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

1 1/9/2018 沙田體育會 吳惠蓮

2018沙田體育會盃游泳錦標賽 50米蛙泳 亞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50米踢板 季軍 周奕淳 (2H)

50米自由泳 殿軍 周奕淳 (2H)

2 2/9/2018 STEM國際教育協會 張力行

iCanCode 即砌即編程 銅獎 蕭海寧 (6H)

第8屆國際編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

Mission in Maze 銀獎 蕭海寧 (6H)

3 9/9/2018 香港乒乓總會 梁志聰

2018乒總盃決賽日啦啦隊比賽 最佳造型獎 黃卓筠 (2D) 顧    璇 (2W)

黃子晴 (2L) 潘芷慧 (2H)

林佑澄 (3L) 廖卓朗 (3H)

黃敬峰 (3H) 鍾永瑩 (3F)

陳樂芝 (4L) 黃梓洋 (4L)

張健勤 (4H) 杜沚其 (5W)

張子悠 (5W) 李喬昕 (5L)

黃子修 (5H) 廖卓琳 (5H)

陳樂衡 (6D) 葉梓泓 (6L)

劉   懿 (6H)

4 9/9/2018 西貢區體育會 吳惠蓮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00米蝶泳 冠軍 馮昊霖 (3F) 梁玉茵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2018 50米胸泳 亞軍 陳卓朗 (3W)

100米背泳 亞軍 陳卓朗 (3W)

50米蝶泳 季軍 周奕淳 (2H)

50米自由泳 季軍 黃天麟 (3W)

50米胸泳 亞軍 伍康婷 (4L)

5 14/9/2018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楊惠珍

亞洲體育舞蹈專項錦標賽 查查查 亞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倫巴 亞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牛仔 亞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雙項(森巴、鬥牛) 亞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6 16/9/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惠蓮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50米胸泳 季軍 陳卓朗 (3W) 梁玉茵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2018

7 25/9/2018 香港兒童棋院 陳潔麗

2018新秀圍棋大賽 第六名 甘衍量 (2H)

8 30/9/2018 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 楊惠珍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倫巴 亞軍 伍康婷 (4L)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查查查 季軍 伍康婷 (4L)

灣仔民政事務處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第十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9 1/10/2018 東區體育會 何宇珩

卓嘉單線滾軸溜冰學校 250米 冠軍 陳嫣然 (5D) 吳惠蓮

香港速度單線滾軸溜冰邀請賽 500米 冠軍 陳嫣然 (5D)
1000米 冠軍 陳嫣然 (5D)

3000米 季軍 陳嫣然 (5D)

10 7/10/2018 香港游泳協會 吳惠蓮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8 50米捷泳 冠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50米蝶泳 季軍 周奕淳 (2H)

11 7/10/2018 常舞坊 楊惠珍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 查查查 冠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牛仔 冠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森巴 冠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查查查 亞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牛仔 亞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森巴 亞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五項全能(查查查、牛仔、森巴、倫巴、鬥牛) 冠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12 7/10/2018 曼姿舞蹈學校 楊惠珍

第17屆姿彩盃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排名大賽 單項倫巴 冠軍 伍康婷 (4L)

雙項 冠軍 伍康婷 (4L)

三項 冠軍 伍康婷 (4L)

五項 季軍 伍康婷 (4L)

13 18/10/2018 西貢區議會 吳惠蓮

西貢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優異獎 王棋楓 (5L)

香港警務處將軍澳警區 優異獎 陳熙日 (6L)

無毒人人愛「禁毒」電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14 23/10/2018 匯知中學 陳鵬信

匯知中學小學接力邀請賽 亞軍 蔡芷茵 (6D) 甄朗喬 (6W) 王松杰

鍾紫慧 (6L) 余柏瑤 (6L)

劉懿 (6H) 冼樂儀 (6H)

15 4/11/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陳鵬信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擲壘球 季軍 郭溢鐿 (3L) 王松杰

灣仔區分齡田徑賽2018

16 4/11/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陳鵬信

葵青區體育會 擲壘球 亞軍 郭溢鐿 (3L) 王松杰

葵青區分齡田徑賽2018

17 4/11/2018 西貢區體育會 梁志聰

西貢區議會 單打 殿軍 葉梓泓 (6L)

