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2018年度下學期 

課外活動輝煌榜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初小男女混合組冠軍 

 

范靜宇(3E) 劉潤鑫(3E) 羅家浩(3E) 黃麗穎(3E) 

鄒欣蓓(3E) 張詠然(3E) 王蔚晴(3E) 劉家豐(3E) 

梁洛榣(3E) 吳日晴(3D) 麥晴朗(3D) 喬心怡(3D) 

梁卓軒(3D) 陳煒立(3D) 林家樑(3C) 尤子軒(3B) 

黎靜桐(3B) 符文琳(3B) 鄭凱譽(2E) 郭鍵峰(2E) 

賴君昊(2E) 蘇婧妍(2E) 鄭柏程(2D) 張娭僮(2D) 

周家瑩(2D) 林懿齊(2D) 楊海濤(2C) 馮晞瑤(2C) 

蘇煥然(2C) 鄭鈞丞(2B) 郭梓鈴(2B) 徐子然(2B) 

殷子喬(2B) 馬綻融(2B) 潘柏澄(2B) 姚錦涵(2A) 

張綺琳(1D) 黃煒祺(1D) 洪子晴(1D) 蔡芷恩(1D) 

奚詠茵(1D) 呂洛軒(1C) 蕭心遙(1C) 陳嘉嵐(1C) 

詹婧琪(1B) 賴恩倩(1B) 李心悦(1B) 施泓旭(1B) 

陸詩婷(1A) 陳莉欣(1A)   

普通話集誦小學五、六年級男女混合組冠軍 梁廷浩(6E) 吳田盈(6E) 丁嘉芊(6E) 羅嘉俊(6E) 

鄧晞敏(6E) 黃政翀(6E) 陳碧盈(6E) 姚彥君(6E) 

周子榆(6D) 蕭曉寶(6D) 林琳蔚(6D) 張見殷(6D) 

張恬滽(6D) 周晉熙(6D) 卓其暉(6D) 蔡家霖(6D) 

林潁兒(6C) 周艷婷(6C) 呂美臻(6C) 黎樂焮(6C) 

吳子穎(6C) 單靖妍(6B) 謝凱婷(6B) 謝糧全(6B) 

許天欣(6B) 郭泳宜(6B) 蕭家晴(5E) 馮紊浠(5E) 

王  鴻(5E) 陸茵婷(5E) 吳宛霖(5E) 鍾曉悦(5E) 

黎諾軒(5E) 王詩婷(5E) 宋恩朗(5E) 蔡卓健(5E) 

賴銳珍(5D) 吳鑫莹(5D) 梁嘉欣(5D) 陳嘉淇(5D) 

黃婉怡(5D) 張雅慧(5D) 姚詩鎣(5C) 馮力希(5B) 

小六詩詞獨誦良好獎 呂  悠(6B)    

小三詩詞獨誦優良獎 范靜宇(3E)    

小二詩詞獨誦良好獎 梁舫怡(2E)    

小六粵詩詞獨誦亞軍 張珈熒(6E)    

小六粵詩詞獨誦優良獎 姚彥君(6E) 馬盈慧(6E) 丁嘉芊(6E) 李敏渝(6E) 

小六粵詩詞獨誦良好獎 謝糧全(6B) 許天欣(6B)   

小五粵詩詞獨誦優良獎 鍾曉悦(5E)    

小五粵詩詞獨誦良好獎 蕭家晴(5E)    

小四粵詩詞獨誦季軍 葉  晴(4D)    

小四粵詩詞獨誦優良獎 鍾曉寧(4E) 黎家彤(4E) 劉易蕙(4E) 梁潔晴(4D) 

小三粵詩詞獨誦優良獎 李穎琳(3E) 吳日晴(3D)   

小三粵詩詞獨誦良好獎 林梓晴(3E) 范詠汶(3C) 黎靜桐(3B)  

小三小四說故事優良獎 劉潤鑫(3E)    

小三小四說故事良好獎 香卓希(3C)    

小六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謝糧全(6B) 郭泳宜(6B)   

小六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陳朗然(6E)    

小五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陸茵婷(5E) 陳嘉淇(5D)   

