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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 

課外活動輝煌榜 

 
 

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 

 

2. 彩明苑業主立案法團環保舊衣回收箱設計比賽 

 

 

3. 第十一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獎項: 

 

 

小六英詩獨誦男子組良好獎 李靖亨(6D)    

小六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袁天域(6C) 龍泳杰(6D) 冼一信(6D) 楊鴻雨(6E) 

 何俊霆(6E) 彭天悅(6E) 陳奕文(6E)  

小六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林晞桐(6C) 劉慧琳(6D)   

小六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陳彥晴(6A) 李巧琳(6B) 梁穎怡(6C) 梁心蕎(6C) 

 周曉烯(6D) 黃咨婷(6D) 甘巧盈(6D) 梁凱彤(6D) 

 鍾曉寧(6E) 黎家彤(6E) 劉易蕙(6E)  

小五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林梓晴(5D) 林子妍(5D) 趙芷澄(5E)  

小四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詹正彥(4D) 梁睿哲(4E)   

小四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李諾呈(4D)    

小三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陸詩婷(3E)    

小二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黎嘉傑(2C) 張健鋒(2C) 蘇俊霖(2E)  

小二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陳泳彤(2A)             黃雅琳(2B) 吳宛兒(2C) 薛鍩因(2D) 

 陳詩婷(2E) 蔡嬛(2E)   

小一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彭子悦(1C)    

小一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蘇子瑜(1C)     

小一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呂霈筠(1D)    

小一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郭芷曦(1A) 常睎瞳(1D) 黃鎧怡(1D) 余心蕙(1E) 

小二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麥浚濤(2E)    

小二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蘇霈妍(2B) 吳宛兒(2C) 吳樺禎 (2C) 蔡嬛(2E) 

小二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袁天秤(2B)    

小三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周卓南(3B)    

小三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 周卓南(3B)    

小四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蘇婧妍(4E)    

小六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楊鴻雨(6E)    

小三粵語獨誦詩詞良好獎 陳樂怡(3D)    

小四粵語獨誦詩詞優良獎 蘇婧妍(4E)    

小五粵語獨誦詩詞優良獎 黎靜桐(5B) 吳日晴(5E) 林梓晴(5D)  

小五粵語獨誦詩詞良好獎 范靜宇(5E) 范詠汶(5C)   

小六粵語獨誦詩詞亞軍 黎家彤(6E)    

小六粵語獨誦詩詞優良獎 薛靜詩(6B) 鍾曉寧(6E) 葉晴(6E)  

小六粵語獨誦詩詞良好獎 黃卓霖(6E) 高駿輝(6C)   

小五小六粵語說故事季軍 黎家彤(6E)    

小五小六粵語說故事優良獎 彭天悅(6E) 王嘉妍(6E) 楊傑凱(6E)   

小學組冠軍 梁潔晴(6E)    

高小組說故事冠軍 范靜宇(5E)    

高小組粵語新詩亞軍 范靜宇(5E)    

高小組粵語新詩季軍 李巧琳(6B)    

高小組粵語新詩優異獎 林梓晴(5D)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冠軍 楊鴻雨(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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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23屆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9-2020) 

 

5. Ball & More Sport Club第一屆 U13健球邀請賽 

 

6. 校際健球爭霸盃 2020 

 

7.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2019/2020 

 

8. 全港校際英文拼字總會盃比賽 

 

 

9. 全港 Scrabble挑戰賽 2019 

 

 

10. 全港青少年 Scrabble比賽 2019 

 

 

 

 

 

 

 

 

 

 

 

 

 

 

女甲跳遠殿軍 梁凱彤(6D)    

女甲跳高亞軍 梁凱彤(6D)    

男乙壘球冠軍 雷濤銘(4A)    

男乙跳遠殿軍 歐陽錦賢(5B)    

女甲團體優異獎 梁凱彤(6D) 劉慧琳(6D) 褚鎂妍(6D) 徐詩涵(6E) 