西貢區青少年分齡乒乓球單打賽2018/2019

18 9/11/201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賴雲曦

2018-2019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優異獎 張梓源 (4H) 劉梓烽 (4F)

李鈞楊 (5D) 林長樂 (5L)

嚴朗天 (5L) 鄭傲駿 (6D)

吳倬言 (6D) 譚振華 (6D)

丁嘉煜 (6W) 曾柏燊 (6W)

莫柏軒 (6H) 梁津 (6H)

余柏希 (6H) 黎君翔 (6F)

黃浩銘 (6F) 葉苡伊 (6F)

19 11/11/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陳鵬信

西貢區體育會  200米 季軍 蔡芷茵 (6D) 王松杰

西貢區分齡田徑賽2018 

擲壘球 亞軍 郭溢鐿 (3L)

跳遠 季軍 郭溢鐿 (3L)

跳遠 亞軍 莫卓霖 (4H)

跳遠 季軍 莊鋮熙 (4D)

擲壘球 季軍 莫卓霖 (4H)

4X100米接力 季軍 甄倬珩 (3H) 莊鋮熙 (4D)

陳文銳 (4W) 莫卓霖 (4H)

女子F組

小學組

男子組

青少年單人

8-9歲(雙人)

8-9歲(單人)

速度滾軸溜冰女子第三及第四組

男子青少年MJ組

男子7歲

初級組

速度滾軸溜冰女子第三組

男女子組7-8歲(雙人)

女子組8-9歲(雙人)

男子少年C組(11歲以下)

女子F組

女子組

女子E組

男子F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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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青少年J組

編程初級組

男子小飛魚組

編程高級組

女子F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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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11/2018 深水埗文藝協會文康活動委員會 楊惠珍

第三十一屆社交舞公開大賽 四項(查查查、森巴、倫巴、牛仔) 亞軍 伍康婷 (4L)

魏安雅 (3D)

查查查 優異 魏安雅 (3D)

牛仔 優異

21 12/11/201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王松杰

2018-2019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季軍 陳樂芝 (4L) 丘珈褀 (5D)

吳善文 (5D) 張灝婷 (5W)

張子悠 (5W) 呂采兒 (5H)

梁琛而 (5F) 何宛澄 (6D)

鄭紋 (6W)

傑出運動員 梁琛而 (5F)

22 17/11/2018 公民體育會 陳鵬信

第二十三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2018 擲壘球 冠軍 郭溢鐿 (3L) 王松杰

個人全場 總亞軍 郭溢鐿 (3L)

立定跳遠 優異獎 郭溢鐿 (3L)

100米 優異獎 郭溢鐿 (3L)

23 17/11/2018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陳鵬信

小學接力邀請賽 4X100米 冠軍 蔡芷茵 (6D) 甄朗喬 (6W) 王松杰

鍾紫慧 (6L) 劉  懿 (6H)

24 18/11/2018 西貢區議會 亞軍 王棋楓 (5L) 林惠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文康匯聚耀西貢-「圖書館禮儀」書籤設計比賽

25 24/11/2018 張祝珊英文中學 團體 亞軍 杜沚其 (5W) 廖卓琳 (5H) 梁志聰

2018 張祝珊英文中學金禧紀念乒乓球邀請賽 陳樂衡 (6D) 葉梓泓 (6L)

26 25/11/2018 香港乒乓總會 梁志聰

2018恆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 優異獎 黃卓筠 (2D)

27 25/11/2018 香港跆拳道協會 梁玉茵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季軍 麥誠雋 (4F)

香港小學跆拳道校際賽2018

28 25/11/2018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會 金獎 施子晴 (1F) 梁志聰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金獎 麥程朗 (2D) 陳潤安

第13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金獎 陳煦臨 (3D) 許童童

金獎 吳子朗 (5L) 劉明慧

金獎 徐子軒 (6L) 張力行

銀獎 黃渭誠 (2D)

銀獎 甘衍量 (2H)

銀獎 黃宏銘 (2F)

銀獎 羅帷中 (3W)

銀獎 張承源 (3F)

銀獎 施俊軒 (4H)

銀獎 許嘉誠 (5L)

銀獎 何柏陽 (5F)

銅獎 高梓灝(2W)

銅獎 周顥琳 (3W)

銅獎 郭溢鐿 (3L)

銅獎 余曦敏 (3H)

