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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上學期 

課外活動輝煌榜 

 
1.全港青少年 Scrabble錦標賽新手組 
第二名 陳奕文(5E)    

第三名 陳曉翔(6E)    

第八名 劉家豐(4E)    

 

2.全港校際 Scrabble總會杯比賽 

小學組團體冠軍 

陳碧盈(6E) 

畢業生 

陳朗然(6E) 

畢業生 

黃政翀(6E) 

畢業生 
 

楊傑凱(5E) 陳曉翔(6E)    

全場個人冠軍 陳曉翔(6E)      

傑出表現獎 陳曉翔(6E)      

High Game 陳曉翔(6E)      

Bingo Machine 陳曉翔(6E)      

 

3.「動歷全城」迷你奧運會-健球比賽 

小學組亞軍 

金秉逸(6D) 戴浚銘(6C) 潘嘉善(6E)  

謝書宏(6B) 李兆恆(6B) 馬煥霖(6B)  

畢業生 畢業生 畢業生   

卓其暉(6D)      

畢業生      

 

4.「禁毒」問答比賽 

季軍 
王嘉妍(5E) 鍾曉寧(5E) 何兆康(5E) 施宜彤(5E) 

陳奕文(5E)    

 

5.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 

優異獎 

馮力希(6B) 陳恩浩(6D) 陳啟聰(6E) 留子森(5D) 

李靖亨(5D) 
林正浩 

(畢業生) 
  

 

6.智能機械人比賽 

優異獎 林溢朗(6D) 徐嘉巍(6D) 鄧濼希(6D)   

 

7.珍惜生命短文寫作比賽 

冠軍 黎家彤(5E)       

亞軍 黃錦蘭(5E)       

季軍 王心悦(6D)       

優異獎 黃樂軒(5D) 葉晴(5E) 黃婉怡(6D) 梁潤琳(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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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小學五、六年級男女普通話合誦 

季軍 

馮力希(6B) 賴銳珍(6D) 吳鑫瑩(6D) 梁嘉欣(6D) 

王心悅(6D) 陳嘉淇(6D) 黃婉怡(6D) 鄭佩㼆(6D) 

蕭家晴(6E) 馮紊浠(6E) 王鴻(6E) 陸茵婷(6E) 

吳宛霖(6E) 鍾曉悅(6E) 黎諾軒(6E) 王詩婷(6E) 

黎芷穎(6E) 吳鈺瑩(6E) 宋恩朗(6E) 蔡卓健(6E) 

蔡芷沂(5B) 薛靜詩(5B) 溫泓軒(5B) 梅碧琪(5C) 

梁釋元(5D) 李靖亨(5D) 鄭伊彣(5D) 楊雪兒(5D) 

鄧喬禧(5D) 黎嘉儀(5D) 陳慧翹(5D) 梁碧思(5D) 

陳煥榮(5D) 梁詩銘(5D) 蔡楚妍(5E) 鍾曉寧(5E) 

陳奕文(5E) 馮茵琳(5E) 林在森(5E) 施宜彤(5E) 

張貝妮(5E) 何俊霆(5E) 梁潔晴(5E) 王嘉妍(5E) 

吳婉芳(5E) 黃錦蘭(5E) 李東暉(5E) 徐詩涵(5E) 

楊鴻雨(5E)       

 

9.第二十二屆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擲壘球殿軍 黃凱邦(5E)       

女乙 60米季軍 梁凱彤(5D)       

女乙跳遠冠軍 梁凱彤(5D)       

女乙跳高冠軍 梁凱彤(5D)       

女乙個人全場冠軍 梁凱彤(5D)       

女丙跳遠殿軍 卓穎瞳(4A)       

女乙團體季軍 
鄭藹雯(5D) 梁凱彤(5D) 劉慧琳(5D) 褚鎂妍(5D) 

王綺琳(5B) 林雪盈(5C) 林紫鈺(5B)   

 

 

10.第九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高小組粵語説故事金獎 蕭家晴(6E) 黎家彤(5E)     

高小組粵語説故事銀獎 
葉晴(5E) 王嘉妍(5E) 施宜彤(5E) 范靜宇(4E) 

吳日晴(4B)       

 

 

11.2018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小學五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6D)    

 