小三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范靜宇(3E)    

小二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 蘇婧妍(2E)    

小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李諾呈(2B)    

小一、二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郭鍵峰(2E) 劉晨曦(2D) 朱煒軒(2B) 徐子然(2B) 

 朱偉軒(1B) 孫衍朗(1B)   

小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羅皓晴(2D) 董鍩雯(2C) 羅家瑩(2A) 王雪(1E) 

 孫愿慈(1C)    

P6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陳朗然(6E) 羅嘉俊(6E) 黃政翀(6E) 李卓鋒(6D) 

 譚卓曦(6D)    

P6英詩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伍澄鋒(6D)    



 2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續)  

 

第十屆兒童中文書法比賽 

 

全港青少年 Scrabble 錦標賽 

 

第一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創作獎勵計劃 2016/17 第三期 

 

2017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6/17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學界環保模型船設計大賽 

 

環保回收物品重用創作比賽 

 

 

P6英詩獨誦女子組亞軍 李敏渝(6E)    

P6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馮巧翹(6E) 姚彥君(6E) 馬盈慧(6E) 吳田盈(6E) 

丁嘉芊(6E) 林琳蔚(6D) 張見殷(6D) 張恬滽(6D) 

周子榆(6D) 許天欣(6B) 謝糧全(6B)  

馮巧翹(6E) 姚彥君(6E) 馬盈慧(6E) 吳田盈(6E) 

P5英詩獨誦男子組冠軍 黎諾軒(5E)    

P5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吳柏希(5B)    

P5英詩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Nicolas Ooi(5B)   

P5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蕭家晴(5E) 陸茵婷(5E) 鍾曉悦(5E)  

P5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林梓琪(5E) 張皓兒(5D)   

P4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彭天悦(4E)    

P4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黃咨婷(4E) 鍾曉寧(4E) 周曉烯(4D) 梁凱彤(4D) 

P3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李永釗(3E)    

P3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黃麗穎(3E) 林梓晴(3E) 李愷晴(3E) 吳日晴(3D) 

P2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陳灝豐(2E) 鄭鈞丞(2B) 馬綻融(2B)  

P2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蘇婧妍(2E) 吳汶姿(2E) 林懿齊(2D) 羅皓晴(2D) 

 許雯靜(2D) 潘柏澄(2B) 郭梓鈴(2B)  

高級組毛筆亞軍 黃凱琳(2016-2017畢業生)  

高級組硬筆優異 黃凱琳(2016-2017畢業生)  

初級組硬筆優異 卓嘉濠(5A)    

小學組團體亞軍 陳碧盈(6E) 姚彥君(6E) 黃政翀(6E) 陳曉翔(5E) 

 林梓琪(5E) 陸恩婷(5E)   

12歲以下最佳參賽者 黃政翀(6E)    

傑出表現獎 黃政翀(6E)    

小四粵詩詞獨誦季軍 黎家彤(4E)    

小四粵詩詞獨誦亞軍 葉  晴(4D)    

小四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楊鴻雨(4E)    

小三粵詩詞獨誦優異獎 林梓晴(3E) 黎靜桐(3B)   

散文/隨筆亞軍 劉恬兒(2016-2017畢業生)  

高級組優異獎 施炘呈(2016-2017畢業生)  

入圍學校組（小學）的二十強 施炘呈(2016-2017畢業生)  

男子丙組個人賽殿軍 黃凱邦(4E)    

環保設計獎季軍 鍾曉悦(5E) 吳洛輝(5E)   

亞軍 梁俊賢(6E)    

優異獎 王建文(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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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港學界朗誦節 

 

2017第十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紙飛機大賽 

 

mBot機械人大賽 

 

第 6屆香港吉野家勤學大賞 2017 

 

校際 STEM創意解難比賽 

 

第五屆中國文化交流大使(全港)決賽 

 

西貢區德育故事創作及演講比賽 

 

第二十一屆(2017-2018)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高小組季軍 鍾曉悦(5E)    

中小組季軍 鍾曉寧(4E)    

中小組第五名 楊鴻雨(4E)    

季軍 黎俊希(6B) 張灝翔(5D) 戴浚銘(5C) 黃鎮鉉(5C) 