銅獎 馮昊霖 (3F)

銅獎 黃俊銘 (6L)

銅獎 黃宏熙 (6L)

銅獎 洪高進 (6L)

優異獎 鄭永泰 (1W)

優異獎 曾煥雅 (1F)

優異獎 魏安雅 (3D)

優異獎 鍾永瑩 (3F)

優異獎 葉梓泓 (6L)

優異獎 黃銘軒 (6L)

29 29/11/201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陳鵬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團體 優異獎 甄倬珩 (3H) 莊鋮熙 (4D) 王松杰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8-2019 陳文銳 (4W) 張希泓 (4L)

莫卓霖 (4H) 伍沛軒 (4F)

100米 季軍 邢善瑜 (4H)

團體 優異獎 郭溢鐿 (3L) 劉心湉 (4W)

鄭   晴 (4L) 邢善瑜 (4H)

曾鈺霖 (4F)

擲壘球 殿軍 梁琛而 (5F)

擲壘球 亞軍 蔡芷茵 (6D)

 200米 季軍 蔡芷茵 (6D)

跳遠 殿軍 蔡芷茵 (6D)

個人全場 殿軍 蔡芷茵 (6D)

團體 殿軍 林鈞喬 (6D) 蔡芷茵 (6D)

甄朗喬 (6W) 鍾紫慧 (6L)

冼樂儀 (6H) 劉   懿 (6H)

30 1/12/2018 香港天主教教區聯會(中學) 梁志聰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團體 季軍 蔣君言(4L) 羅浩彥 (4L) 陳潤安

蔣家洪(4L) 徐之樂 (4L) 許童童

劉明慧

團體 季軍 洪高進(6L) 施俊銘 (6L) 張力行

黃俊銘(6L) 徐子軒 (6L)

團體 優異 許嘉誠(5L) 謝天諾 (5L) 

張慶煌(5L) 嚴朗天 (5L)

金獎 蔣君言 (4L)

金獎 徐子軒 (6L)

金獎 葉梓泓 (6L)

銀獎 徐之樂 (4L)

銀獎 鄭晴 (4L)

銀獎 謝天諾 (5L)

銀獎 吳子朗 (5L)

銀獎 蔡旻佑 (5H)

銀獎 洪高進 (6L)

銀獎 黃俊銘 (6L) 

銅獎 蔣家洪 (4L)

銅獎 朱柏旻 (4L)

銅獎 林楷晟 (4L)

銅獎 李柏霖 (4H)

銅獎 施俊軒 (4H)

銅獎 許嘉誠(5L)

銅獎 嚴朗天(5L)

銅獎 歐陽寶玲 (5L)

銅獎 何柏陽 (5F)

銅獎 吳泓陞 (5L)

銅獎 施俊銘(6L)

銅獎 莫栢軒 (6H)

銅獎 蔡鈺鑫 (6H)

優異 羅浩彥(4L)

優異 黎菀晴(4L)

優異 林珮妍(4W)

31 2/12/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陳鵬信

葵青區體育會 擲壘球 季軍 郭溢鐿 (3L) 王松杰

南區分齡田徑賽2018 100米 季軍 郭溢鐿 (3L)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

單人

GD 組

 男子丙組

女子組

女子F組

女子C組(7歲以下組)

女子丙組

男子色帶組

九龍東區

女子組

女子乙組

女子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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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7/12/2018 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冠軍 陳上恩 (5H) 陳鳯文

西貢區單車及道路安全標語書法比賽 季軍 宋映萱 (5L) 白宜加

優異 歐陽寶玲 (5L)

33 8/12/2018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梁志聰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全場冠軍 黃俊銘 (6L) 徐子軒 (6L) 陳潤安

2018-19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西貢區) 洪高進 (6L) 許童童

劉明慧

急轉彎冠軍 施俊銘 (6L) 黃宏熙 (6L) 張力行

葉梓泓 (6L)

急轉彎季軍 黃俊銘 (6L) 徐子軒 (6L)

洪高進 (6L)

智多星亞軍 徐子軒 (6L)

智多星季軍 葉梓泓 (6L)

創意解難季軍 黃俊銘 (6L) 洪高進 (6L)