 王綺琳(6B) 林紫鈺(6B) 林雪盈(6C)  

男乙團體優異獎 雷濤銘(4A) 羅昊鋒(5C) 林家樑(5B) 歐陽錦賢(5B) 

 魏掁鋒(5D) 曾天羽(5E) 梁達軒((5A) 黃錦富(5A) 

U13 混合組冠軍 李靖亨(6D) 陳奕文(6E) 黃凱邦(6E) 梁凱彤(6D) 

 劉慧琳(6D) 羅家瑩(4C) 陳海晴(5B)  

U13 混合組亞軍 羅梓晉(6E) 黄卓霖(6E) 留子森(6D) 黎嘉儀(6D) 

 楊雪兒(6D) 周朗迪(5B) 葉家君(4B) 陳茘瑩(4B) 

U11 混合組亞軍 黃麗穎(5D) 歐陽錦賢(5B)  林家樑(5B) 孫詠芯(5B) 

 陳泳詩(5C) 司徒驍騰(5D) 符文琳(5D) 范靜宇(5E) 

初級組季軍 李靖亨(6D) 陳奕文(6E) 黃凱邦(6E) 梁凱彤(6D) 

 羅梓晉(6E) 黄卓霖(6E) 留子森(6D) 陳海晴(5B) 

最佳球員(初級女子組) 梁凱彤(6D)    

小學組銅獎 李浚希(4C) 徐海恒(4D) 張文朗(4D)  

     

小學組個人冠軍 楊傑凱(6E)    

小學組 Bingo Machine 陳奕文(6E)    

學生傑出表現獎 楊傑凱(6E)    

學生傑出表現獎 楊傑凱(6E)    

學生傑出表現獎 楊傑凱(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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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2. 第三屆遊學台灣行程設計比賽(6D) 

 

 

13. U13亞洲青少年健球邀請賽 

 

 

14. 亞洲青少年健球邀請賽 

 

 

 

 
 

 

 

 

~完~ 

 

小學五、六年級男女 

普通話合誦季軍 

蔡芷沂(6B) 薛靜詩(6B) 溫泓軒(6B) 湯慧賢(6B) 

林紫鈺(6B) 李立晴(6B) 張俊楠(6B) 廖咏怡(6B) 

梅碧琪(6C) 陳慧翹(6D) 梁詩銘(6D) 鄧喬禧(6D) 

李靖亨(6D) 鄭伊彣(6D) 楊雪兒(6D) 梁碧思(6D) 

黎嘉儀(6D) 蔡楚妍(6E) 鍾曉寧(6E) 徐詩涵(6E) 

陳奕文(6E) 馮茵琳(6E) 林在森(6E) 施宜彤(6E) 

張貝妮(6E) 何俊霆(6E) 梁潔晴(6E) 王嘉妍(6E) 

吳婉芳(6E) 黃錦蘭(6E) 李東暉(6E) 卓穎瞳(5C) 

王蔚晴(5D) 李承希(5D) 范皓堯(5D) 王嘉琳(5D) 

梁洛榣(5D) 黃麗穎(5D) 范靜宇(5E) 劉潤鑫(5E) 

麥曉玲(5E) 張詠然(5E) 李永釗(5E) 邵喆瑩(5E) 

李穎琳(5E)    

    

十大特色台灣遊學行程獎 劉慧琳(6D) 黃咨婷(6D) 褚鎂妍(6D) 薛渼鎣(6D) 

 葉彥希(6D)    

初級組亞軍 龍泳杰(6D) 陳煥榮(6D) 冼一信(6D) 李靖亨(6D) 

 黃樂軒(6D)    

冠軍 陳海晴(5B) 梁凱彤(6D) 黃凱邦(6E) 陳奕文(6E) 

     

亞軍 李靖亨(6D) 黎嘉儀(6D) 楊雪兒(6D) 羅梓晉(6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