優異獎 張珈熒(6E) 高  晉(6E) 何祖輝(6E) 陳朗然(6E) 

 張梓鏗(6D) 李卓鋒(6D) 鄭鈞顥(6D) 蘇衍淇(6D) 

積極參與大獎 張珈熒(6E) 高  晉(6E) 何祖輝(6E) 陳朗然(6E) 

 羅恩浠(6E) 李卓鋒(6D) 鄭鈞顥(6D) 蘇衍淇(6D) 

 黃志鴻(6D) 張梓鏗(6D) 李銘滔(6C) 黎俊希(6B) 

 吳洛輝(5E) 陳啟聰(5E) 謝沛恒(5E) 林梓琪(5E) 

 潘柏汶(5E) 林鋭添(5E) 徐樂然(5E) 林溢朗(5D) 

 張灝翔(5D) 湯鎧儀(5D) 鄧濼希(5D) 戴浚銘(5C) 

 黃鎮鉉(5C)    

優異獎 徐嘉巍(5D) 周棱鋒(5D) 林溢朗(5D) 鄧濼希(5D) 

積極參與大獎 張梓鏗(6D) 黃志鴻(6D) 徐嘉巍(5D) 周棱鋒(5D) 

 林溢朗(5D) 金秉逸(5D) 鄧濼希(5D) 戴劭衡(5C) 

 黃鎮鉉(5C) 馮力希(5B)   

優異獎 潘柏汶(5E)    

金獎 姚彥君(6E) 黃志鴻(6D) 林銳添(5E) 蔡卓健(5E) 

一等獎 丁嘉芊(6E)    

二等獎 張珈熒(6E)    

優異獎 姚彥君(6E)    

女甲推鉛球殿軍 郭泳宜(6B)    

男乙跳遠殿軍 潘嘉善(5E)    

女丙跳遠殿軍 梁凱彤(4D)    

女丙 60米季軍 梁凱彤(4D)    

女丙個人全場亞軍 梁凱彤(4D)    

女丙團體優異獎 鄭藹雯(4D) 梁凱彤(4D) 劉慧琳(4D) 褚鎂妍(4D) 

 王綺琳(4B) 林雪盈(4B)   

團體賽第六名(有獎盃) 林嘉俊(6E) 柯鍶沅(6E) 黃政翀(6E) 伍澄鋒(6D) 

團體賽優異獎(獎狀) 林梓琪(5E) 吳洛輝(5E) 曾柏熹(5E) 劉懏漋(5D) 

個人賽金獎(獎牌及獎狀) 劉懏漋(5D)    

個人賽銀獎(獎牌及獎狀) 黃政翀(6E) 吳洛輝(5E)   

個人賽銅獎(獎牌及獎狀) 陳冠霖(6E) 伍澄鋒(6D)   

個人賽優異獎(獎狀) 林嘉俊(6E) 柯鍶沅(6E) 羅嘉俊(6E) 梁廷浩(6E) 

 施曉浩(6E) 曾柏熹(5E) 潘柏汶(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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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第九屆【中華挑戰盃】人才大賽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樸賽 

 

第七屆全港弟子規演繹比賽 

 

Nerdy Derby 小學邀請賽 2018 

 

第五屆中國文化交流大使(全港)總決賽 

 

第九屆恩格斯兒童田徑超新星 

 

男子 4X100友校接力邀請賽 

 

全港小學校際 Scrabble 挑戰賽 2018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香港賽區) 

 

泰國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第十二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初賽 

 

小六粵語故事金獎 丁嘉芊(6E)    

小六粵語故事銀獎 張珈熒(6E)    

小六粵語詩詞獨誦金獎 丁嘉芊(6E) 許天欣(6B)   

小六粵語詩詞獨誦銀獎 張珈熒(6E)    

最佳表演獎 丁嘉芊(6E)    

小四粵語詩詞獨誦銀獎 葉  晴(4D)    

高小組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丁嘉芊(6E)    

高小組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許天欣(6B)    

高小組粵語詩詞獨誦優異獎 張珈熒(6E)    

高小粵語講故事季軍 姚彥君(6E)    