 

12.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小學五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6D)    

總決賽小學五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6D)    

 

13.2018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學五年級組一等獎 劉懏漋(6D)    

 

14.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018(香港賽區) 

六年級組冠軍 劉懏漋(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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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男子青少年組(9-10歲) 

100米背泳季軍 李靖亨(5D)    

 

16.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男子青少年組(9-10歲) 

100米胸泳亞軍 李靖亨(5D)    

 

17.第十七屆西貢區學生選舉 

優勝獎 鍾曉悦(6E)    

嘉許獎 蕭家晴(6E)    

 

18.新閱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閱讀分享 

喜閱之星 蕭家晴(6E)    

 

19.「閲讀─分享」校園計劃之「給家人的一封信」創作比賽 

初小組亞軍 范詠汶(4C)    

初小組優異獎 王建嵐(2B)    

 

20.第八屆（2018-2019）「閃耀之星」才華拓展 

獎學金 徐樂然(6E)    

 

21.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初小男女混合組優良獎 

何妍嘉(2A) 李心平(2A) 胡凱晴(2A) 詹婧琪(2A) 

陳熙雅(2B) 許澄欣(2B) 劉雨童(2B) 施泓旭(2B) 

陳莉欣(2C) 周岢鋆(2C) 馮懿(2C) 林景浩(2C) 

梁睿圖(2C) 李青雲(2C) 李心悦(2C) 呂洛軒(2C) 

蕭心遙(2C) 劉恩希(2D) 梁一心(2D) 梁天恩(2D) 

梁雅婷(2D) 陳嘉嵐(2E) 朱偉軒(2E) 賴恩倩(2E) 

李芷欣(2E) 陸詩婷(2E) 王信悦(2E) 羅皓晴(3B) 

馬綻融(3C) 吳朗昇(3C) 姚錦涵(3C) 張娭僮(3D) 

梁舫怡(3D) 林懿齊(3D) 郭梓鈴(3D) 何思霖(3D) 

陳灝豊(3E) 黎樂宏(3E) 郭鍵峰(3E) 葉瑋恆(3E) 

陳睿(3E) 鄭鈞丞(3E) 楊海濤(3E) 徐海恒(3E) 

李諾呈(3E) 潘柏澄(3E) 蘇婧妍(3E) 蘇煥然(3E) 

梁睿哲(3E)       

小五六說故事亞軍 鍾曉悅(6E) 鍾曉寧(5E)     

小五六說故事季軍 蕭家晴(6E) 施宜彤(5E)     

小三四說故事季軍 蘇婧妍(3E)       

小五六說故事優異獎 李泳欣(6C) 王嘉妍(5E) 劉易蕙(5E) 黎家彤(5E) 

小五六說故事良好獎 彭天悅(5E) 葉  晴(5E)     

小五詩詞獨誦優異獎 李巧琳(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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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續) 

小三四說故事優異獎 
李穎琳(4E) 范靜宇(4E) 林梓晴(4E) 黎靜桐(4B) 

吳日晴(4B)       

小三四說故事良好獎 范詠汶(4C)       

小三詩詞獨誦良好獎 姚錦涵(3C)       

小一二說故事良好獎 蘇霈妍(1D) 陳嘉嵐(2E)     

小六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陸茵婷(6E)       

小五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楊鴻雨(5E)       

小四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范靜宇(4E)       

小二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黃焌杰(2A) 施泓旭(2B) 朱偉軒(2E) 霍敬樂(2E) 

小二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王建嵐(2B)       

小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孫愿慈(2A) 詹婧琪(2A) 劉嘉欣(2C) 王雪(2D) 

小一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戚昊弘(1C)       

P6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曾柏熹(6E) 謝沛恒(6E) 黎諾軒(6E) 吳柏希(6B) 

P6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蕭家晴(6E)       

P6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陸茵婷(6E) 林梓琪(6E) 鍾曉悅(6E)   

P5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蕭澤彤(5A) 陳奕文(5E) 彭天悅(5E)   

P5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李巧琳(5B) 梁凱彤(5D) 黃咨婷(5D) 周曉烯(5D) 

  鍾曉寧(5E) 黎家彤(5E)     

P4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李承希(4E)       

P4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王蔚晴(4E)       

