎(獎狀) 李淮凱(6E)、戴卓衡(6E)、楊卓賢(6D)                        

27. 2016-2017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P.4 

P6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李洺圻(6E) 余卓輸(6E) 謝傳杰(6D)   

P6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馬晰意(6D)     

P5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陳朗然(5E) 黃政翀(5E) 鄭鈞顥(5D) 李卓鋒(5D) 譚卓曦(5D) 

 周晉熙(5D)     

P5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李敏渝(5E) 姚彥君(5E) 馬盈慧(5E) 丁嘉芊(5E) 張恬滽(5D) 

 張見殷(5D) 許天欣(5B)    

P5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蔡家霖(5D)     

P4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林樂軒(4E) 黎諾軒(4E) 吳柏希(4B)   

P4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鍾曉悅(4E) 林梓琪(4E) 陸茵婷(4E)   

P3英詩獨誦男子組季軍 彭天悅(3E)     

P3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楊鴻雨(3E) 陳奕文(3E)    

P3英詩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李靖亨(3D)     

P3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黃咨婷(3E) 黎家彤(3E) 梁凱彤(3E) 鍾曉寧(3D)  

P2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區智謙(2E) 羅家浩(2E) 麥晴朗(2D) 李永釗(2D) 梁卓軒(2D) 

 李承希(2C)     

P2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喬心怡(2E) 范靜宇(2E) 梁洛榣(2E) 吳日晴(2D) 黃嘉琳(2C) 

 張詠然(2A) 林梓晴(2A)    

P1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馬綻融(1B)     

P1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林懿齊(1E) 羅皓晴(1E)    

男子單打季軍 林以康 6E   



下學期                                                                

28.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 2016 全港學生書法比賽 

   

 

   

29. 全港小學校際 Scrabble錦標賽 2017 

銀組團體冠軍 陳曉翔 (4E) 潘柏汶 (4E) 姚彥君 (5E) 

黃政翀 (5E) 丁嘉芊 (5E)  

銀組個人全場冠軍 潘柏汶 (4E) 

銀組個人全場亞軍 黃政翀 (5E) 

 

30. 全港小學校際 Scrabble挑戰賽 2017 

團體優異獎 

 

潘柏汶 (4E) 徐樂然 (4E) 林梓琪 (4E)  

黃政翀 (5E) 丁嘉芊 (5E) 陳碧盈 (5E) 

傑出表現獎 黃政翀 (5E) 

31.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 劉懏漋(4D)、黃政翀(5E)、伍澄鋒(5D)、李洺圻(6E) 

二等獎 楊傑凱(3E)、徐樂然(4E)、蔡弘燁(6E)、李淮凱(6E) 

三等獎 陳啟聰(4E)、吳洛輝(4E)、吳宛霖(4E)、朱樂謙(6E) 

施偉喬(6D) 

  

32.「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華南賽區) 晉級賽 

一等獎 劉懏漋(4D)、黃政翀(5E) 

二等獎 吳洛輝(4E)、伍澄鋒(5D)、李洺圻(6E) 

三等獎 楊傑凱(3E)、徐樂然(4E) 、陳啟聰(4E)、蔡弘燁(6E)、 

李淮凱(6E) 

 

33.2017第二十三屆聖經朗誦節 

小六組優異獎 余卓翰 6E 

嘉許獎狀 黎靜桐 2A   吳日晴 2D   張珈熒 5E   丁嘉芊 5E   

姚彥君 5E   謝糧全 5B   許天欣 5B   潘柏澄 1E 

鍾曉悅 4E   鍾曉寧 3D 

 

34.「齡界限」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嘉許獎狀 張珈熒 5E   丁嘉芊 5E    姚彥君 5E   謝糧全 5B    

李敏渝 5E 

 

 

 

 

 