銅獎 陳碧盈(6E) 黃樂晴(6E) 陳恩浩(5D) 陳啟聰(5E) 

嘉許獎狀 丁嘉芊(6E) 張珈熒(6E) 姚彥君(6E) 鍾曉悦(5E) 

 鍾曉寧(4E)    

亞軍 林嘉俊(6E)    

特等獎 丁嘉芊(6E)    

女子 2009年組跳遠優異獎 范靜宇(3E)    

季軍 何碩殷(6D) 卓其暉(6D) 黎健熙(6C) 江匯泉(6A) 

團體獎金杯組季軍 丁嘉芊(6E) 陳碧盈(6E) 伍澄鋒(6D) 潘柏汶(5E) 

 林梓琪(5E) 彭天悦(4E)   

最佳隊員 潘柏汶(5E)    

亞軍 劉懏漋(5D)    

五年級冠軍 劉懏漋(5D)    

世界之星 劉懏漋(5D)    

金獎 劉懏漋(5D)    

一等獎 吳鈺瑩(5E)    

二等獎 王  鴻(5E) 李東暉(4E)   

三等獎 李敏渝(6E) 鄧晉軒(5D) 鍾曉悦(5E) 黎諾軒(5E) 

 彭天悦(4E) 施宜彤(4E) 李承希(3E) 李穎琳(3E) 

 周杏兒(3E)    

入圍獎 鄧晞敏(6E) 馮巧翹(6E) 陳嘉淇(5D) 陳奕文(4E) 

 楊鴻雨(4E) 黃卓霖(4D) 薛靜詩(4D) 周晴鈺(4D) 

 陳海晴(3D) 林俊煕(3D) 翁慧敏(3D) 王嘉琳(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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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道承傳-小學語法修辭常識問答比賽 

 

2018科學奧林匹克 

 

救護訊息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2017 

 

「步步高升」九龍東 VEX機械人挑戰賽 2018 

 

全港 mBot機械人挑戰賽 2018 

 

全港中小學 STEM機械人大賽 2018 

 

2018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2017第五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台灣行程設計比賽 

 

 

亞軍 鄧晞敏(6E) 馮巧翹(6E) 莫琬婷(6E)  

季軍 李敏渝(6E) 張珈熒(6E) 黃政翀(6E)  

金獎 梁廷浩(6E)    

銀獎 梁俊賢(6E) 陳朗然(6E) 梁一緯(6D)  

銅獎 林嘉俊(6E) 周子榆(6D) 黃志鴻(6D) 邵喆熹(5E) 

高級組優異獎 梁潔晴(4D)    

冠軍 黎芷穎(5E) 吳鈺瑩(5E) 宋恩朗(5E) 黎諾軒(5E) 

 蔡卓健(5E)    

亞軍 林嘉俊(6E) 施曉浩(6E) 黃卓軒(6D) 譚卓曦(6D) 

 黎健熙(6C)    

評判加許獎 林嘉俊(6E) 施曉浩(6E) 黃卓軒(6D) 譚卓曦(6D) 

 黎健熙(6C) 黎芷穎(5E) 吳鈺瑩(5E) 宋恩朗(5E) 

 黎諾軒(5E) 蔡卓健(5E) 陳恩浩(5D) 金秉逸(5D) 

 林溢朗(5D) 周棱鋒(5D) 徐嘉巍(5D) 陳奕文(4E) 

 莫恒禧(4E) 周晴鈺(4D) 馮鎧堯(4D) 林正浩(4D) 

三等獎 卓其暉(6D) 呂悠(6B) 周棱鋒(5D)  

「理貨急先鋒」比賽第一名 馮力希(5B)                                                                                                                                                                                                                                                                                                                                                                                                                                                             陳恩浩(5D) 李靖亨(4D) 陳澤鋒(4B) 

總成績第五名 馮力希(5B)                                                                                                                                                                                                                                                                                                                                                                                                                                                             陳恩浩(5D) 李靖亨(4D) 陳澤鋒(4B) 

小五組優異獎 鍾曉悦(5E)    

小二組優異獎 潘柏澄(2B)    