P4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范靜宇(4E) 范皓堯(4E) 林梓晴(4E) 李愷晴(4E) 

P3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詹正彥(3E)       

P3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鄭凱譽(3E)       

P3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吳汶姿(3E) 許雯靜(3D) 馮晞瑤(3E)   

P2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吳愷傑(2A) 謝書瀚(2A) 陳逸騫 2C) 梁睿圖(2C) 

P2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胡凱晴(2A)       

P2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李心平(2A) 司徒苑盈(2B) 劉雨童(2B) 馮懿(2C) 

  蕭心遙(2C) 周岢鋆(2C) 李青雲(2C) 陸詩婷(2E) 

P1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梁靖琳(1B)       

 

 

22.第十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比賽 

中小組粵語講故事組亞軍 范靜宇(4E)    

中小組普通話新詩組亞軍 范靜宇(4E)    

中小組粵語講故事組季軍 黎靜桐(4B)    

低小組粵語講故事組冠軍 陳嘉嵐(2E)    

 

 

23.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高小組普通話詩詞優異獎: 楊鴻雨(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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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第十三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 

一等獎 周杏兒(4E) 陳奕文(5E)     

二等獎 王蔚晴(4E) 楊鴻雨(5E)     

三等獎 張娭僮(3D) 張詠然(4E) 范晧堯(4E) 彭天悅(5E) 

入圍證書 
曹善澄(3D) 莊曉豐(3D) 盧卓昇(3D) 李穎琳(4E) 

張貝妮(5E) 施宜彤(5E) 李東暉(5E)   

 

 

25.2018年舞動香港-排舞聯賽 

第三名 

陳莉欣(2C) 董鍩雯(3A) 林嘉琦(3A) 關焯楠(3D) 

陳祺裬(3D) 楊樂晴(3D) 蘇婧妍(3E) 趙芷澄(4C) 

范靜宇(4E) 梁洛榣(4E) 陳芷榣(5B) 蔡芷沂(5B) 

白恩桐(5C) 陳漫宜(6B)     

 

 

26.第十屆恩格斯兒童田徑超新星大賽 2018 

女子 2009年組 100米優異獎 范靜宇(4E)      

女子 2009年組 200米優異獎 范靜宇(4E)      

 

 

27.第 6屆 Rummikub小學邀請賽 

第五名 陳奕文(5E)       

優異表現獎(初賽) 陳曉翔(6E) 潘柏汶(6E)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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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下學期 

課外活動輝煌榜 

 
1.全港青少年 Scrabble 錦標賽新手組    

第四名 楊傑凱(5E)    

     

2.第十三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總決賽    

優異獎 周杏兒(4E) 陳奕文(5E)   

     

3.第二屆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優異獎 

丁嘉晴(6B) 馬凱晴(6A) 張貝妮(5E) 劉慧琳(5D) 

梁凱彤(5D) 褚鎂妍(5D) 許焯峰(5C) 嚴家潁(5B) 

蘇裕軒(5B) 梁培煒(5B) 温泓軒(5B) 蔡芷沂(5B) 

劉家豐(4E) 陳煒立(4D) 符文琳(4D) 勞詩喬(4C) 

勞詩詠(4B)       

     

4.第二屆台灣遊學行程設計比賽     

初級組 - 冠軍 
褚鎂妍(5D)  黎嘉儀(5D) 劉慧琳(5D) 梁碧思(5D) 

盧卓琳(5D)       

十大特色台灣遊學行程 
曾芷慧(5B)  温泓軒(5B) 王綺琳(5B) 張俊楠(5B) 

蔡芷沂(5B) 湯慧賢(5B) 廖咏怡(5B)   

積極參與學校獎 (初級組)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最佳行程指導老師奬 吳鍚輝主任 廖秀怡副主任 周雪熙老師 王俊標副主任 

     

5.銀髮不倒翁長者保健防跌新點子設計比賽    

優異獎 
吳洛輝(6E) 王建文(6B) 盧巧嵐(6B) 梁潔晴(5E) 

姚錦涵(3C)       

     

6.小學聯校健球比賽     

小學聯校健球比賽碟賽亞軍 

李靖亨(5D) 留子森(5D) 梁巧瑧(6B) 陳芷欣(6C) 