34 15/12/2018 觀塘游泳會 吳惠蓮

觀塘游泳會第四十二屆周年水運會 50米蛙泳 冠軍 陳律言 (5H) 梁玉茵

100米蛙泳 冠軍 陳律言 (5H)

35 16/12/2018 香港教育大學 總冠軍 廖卓琳 (5H) 香錦輝

善言巧論—全港口語溝通大賽(備稿説故事) 總亞軍 陳恩童 (2L)

總亞軍 張家寧 (6L)

36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45 季軍 金正冰 (4L) 施卓寧 (4L) 勞逸韶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N445 優良 陳熙日 (6L) 葉文盛  (6L) 勞逸韶

二人朗誦 - 粵語

37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22 亞軍 茹朗軒 (3L) 鍾鏗梨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31 優良 譚安堯 (2D) 袁小環

詩詞獨誦 - 粵語 U337 優良 黃卓筠 (2D) 袁小環

U331 優良 徐子欣 (2D) 袁小環

U311 優良 馮筱婷 (2W) 謝翠珊

U331 優良 方梓晴 (2W) 謝翠珊

U310 優良 陸芍妍 (3L) 鍾鏗梨

U310 優良 謝家晞 (3L) 鍾鏗梨

U310 優良 許愷恩 (3H) 梁玉茵

U322 優良 鄭琂珞 (3F) 張惠敏

U322 優良 馮昊霖 (3F) 張惠敏

U310 優良 鍾永瑩 (3F) 張惠敏

U321 優良 周正軒 (4W) 黎思明

U309 優良 羅婕琳 (4L) 白宜加

U309 優良 曾鈺霖 (4F) 謝翠珊

U308 優良 陳彥呈 (5W) 袁小環

U312 良好 梁恩澄 (1L) 梁玉茵

U311 良好 楊琬嵐 (2D) 袁小環

U309 良好 吳紫澄 (4W) 黎思明

U309 良好 石晞悠 (4H) 鍾鏗梨

U309 良好 何彥臻 (4F) 謝翠珊

U308 良好 陳樂恩 (5L) 謝翠珊

38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411 亞軍 梁斯詠 (2W) 謝翠珊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23 優良 麥程朗 (2D) 袁小環

散文獨誦 - 粵語 U411 優良 黃鈺婷 (2W) 謝翠珊

U420 優良 李鈞楊 (5D) 黃愛嫦

U420 優良 黃子軒 (5D) 黃愛嫦

U420 優良 羅子軒 (5D) 黃愛嫦

U407 優良 王梓瑩 (6W) 梁玉茵

U407 優良 譚淇心 (6H) 魏婉茵

U407 優良 蕭海寧 (6H) 魏婉茵

U421 良好 陳諾賢 (4F) 謝翠珊

39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81 優良 許愷恩 (3H) 梁玉茵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歌詞朗誦 - 粵語

40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505 優良 陳彥均 (4D) 何慧玲 (4W) 黃笑媚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劉心湉 (4W) 李允希 (4W) 溫淵珍

詩詞集誦 - 粵語 施曉晴 (4W) 鄭晴 (4L)

張希泓 (4L) 莊蔓瑩 (4L)

蔡明安 (4L) 何典凌 (4L)

金正冰 (4L) 林心悅 (4L)

劉曉叡 (4L) 李雋軒 (4L)

李汶霖 (4L) 羅婕琳 (4L)

伍康婷 (4L) 蘇榮洋 (4L)

施卓寧 (4L) 蔣家洪 (4L)

王嘉駿 (4L) 黃梓洋 (4L)

殷言 (4L) 鄭巧瑜 (4H)

朱詩穎 (4H) 方煒喬 (4H)

柳子灝 (4H) 石晞悠 (4H)

黃靖潼 (4H) 邢善瑜 (4H)

姚天恩 (4H) 溫信賢 (4F)

王心瀾 (4F) 姚晴琪 (4F)

41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30 亞軍 鄭晴 (4L) 黃笑媚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37 季軍 徐恩樂 (1W) 陳秀雯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E330 季軍 魏安雅 (3D) 袁小環