嘉許獎狀 林梓琪(5E) 林梓晴(3E) 李永釗(3E) 鍾曉寧(3D) 

 黎靜桐(3B) 葉瑋恆(2A) 劉恩希(1B)  

高小組優異獎 姚彥君(6E)    

中小組優異獎 楊鴻雨(4E)    

嘉許獎狀 丁嘉芊(6E) 鍾曉悦(5E) 鍾曉寧(4E) 彭天悦(4E) 

 潘柏澄(2B) 施泓旭(1B) 詹婧琪(1B)  

冠軍 何蔚心(6D) 蔡家霖(6D) 林琳蔚(6D) 周子榆(6D) 

 夏文麗(6D) 張恬滽(6D)   

積極參與獎 梁俊賢(6E) 莫琬婷(6E) 黃樂晴(6E) 林嘉俊(6E) 

 李芷晴(6E) 鄧晞敏(6E) 陳穎璇(6E) 陳碧盈(6E) 

 丁嘉芊(6E) 羅恩浠(6E) 吳田盈(6E) 卓其暉(6D) 

 何蔚心(6D) 蔡家霖(6D) 林琳蔚(6D) 周子榆(6D) 

 夏文麗(6D) 張恬滽(6D) 鄭鈞顥(6D) 李卓鋒(6D) 

 何碩殷(6D) 張梓鏗(6D) 蘇衍淇(6D) 周晉熙(6D) 

 許天欣(6B) 呂  悠(6B) 謝凱婷(6B) 謝糧全(6B) 

 王芷瑩(6B) 邱于娜(6B)   

最佳行程指導老師獎 吳錫輝主任 廖秀怡老師   



 6 

笫二屆港青京士柏健球盃賽 

 

2018珍惜生命標語創作比賽 

 

師道承傳-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第十三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2017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學界 STEM桌上沙壺比賽 

 

全港小學 Crossword 比賽 2018 

 

2018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亞軍 陳穎璇(6E) 李敏渝(6E) 卓其暉(6D) 蘇衍淇(6D) 

 張梓鏗(6D) 李兆恆(6B) 馬煥霖(6B) 謝書宏(6B) 

 梁嘉欣(5D) 賴銳珍(5D) 丁嘉晴(5B) 鄭健鈞(6C) 

冠軍 吳洛輝(5E)                                                                                                                                                                                                                                                                                                                                                                                                                                                                 

亞軍 梁凱彤(4D)    

季軍 李東暉(4E)    

優異獎 鄧晞敏(6E) 陳冠霖(6E) 林梓琪(5E)  

亞軍 潘柏汶(5E)    

優異獎 梁釋元(4D )    

Crossover創作大獎 姚彥君(6E)    

傑出文章獎 姚彥君(6E) 林梓琪(5E)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獎 陳卓耀(6E) 陳碧盈(6E) 陳穎璇(6E) 張珈熒(6E) 

 高  晉(6E) 林嘉俊(6E) 李敏渝(6E) 柯鍶沅(6E) 

 丁嘉芊(6E) 黃樂晴(6E)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張珈熒(6E) 高  晉(6E) 林嘉俊(6E) 李敏渝(6E) 

 丁嘉芊(6E)    

季軍 范皓景(5E) 李賀豐(5A) 陳奕文(4E) 李靖亨(4D) 

團體季軍 陳朗然(6E) 陳碧盈(6E) 陳曉翔(5E) 潘柏汶(5E) 

 楊傑凱(4E) 彭天悦(4E)   

Scrabble Master 陳朗然(6E)    

傑出表現獎 陳朗然(6E)    

小學組寫作優異獎 梁潤琳(5D)    

優良獎 謝書宏(6B) 謝糧全(6B) 王芷瑩(6B) 謝凱婷(6B) 

 許天欣(6B) 郭泳宜(6B) 單靖妍(6B) 邱于娜(6B) 

女子組 4X300米賽艇團體季軍 蔡家霖(6D) 周子榆(6D) 郭泳宜(6B) 梁潤琳(5D) 

女子組 300米賽艇個人亞軍 郭泳宜(6B)    

女子組 300米賽艇個人季軍 梁潤琳(5D)    