戴浚銘(6C) 曾芷沂(6C) 陳迪凱(6E) 陳啟聰(6E) 

王  鴻(6E) 何嘉浩(6E) 潘嘉善(6E)   

小學聯校健球比賽盃賽冠軍 

梁凱彤(5D) 黃凱邦(5E) 蔡俊傑(6C) 徐嘉誠(6C) 

金秉逸(6D) 賴銳珍(6D) 林溢朗(6D) 梁嘉欣(6D) 

黎諾軒(6E) 丁嘉晴(6B)     

     

     

7.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樸賽     

銅獎 梁培煒(5B) 盧承晉(4A) 劉家豐(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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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港小學校際英文拼字比賽 2019    

小學組團體亞軍 
陳曉翔(6E) 陳奕文(5E) 楊傑凱(5E) 彭天悅(5E) 

劉家豐(4E)       

全場個人季軍 陳曉翔(6E)       

傑出表現獎 陳曉翔(6E)       

     

9.Winter English     

積極參與學校獎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10.「反斗王」九龍東 VEX機械人挑戰賽 2019    

季軍 
黎芷穎(6E) 吳鈺瑩(6E) 宋恩朗(6E) 黎諾軒(6E) 

蔡卓健(6E)       

評判加許獎 

陳恩浩(6D) 金秉逸(6D) 徐嘉巍(6D) 林溢朗(6D) 

周棱鋒(6D) 黎芷穎(6E) 吳鈺瑩(6E) 宋恩朗(6E) 

黎諾軒(6E) 蔡卓健(6E) 陳凱俊(5B) 施嘉煒(5B) 

莫恒禧(5E) 陳奕文(5E) 劉潤鑫(4E)   

     

11.第三屆躲避盤挑戰賽     

碟賽季軍  

丁嘉晴(6B) 馬凱晴(6A) 張貝妮(5E) 劉慧琳(5D) 

梁凱彤(5D) 褚鎂妍(5D) 蔡芷沂(5B) 梁培煒(5B) 

温泓軒(5B) 嚴家潁(5B) 許焯峰(5C) 呂柯鵬(5C) 

陳泳詩(4C) 陳煒立(4D) 符文琳(4D)   

     

12.笫三屆港青京士柏健球盃     

高小組冠軍 

黎諾軒(6E) 潘嘉善(6E) 王  鴻(6E) 林溢朗(6D) 

賴銳珍(6D) 梁嘉欣(6D) 徐嘉誠(6C) 戴浚銘(6C) 

曾芷沂(6C) 陳芷欣(6C) 關穎倫(6C) 丁嘉晴(6B) 

低小組冠軍 
黃凱邦(5E) 黃卓霖(5E) 羅梓晉(5E) 陳奕文(5E) 

李靖亨(5D) 留子森(5D) 梁凱彤(5D)   

高小組最有價值球員 丁嘉晴(6B)       

低小組最有價值球員 陳奕文(5E)       

     

13.第八屆亞太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女子 2008年組跳遠亞軍 梁凱彤(5D)     

女子 2008年組 60米亞軍 梁凱彤(5D)     

女子 2008年組 100米冠軍 梁凱彤(5D)     

女子 2008年組 200米亞軍 梁凱彤(5D)     

     

14.全港中小學生 STEM機械人大賽 2019    

冠軍 馮力希(6B) 陳恩浩(6D) 陳啟聰(6E)   

理貨急先鋒回合首名 馮力希(6B) 陳恩浩(6D) 陳啟聰(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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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9RoboSTEAM-香港區公開賽標準化平台組(初級) 
  

冠軍 
盧卓昇(3D) 李衍鋭(3E) 徐海恒(3E) 王煜釗(3E) 

郭鍵峰(3E)       

最佳編程大獎 
盧卓昇(3D) 李衍鋭(3E) 徐海恒(3E) 王煜釗(3E) 

郭鍵峰(3E)       

最佳團隊合作獎 
盧卓昇(3D) 李衍鋭(3E) 徐海恒(3E) 王煜釗(3E) 

郭鍵峰(3E)       

     

16.第 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文歌曲 卓嘉濠(6A) 石俊城(6A) 馮力希(6B) 梁巧瑧(6B) 