U329 季軍 何錦玲 (6D) 魏婉茵

U331 優良 莊靜熙 (1D) 白宜加

U431 優良 譚安堯 (2D) 袁小環

U337 優良 梁立翹 (2W) 謝翠珊

U431 優良 陳恩童 (2L) 魏婉茵

U337 優良 陳諾樂 (2H) 陳秀雯

U336 優良 古本正 (3D) 楊惠珍

U336 優良 羅帷中 (3W) 梁玉茵

U330 優良 莊子晴 (3W) 陳鳳文

U330 優良 郭溢鐿 (3L) 鍾鏗梨

U330 優良 馮偲琋 (3L) 鍾鏗梨

U336 優良 陳展博 (3F) 張惠敏

U330 優良 蔡雨璟 (3F) 張惠敏

U336 優良 姚梓渝 (3F) 張惠敏

U330 優良 葉晞瑜 (4W) 黎思明

U330 優良 李允希 (4W) 黎思明

U330 優良 吳語同 (4L) 黃笑媚

U336 優良 李雋軒 (4L) 白宜加

U330 優良 羅婕琳 (4L) 黃笑媚

U336 優良 徐之樂 (4L) 黃笑媚

U330 優良 何凱晴 (4L) 黃笑媚

U330 優良 何典凌 (4L) 黃笑媚

U330 優良 梅樂施 (4L) 黃笑媚

U330 優良 曾鈴翔 (4L) 黃笑媚

U330 優良 蘇榮洋 (4L) 黃笑媚

U336 優良 朱柏旻 (4L) 黃笑媚

U336 優良 林子軒 (4H) 鍾鏗梨

U330 優良 梁凱淇 (4F) 謝翠珊

U336 優良 張逸鏮 (4F) 謝翠珊

U336 優良 夏華明 (4F) 謝翠珊

U329 優良 張子悠 (5W) 袁小環

U329 優良 溫貝兒 (5W) 袁小環

U329 優良 吳晞瑜 (5W) 袁小環

U329 優良 唐嘉勵 (5W) 袁小環

U329 優良 宋映萱 (5L) 白宜加

U329 優良 歐陽寶玲 (5L) 白宜加

U335 優良 張慶煌 (5L) 陳鳳文

U329 優良 盧映嘉 (5L) 白宜加

U329 優良 梁家欣 (5H) 陳鳳文

U329 優良 莊穎曈 (5H) 陳鳳文

U335 優良 黃敬熹 (5H) 陳鳳文

U335 優良 蔡旻佑 (5H) 陳鳳文

U329 優良 蔡鈺鑫 (6H) 魏婉茵

U329 優良 陳頤洛 (6F) 魏婉茵

U329 良好 黃子珊 (5W) 袁小環

U335 良好 吳泓陞 (5L) 吳惠蓮

男子兒童組C1

西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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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436 亞軍 羅帷中 (3W) 梁玉茵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31 優良 李卓凝 (2D) 袁小環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U431 優良 吳沛霖 (2D) 袁小環

U431 優良 白梓蔚 (2F) 魏婉茵

U430 優良 張穎嵐 (3D) 陳正元

E436 優良 譚子朗 (3D) 陳正元

E429 優良 陳穎瑤 (5H) 黃德倩

43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3 亞軍 張家寧 (6L) 劉鑽兒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21 季軍 李卓凝 (2D) 羅安怡