女子組 500米賽艇個人季軍 郭泳宜(6B)    

積極參與學校獎優異獎 卓其暉(6D) 何碩殷(6D) 蔡家霖(6D) 周子榆(6D) 

 陳譽瑆(6C) 郭泳宜(6B) 盧柏豪(6B) 邱于娜(6B) 

 黎俊希(6B) 張志濠(6A) 馮進杰(6A) 陳迪凱(5E) 

 潘嘉善(5E) 梁潤琳(5D) 馮力希(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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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第 61屆體育節 2018陸地冰球錦標賽 

 

 

第三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我的故事創作」圖書創作比賽 2017 

 

 

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繹比賽 

 

 

「2017-2018主題活動比賽」砌骨牌 

 

 

水底機械人比賽 

 

 

中文狀元網上閱讀計劃 201718第一期 

 

 

2018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比賽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西貢區) 

 

 

 

 

 

 

 

 

新秀青年組(女)冠軍 夏文麗(6D)    

新秀青年組(女)亞軍 蔡家霖(6D)    

新秀青年組(男)冠軍 陳恩浩(5D)    

新秀少年組(女)亞軍 羅卓怡(2E)    

新秀少年組(女)冠軍 黎嘉琦(2B)    

優異獎 丁嘉晴(5B) 馮晞瑤(2C) 羅逸璇(1A)  

立體組亞軍 蕭家晴(5E)    

立體組優異獎 徐樂然(5E)    

多媒體組優異獎 陳奕文(4E)    

Spark Award (Entertaining Illustration) 姚彥君(6E)    

(火花獎——有趣插圖)     

亞軍 丁嘉芊(6E)    

優異獎 張珈熒(6E)    

最佳拍攝奬 丁嘉芊(6E) 張珈熒(6E)   

最佳視覺效果獎及全場總冠軍 陳苑苓(6C) 周艷婷(6C) 黎樂焮(6C) 林正浩(4D) 

 林紫鈺(4C)    

優異獎 黎諾軒(5E) 徐樂然(5E) 吳洛輝(5E) 周棱鋒(5D) 

中級組:「中文狀元」 黄政翀(6E) 伍澄鋒(6D) 周晉熙(6D)  

初級組:「中文狀元 鍾瑋軒(6D)    

高小組詩詞銀獎 謝糧全(6B)    

高小組詩詞銅獎 郭泳宜(6B)    

腦筋急轉彎亞軍 柯鍶沅(6E) 黃政翀(6E) 伍澄鋒(6D)  

全場殿軍 柯鍶沅(6E) 黃政翀(6E) 伍澄鋒(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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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七屆亞太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第二十屆校際游泳比賽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13歲或以下優良獎 林嘉俊(6E) 羅嘉俊(6E) 梁廷浩(6E) 鄧晞敏(6E) 

 姚彥君(6E) 馮巧翹(6E) 莫琬婷(6E) 丁嘉芊(6E) 

 陳碧盈(6E) 施袁熙(6D) 林信雯(6D) 周晉熙(6D) 

 何碩殷(6D) 黃志鴻(6D) 蘇衍淇(6D) 鄭鈞顥(6D) 

 徐  立(6C) 林潁兒(6C) 周艷婷(6C) 呂美臻(6C) 

 陳曉琳(6C) 吳子穎(6C) 陳苑苓(6C) 李銘滔(6C) 

 葉永樂(6C) 鄭健鈞(6C) 刁文海(6B) 謝糧全(6B) 

 郭泳宜(6B) 邱于娜(6B) 羅雪瑩(6A) 潘柏汶(5E) 

 黎芷穎(5E) 劉慧禧(5E) 陸茵婷(5E) 陳啟聰(5E) 

 鍾曉悦(5E) 黎諾軒(5E) 梁潤琳(5D) 吳鑫莹(5D) 

 張雅慧(5D) 湯鎧儀(5D) 黃婉怡(5D) 陳嘉淇(5D) 

 李泳欣(5C) 黃頌雅(5C) 吳樂妍(5C) 賴紫瑩(5C) 

 陳芷欣(5C) 姚詩鎣(5C) 丁嘉晴(5B) 蘇艷欣(5B) 