  盧巧嵐(6B) 蘇艷欣(6B) 林子游(6C) 賴紫瑩(6C) 

小學合唱隊 13歲或以下 李泳欣(6C) 黃頌雅(6C) 張雅慧(6D) 湯鎧儀(6D) 

  梁潤琳(6D) 吳鑫瑩(6D) 鄭佩㼆(6D) 陳嘉淇(6D) 

(亞軍) 黃婉怡(6D) 張灝翔(6D) 徐子詠(6D) 賴銳珍(6D) 

  陳婉妍(6D) 李子軒(6D) 鍾曉悅(6E) 陳啟聰(6E) 

  黎芷穎(6E) 劉慧禧(6E) 陸茵婷(6E) 馮紊浠(6E) 

  蕭家晴(6E) 王詩婷(6E) 許鴻鑫(5A) 凌梓縉(5A) 

  陳芷榣(5B) 林紫鈺(5B) 李梓寧(5B) 薛靜詩(5B) 

  白恩桐(5C) 梁心蕎(5C) 殷嘉智(5C) 陳子璇(5C) 

  陳穎恩(5C) 袁天域(5C) 周曉烯(5D) 留子森(5D) 

  梁碧思(5D) 梁釋元(5D) 劉慧琳(5D) 黃咨婷(5D) 

  馮鎧堯(5D) 鍾曉寧(5E) 李東暉(5E) 梁潔晴(5E) 

  葉  晴(5E) 徐詩涵(5E) 林在森(5E) 楊傑凱(5E) 

  朱允晴(5E) 施宜彤(5E) 王嘉妍(5E) 黃錦蘭(5E) 

一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陳凱蕎(2E) 張娭僮(3D) 林㦤齊(3D)   

二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詹婧琪(2A) 曾天羽(4E)     

二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曾天瀚(3D)       

五級鋼琴獨奏優良獎 張皓兒(6D) 邵喆熹(6E)     

六級鋼琴獨奏良好獎 冼一信(5D)       

小提琴二級獨奏良好獎 黎嘉善(4B)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何迪朗(5B)       

小學 10歲或以下優良獎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何迪康(6C)       

小學 13歲或以下優良獎 

高音直笛獨奏 
潘嘉善(6E)       

小學 13歲或以下良好獎 

直笛二重奏 
李樂希(3D) 蘇婧妍(3E) 范皓堯(4E) 李靖亨(5D) 

小學 10歲或以下優良獎 

直笛二重奏 
黃淳恩(6D) 楊樂恩(6D)     

小學 13歲或以下優良獎 

直笛二重奏 潘嘉善(6E) 邵喆熹(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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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13歲或以下良好獎 

     

17.全港小學校際英文拼字比賽 2019    

 12歳以下傑出表現獎 陳曉翔(6E)       

學校傑出表現獎 陳曉翔(6E)       

     

18.2019「全港小學演講及講故事比賽-夢想盃」    

高小組講故事冠軍 彭天悅(5E)       

高小組講故事亞軍 王嘉妍(5E)       

高小組講故事金星獎 彭天悅(5E) 王嘉妍(5E)     

高小組講故事銀星獎 

  

  

陳奕文(5E) 朱允晴(5E) 李東暉(5E) 黎家彤(5E) 

劉易蕙(5E) 吳婉芳(5E) 施宜彤(5E) 黃凱邦(5E) 

楊傑凱(5E) 葉  晴(5E)     

高小組講故事銅星獎 黃錦蘭(5E) 李睿智(5E)     

     

19.2019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繹比賽    

最佳拍攝奬 鍾曉寧(5E)       

高小組講故事優異獎 蕭家晴(6E) 鍾曉寧(5E) 黎家彤(5E)   

     

20.第十四屆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傑出文章獎（小學組） 黎諾軒(6E) 林梓琪(6E) 陳奕文(5E) 薛靜詩(5B)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小學組） 

陳曉翔(6E) 陳迪凱(6E) 范皓景(6E) 林梓琪(6E) 

潘柏汶(6E) 宋恩朗(6E) 曾柏熹(6E) 黃晞雯(6E) 

王  鴻(6E) 王詩婷(6E)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 
陳迪凱(6E) 林梓琪(6E) 宋恩朗(6E) 曾柏熹(6E) 