P.5 

小學組毛筆冠軍 黃凱琳 6E 

小學組硬筆冠軍 黃凱琳 6E 



35. 『摘星之旅』九龍東 VEX機械人挑戰賽 

季   軍 4D林溢朗 4D徐嘉巍 4D 陳迪凱 4D 周梭鋒 4D戴劭衡 

季   軍 5E林嘉俊 5E施曉浩 5D黃卓軒 5D譚卓曦 5C黎健煕     

最佳團隊精神獎 林溢朗 4D  徐嘉巍 4D 陳迪凱 4D 周梭鋒 4D 戴劭衡 4D 

張梓鏗 5D  周晉熙 5D 李卓鋒 5D 蘇衍淇 5D 卓其暉 5D 

林嘉俊 5E  施曉浩 5E 黃卓軒 5D 譚卓曦 5D 黎健斌 5C 

梁芯怡 6D  李錦輝 6B 蔡智柏 6B 馮芷婷 6B    

 

36.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37. 資優教育基金第六屆「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計劃 

「閃耀之星」 黃凱琳(6E) 

 

38.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劉懏漋(4D) 

二等獎 黃政翀(5E) 

三等獎 伍澄鋒(5D)、蔡弘燁(6E) 

 

39.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西貢區) 

急轉彎亞軍(有獎牌) 李洺圻(6E)、余詩穎(6E)、黃凱琳(6E) 

優異獎 李洺圻(6E)、余詩穎(6E)、黃凱琳(6E) 

優良獎 戴卓衡(6E)、鄭君耀(6E)、朱樂謙(6E)、蔡弘燁(6E)、 

余卓翰(6E)、李淮凱(6E) 

 

40. Lenovo2016/17年度網絡安全大使 2.0計劃(決賽) 

   

 

 

 

 

 

41. 第 60屆體育節 2017陸地冰球錦標賽 

新秀青年組(男)(個人)冠軍 Louis Ooi  3A  

新秀青年組(男)(個人) 亞軍 Nicolas Ooi  4B 

新秀青年組(男)(個人) 季軍 梁一緯  5D 

高階青年組(隊際)     冠軍  呂美臻 5C  蔡家霖 5D  夏文麗 5D 

黃宇軒 2E  劉恬兒 6D 

學校團體-小學組      冠軍 羅卓怡 1E  周家熙 2A   勞詩詠 2B  勞詩喬 2A  黃宇軒 2E   

李愷晴 2C  Louis Ooi 3A   Nicolas Ooi4B  呂美臻 5C 

梁一緯 5D  蔡家霖 5D  夏文麗 5D  劉恬兒 6D 

  

P.6 

小學組寫作優異獎 黃凱琳 6E 

季軍 戴劭衡 4D 蔡銘怡 4D 徐子詠 4D 吳宛霖 4E   蔡卓健 4E 陳苑苓 5C 

陳銍鈺 5C 黎健熙 5C 黎樂焮 5C 蔡家霖 5D   李卓鋒 5D 卓其暉 5D 

韓琦瑋 5E 李敏渝 5E 黃政翀 5E 陳俊傑 6A   馮芷婷 6B 黃  政 6B 

黃欣琦 6B 蔡文頂 6C林嘉瑋  6D 馬晰意 6D   莊楚亮 6D 鄒念慈 6E 

朱健峰 6E 黃凱琳 6E 顧倬瑩 6E 劉祖宜 6E   李卓穜 6E 



42. 2017年度第十屆廣播劇創作演繹比賽 

進入十五強 姚彥君 5E丁嘉芊 5E  張珈熒 5E 施曉浩 5E  李敏渝 5E 

 

43. 2017第五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中小組亞軍 鍾曉悅 4E 

中小組優異獎 鍾曉寧 3D 

高小組亞軍 姚彥君 5E 

嘉許獎狀 丁嘉芊 5E   

44.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中小學組嘉許獎狀 鍾曉悅 4E 

 

45. 全港小學校際 Crossword 比賽 2017 

團體獎金杯優異獎 

 

陳曉翔 (4E) 潘柏汶 (4E) 林梓琪 (4E) 陸恩婷 (4E) 

黃政翀 (5E) 陳碧盈 (5E) 

四年級新星獎 陳曉翔 (4E) 

傑出表現獎 陳曉翔 (4E) 

 

46.第十一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47.第九屆經典盃書法比賽 

   

 

 

48. 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男子組4X300米賽艇 團體亞軍 洪澤鑫 6D    陳怡仰 6E    方國喬 6D  黃志勇 6A   