 梁巧瑧(5B) 盧巧嵐(5B) 石俊城(5A)  

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9歲或以下優良獎 施宜彤(4E) 王嘉妍(4E) 徐詩涵(4E) 張貝妮(4E) 

 鍾曉寧(4E) 馮茵琳(4E) 劉易蕙(4E) 吳婉芳(4E) 

 梁穎怡(4D) 薛靜詩(4D) 葉  晴(4D) 梁詩銘(4D) 

 周晴鈺(4D) 劉慧琳(4D) 梁潔晴(4D) 袁洛森(4C) 

 殷嘉智(4C) 凌梓縉(4A) 周家寶(3E) 周杏兒(3E) 

 麥曉玲(3E) 邵喆瑩(3E) 王蔚晴(3E) 李愷晴(3E) 

 江鑒峰(3E) 劉家豐(3E) 梁洛榣(3E) 范皓堯(3E) 

 張詠然(3E) 周芷瑩(3E) 范靜宇(3E) 鄒宏杰(3D) 

 羅柏豪(3D) 潘詠恩(3D) 喬心怡(3D) 鄧諾妍(3C) 

 范詠汶(3C) 萬煒琪(3C) 姚愷晴(3B) 黎嘉善(3B) 

 黎靜桐(3B) 梁銘言(3A) 盧承晉(3A) 黃嘉怡(3A) 

 陳曉彤(2E) 梁舫怡(2E) 蘇婧妍(2E) 林靄千(2D) 

 吳文駿(2C) 龔詩穎(2A) 林雨彤(2A)  

一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駱穎霖(2E) 曾天瀚(2C)   

一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詹婧琪(1B) 邵喆瑩(3E)   

二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陳芷榣(4B) 梁舫怡(2E)   

三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林溢朗(5D) 鍾曉寧(4E) 鄭伊彣(4D)  

四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邵喆熹(5E) 張皓兒(5D)   

五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林梓琪(5E) 鍾曉悦(5E)   

小提琴二重奏初級組良好獎 羅嘉俊(6E) 李東暉(4E)   

男童聲-小學 10歲或以下優良獎 何迪朗(4A)    

女童聲-小學 10歲或以下優良獎 鍾曉悦(5E)    

男童聲小學 13歲或以下優良獎 何迪康(5C)    

女子 2009年組 100 米跨欄優異獎 范靜宇(3E)    

女子 2009年組 100 米季軍 范靜宇(3E)    

女子 2009年組 200 米亞軍 范靜宇(3E)    

男子丙組 50米背泳第三名 李靖亨(4D)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陳奕文(4E) 李靖亨(4D)   

高級組優異獎 陳朗然(6E) 刁文海(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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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初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華南賽區)晉級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全國總決賽 

 

 

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8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泰國航空和林氏基金衝上雲霄泰國紙飛機比賽 

 

 

 

 

 

 

 

 

十分優異學生獎第一期冠軍(六年級) 黃政翀(6E)    

十分優異學生獎第一期優異獎((五年級) 潘嘉善(5E)    

一等獎 黃政翀(6E) 劉懏漋(5D)   

二等獎 伍澄鋒(6D) 吳洛輝(5E)   

三等獎 羅嘉俊(6E) 陳朗然(6E) 何祖輝(6E) 陳啟聰(5E) 

梁嘉欣(5D) 龍泳杰(4E) 楊樂晴(2B)  

特等獎 劉懏漋(5D)    

一等獎 黃政翀(6E)    

二等獎 何祖輝(6E) 吳洛輝(5E)   

三等獎 龍泳杰(4E)    

一等獎 黃政翀(6E) 劉懏漋(5D)   

二等獎 吳洛輝(5E)    

三等獎 何祖輝(6E) 龍泳杰(4E)   

金獎 黃政翀(6E)    

銀獎 柯鍶沅(6E)    

銅獎 伍澄鋒(6D)    

銀獎 黃政翀(6E)    

銅獎 吳洛輝(5E)    

飛行理論獎亞軍 黃政翀(6E) 丁嘉芊(6E) 柯鍶沅(6E) 高晉(6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