王詩婷(6E)       

     

21.2019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中小組講故事金獎 范靜宇(4E)       

中小組講故事銀獎 周杏兒(4E) 林梓晴(4E)     

     

22.2019第七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    

高小組季軍 鍾曉寧(5E)       

中小組優異獎 蘇婧妍(3E)       

嘉許獎狀 鍾曉悅(6E) 楊鴻雨(5E) 潘柏澄(3E)   

     

23.我的故事創作比賽 2018-19     

Sparks Award 卓越團體合作獎 陳芷榣(5B) 李巧琳(5B) Louis Ooi(5B) 蘇裕軒(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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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全港小學創新科技大賽 2019      

智慧出行最佳創意大獎 

  

  

Nicolas(6B) 馮力希(6B) 王建文(6B) 陳恩浩(6D) 

Louis(5B) 李靖亨(5D) 陳奕文(5E) 何兆康(5E) 

黎家彤(5E) 梁潔晴(5E)     

     

25.第 22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探究    

傑出獎及評判大獎 

  

  

Nicolas(6B) 馮力希(6B) 王建文(6B) 陳恩浩(6D) 

徐樂然(6E) Louis(5B) 李靖亨(5D) 陳奕文(5E) 

何兆康(5E) 黎家彤(5E) 梁潔晴(5E)   

     

26.2018-2019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女子組 

殿軍 

  

  

  

鄭藹雯(5D) 馮鎧堯(5D) 黃咨婷(5D) 梁凱彤(5D) 

盧卓琳(5D) 葉彥希(5D) 黃錦蘭(5E) 丁嘉晴(6B) 

張雅慧(6D) 賴銳珍(6D) 梁潤琳(6D) 梁嘉欣(6D) 

鄭佩㼆(6D)       

傑出運動員獎 丁嘉晴(6B)       

     

27.2019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男子 500米殿軍 林溢朗(6D)       

積極參與學校 

  

  

  

邱素霞(5B) 黃國鋒(5C) 李靖亨(5D) 袁詠琴(6A) 

蔡俊威(6A) 梁巧瑧(6B) 曾芷沂(6C) 吳樂妍(6C) 

賴紫瑩(6C) 陳嘉桐(6C) 關穎倫(6C) 陳璟沖(6C) 

吳子豪(6C) 林溢朗(6D)     

     

28.2018–2019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團體優異獎 龍泳杰(5D) 楊傑凱(5E) 羅昊鋒(4C) 龍泳滔(3D) 

  鄭鈞承(3E)       

     

29.第八屆亞太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女子 2019年組 200米殿軍 范靜宇(4E)       

女子 2019年組跳遠優異獎 范靜宇(4E)       

女子 2019年組 100米優異獎 范靜宇(4E)       

     

30.第八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標賽 2019    

女子 2019年組 200米亞軍 范靜宇(4E)       

女子 2019年組跳遠優異獎 范靜宇(4E)       

女子 2019年組 100米優異獎 范靜宇(4E)       

     

31.泰國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賽 2019決賽    

小學六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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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世界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賽 2018決賽    

小學五年級組銀獎 劉懏漋(6D)    

     

33.「2019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銅獎    

銅獎 陳啟聰(6E) 林銳添(6E) 邵喆熹(6E)   

     

34.「慢食煮意」填色比賽     

優異獎 林鈞濤(3E)       

     

35.第五屆《細味人生-漫畫填色比賽》    

冠軍 盧巧嵐(6B)       

     

36.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西貢區)    

智多星冠軍 林銳添(6E)       

銅獎 林銳添(6E) 陳曉翔(6E) 曾柏熹(6E)   

優異獎狀 吳宛霖(6E) 馮紊浠(6E) 李子軒(6D)   

優良獎狀 林梓琪(6E) 潘柏汶(6E) 范皓景(6E)   

     

37.第 21屆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2018-2019)   

男子乙組 50米蝶式殿軍 陳奕文(5E)       

男子乙組 50米蛙式季軍 李靖亨(5D)       

男子乙組 100米蛙式季軍 李靖亨(5D)       

男子乙組團體殿軍 

  

陳奕文(5E) 李靖亨(5D) 古浩光(5C) 黃國鋒(5C) 