女子組4X300米賽艇 團體亞軍 陳雯   6C    麥凱琪 6C    彭穎軒 6C  李思穎 6C 

男子 500米賽艇冠軍 洪澤鑫 6D 

男子 300米賽艇亞軍 方國喬 6D 

女子 300米賽艇亞軍 李思穎 6C 

女子 500米賽艇亞軍 李思穎 6C 

積極參與學校獎 

優異獎 

洪澤鑫 6D  陳怡仰 6E  方國喬 6D  黃志勇 6A   

吳柏謙 6A  佘浚然 6E  陳雯   6C  麥凱琪 6C    

郭泳宜 5B  蕭建華 5A  盧柏濠  5B  彭穎軒 6C 李思穎 6C 

 

49. 全港最大型親子田徑比賽 

親子接力(媽媽組) 季軍 范靜宇(2E) 

 

50. 2016 – 2017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單打季軍 江凱晴(6D) 

男子團體優異獎 李兆恆(5B)  余卓翰(6E)  李言浩(6C)  黃志勇(6A)   龍泳杰(3E)  P.7 

二等獎 黃凱琳 6E  梁芯怡 6D  韓琦瑋 5E 

三等獎 佘浚然 6E   戴卓衡 6E   姚彥君 5E   梁廷浩 5E    

李敏渝 5E   黃政翀 5E  吳宛霖 4E 

高小毛筆組冠軍 黃凱琳 6E 

高小硬筆組冠軍 黃凱琳 6E 



 

51. 校園金榜十優作品(晶文薈萃) 

黃靈慧 6D 第 39期上榜作品- 小學生應該穿校服上學嗎 

黃靈慧 6D 第 40期上榜作品- 我的珍藏品 

 

52. 第十二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2016全港中小學暑期寫作計劃 

姚彥君 5E 報紙上的一則尋人啟事 傑出文章獎（小學組） 

胡芷瑩 6D 恐怖份子突襲校園 傑出文章獎（小學組） 

潘柏汶 
4E 從那夜起，所有燈光都消失了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及各校最

受歡迎文章 

江凱晴 
6D 從那夜起，所有燈光都消失了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及各校最

受歡迎文章 

梁芯怡 
6D 恐怖份子突襲校園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及各校最

受歡迎文章 

鄧曉凝 
6D 校園反擊戰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及各校最

受歡迎文章 

黃靈慧 
6D 校園反擊戰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及各校最

受歡迎文章 

張煜傑 6D 恐怖份子突襲校園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 

莊楚亮 6D 金字塔探險記(上)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 

 

53. 「ROBOFEST填色及電腦繪圖設計比賽」 

小學高小組優異獎 6A(1)陳俊傑 

 

54.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黃政翀(5E) 

銅獎 劉懏漋(4D) 

 

55. 2017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56. 2017年「珍惜自然資源，共營低碳生活」攝影比賽 

最佳照片說明 馮巧翹 (5E) 

 

57. 第三屆商務全港小學生師生寫照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姚錦涵 1B 

 

58. 全港中小學生現場作文公開賽決賽 

  

 

 

 

 

P.8 

五級考試組(鋼琴)  一等獎      張皓兒(4D)    

三等獎 胡芷瑩 6D 



59.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初級組中文狀元 黃靈慧 (6D)  馮曉彤 (6D)   陳景翔 (6D) 

鄧曉凝 (6D)  楊卓賢 (6D)   何栢喬 (6D) 

胡芷瑩 (6D)  江凱晴 (6D)   梁芯怡 (6D) 

張煜傑 (6D)  莊楚亮 (6D)   謝傳杰 (6D) 

余曉盈 (6D)  施炘呈 (6D)   林嘉瑋 (6D) 

 

60. 2017第十三屆全港小學徵文比賽 

    

 

61.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7 

傑出學生 丁嘉芊(5E) 

 

62. 第三屆全港資優學生「合 24」大賽 

銅獎 劉懏漋(4D) 

 

63. 全港中小學校際 Scrabble聯賽盃 2017 

1. 個人全場季軍 

2. Bingo Machine 

3. 新秀奬 

4. 傑出表現獎 

陳曉翔 (4E) 

 

 

 

P.9 

中小組季軍 潘柏汶 4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