羅梓晉(5E) 梁銘言(4A)     

     

38.全港 mBot&Arduino機械人挑戰賽 2019    

亞軍 林溢朗(6D) 徐嘉巍(6D) 鄧濼希(6D)   

     

39.全港學界 STEM飛機設計比賽 2019     

紙飛機飛行距離最遠獎 亞軍 戴浚銘(6C) 黃鎮鉉(6C) 徐樂然(6E)   

紙飛機飛行時間最長獎 亞軍 戴浚銘(6C) 黃鎮鉉(6C) 徐樂然(6E)   

紙飛機飛行路徑最準確獎 亞軍 陳奕文(5E) 吳洛輝(6E) 梁恩浩(6C)   

紙飛機四軸飛行器(編程) 冠軍 馮力希(6B) 陳恩浩(6D) 蔡卓健(6E)   

     

40.2019 陸地冰球錦標賽     

校際團體小學組季軍 邵愉天(1C) 胡凱晴(2A) 周可鋆(2C) 陳恩浩(6D) 

新秀青少年男子組個人冠軍 陳恩浩(6D)       

     

41.「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9   

傑出學生(獲發$5000獎學金) 陳奕文(5E)       

優秀學生(獲發$1000獎學金) 黎諾軒(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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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第十一屆恩格斯兒童田徑超新星大賽 2019    

女子 2009年組擲壘球季軍 范靜宇(4E)       

女子 2009年組跳遠殿軍 范靜宇(4E)       

女子 2009年組 100米優異獎 范靜宇(4E)       

     

43.「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李靖亨(5D)       

三等獎 陳灝豊(3E) 梁一心(2D)     

     

44.「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陳灝豊(3E) 李靖亨(5D)     

     

45.「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李靖亨(5D)       

     

46.快樂閱讀平台活動(小學組)-閱讀後感分享    

優異獎(低小組) 王建嵐(2B) 蕭心遙(2C)     

優異獎(高小組) 馮紊浠(6E) 潘柏汶(6E)     

 

47.泰國紙飛機比賽 2019     

飛行距離最遠獎 中級組冠軍 陳奕文(5E)     

飛行距離最遠獎 高級組冠軍 黃鎮鉉(6C)    

飛行時間最長獎 初級組季軍 鄧濼希(6D)    

飛行時間最長獎 中級組季軍 陳奕文(5E)    

飛行時間最長獎 高級組季軍 戴浚銘(6C)    

匯報獎亞軍 李靖亨(5D) 陳奕文(5E) 馮力希(6B) 鄧濼希(6D) 

飛行理論獎(全場大獎) 冠軍 黃鎮鉉(6C) 戴浚銘(6C) 謝沛恆(6E) 徐樂然(6E) 

 

48.第 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9歲或以下 

(優良) 

董鍩雯(3A) 朱煒軒(3B) 鍾焯茵(3B) 柳嘉富(3B) 

徐子然(3B) 鍾瑋雯(3C) 龔詩穎(3C) 馬綻融(3C) 

楊詩瑤(3C) 陳祺祾(3D) 張娭僮(3D) 周家瑩(3D) 

莊曉豐(3D) 何思霖(3D) 曹善澄(3D) 鄭凱譽(3E) 

鄭鈞丞(3E) 羅榮廷(3E) 李諾呈(3E) 鄧綽穎(3E) 

楊海濤(3E) 黃嘉怡(4A) 呂汶晞(4A) 盧承晉(4A) 

黎靜桐(4B) 林汶禧(4B) 鄧諾妍(4B) 姚愷晴(4B) 

鄒宏杰(4C) 鄭煒耀(4C) 范詠汶(4C) 萬煒琪(4C) 

余恩霖(4C) 羅柏豪(4D) 潘詠恩(4D) 謝雅琳(4D) 

王嘉琳(4D) 周家寶(4D) 林俊熙(4D) 符文琳(4D) 

周芷瑩(4E) 范靜宇(4E) 江鑒峰(4E) 劉潤鑫(4E) 

梁洛榣(4E) 李愷晴(4E) 李穎琳(4E) 邵喆瑩(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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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蔚晴(4E) 周杏兒(4E) 鄒欣蓓(4E)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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