詩詞獨誦 - 英語 U54 季軍 姚梓渝 (3F) 陳愷瑩

U28 季軍 金正冰 (4L) 鄔詠妍

U59 季軍 徐子軒 (6L) 劉鑽兒

E32 季軍 蕭海寧 (6H) 潘慧宜

U21 季軍 李淑霏 (1D) 葉翠芬

U21 優良 曹芷嫣 (1L) 吳汝慧

U21 優良 文寶瑩 (1H) 陳愷瑩

U21 優良 溫勺穎 (1H) 葉翠芬

U52 優良 葉昊璁 (2D) 陳志強

U52 優良 黃渭誠 (2D) 陳志強

U21 優良 吳沛霖 (2D) 羅安怡

U51 優良 林卓謙 (2W) 陳嘉妍

U21 優良 張凱淇 (2L) 鄔詠妍

U21 優良 黃樂君 (2L) 鄔詠妍

E21 優良 POON AGNES (2H) 陳潔麗

U51 優良 陳程豐 (2H) 陳潔麗

U21 優良 黃依婧 (2F) 吳汝慧

U52 優良 陳諾霖 (2F) 李立美

U52 優良 曾子陽 (2F) 李立美

U53 優良 區嘉熹 (3D) 陳正元

U23 優良 伍浠雯 (3D) 陳正元

U54 優良 羅帷中 (3W) 蕭淑瑤

U24 優良 鄭瑾瑤 (3W) 蕭淑瑤

U23 優良 郭溢鐿 (3L) 黎慧芳

U53 優良 林佑澄 (3L) 黎慧芳

U25 優良 黎鍩渝 (3H) 羅安怡

U24 優良 鍾永瑩 (3F) 陳愷瑩

U24 優良 李曉臻 (3F) 陳愷瑩

U54 優良 張晁誙 (3F) 陳愷瑩

U54 優良 馮昊霖 (3F) 陳愷瑩

E55 優良 殷言 (4L) 潘慧宜

E26 優良  李汶霖 (4L) 潘慧宜

U28 優良 黎菀晴 (4L) 鄔詠妍

U28 優良 施卓寧 (4L) 鄔詠妍

E26 優良 方煒喬 (4H) 潘慧宜

E55 優良 張健勤 (4H) 潘慧宜

E55 優良 柳子灝 (4H) 陳潔麗

E55 優良 林卓曦 (4H) 潘慧宜

U26 優良 黎宥言 (4F) 李立美

U30 優良 張穎欣 (5D) 林惠君

U30 優良 呂犖妍 (5D) 林惠君

U30 優良 陳嫣然 (5D) 林惠君

U31 優良 張子悠 (5W) 蕭淑瑤

U31 優良 唐嘉勵 (5W) 蕭淑瑤

U31 優良 吳晞瑜 (5W) 蕭淑瑤

U31 優良 黃子珊 (5W) 蕭淑瑤

E30 優良 李日澄 (5L) 潘慧宜

U58 優良 王棋楓 (5L) 林惠君

E30 優良 張雅晴 (5H) 潘慧宜

U30 優良 陳上恩 (5H) 陳志強

U30 優良 鄭舒文 (5F) 黎慧芳

U30 優良 連曉楠 (5F) 黎慧芳

U59 優良 馮朗軒 (6L) 劉鑽兒

U33 優良 張嫻 (6L) 劉鑽兒

U33 優良 周顥詩 (6L) 劉鑽兒

U33 優良 陳依君 (6L) 劉鑽兒

U59 優良 林晉笙 (6H) 李立美

U33 優良 張靖 (6F) 李立美

E21 良好 曾姵霖 (2H) 陳潔麗

E21 良好 方苡洛 (2H) 陳潔麗

U54 良好 劉峻瑜 (3H) 羅安怡

44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119 季軍 歐陽寶玲 (5L) 陳樂恩 (5L) 葉翠芬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莊采璇 (5L) 鄧乘軒 (5L) 張敏婷

詩詞集誦 - 英語 許熙桐 (5L) 許嘉誠 (5L)

甘善恆 (5L) 李日澄 (5L)

李喬昕 (5L) 連奕喬 (5L)

盧映嘉 (5L) 呂昕橦 (5L)

顏曉晴 (5L) 宋映萱 (5L)

唐悅淇 (5L) 謝天諾 (5L)

王芍霖 (5L) 胡鎮熙 (5L)
楊灝程 (5L) 嚴朗天 (5L)

葉鎧鋒 (5L) 袁穎彤 (5L)
張慶煌 (5L) 陳卓炘 (5H)

陳律言 (5H) 陳上恩 (5H)

陳穎瑤 (5H) 陳愉燊 (5H)

張愷殷 (5H) 張雅晴 (5H)

蔡漮泳 (5H) 莊穎曈 (5H)

侯爵亨 (5H) 黃子修 (5H)

郭栩晴 (5H) 林溢朗 (5H)

廖卓琳 (5H) 盧希愉 (5H)

呂采兒 (5H) 麥子欣 (5H)

彭健朗 (5H) 曾美欣 (5H)

曾子穎 (5H) 黃翊僖 (5H)

茹朗希 (5H)

45 19/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60 季軍 郭穎翹 (2H) 吳汝慧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N460 季軍 羅安翹 (3F) 張惠敏

經文朗誦 - 粵語 N460 季軍 謝天諾 (5L) 吳汝慧

N460 優良 何梓賏 (2W) 陳嘉妍

N460 優良 黃鈺婷 (2W) 吳汝慧

N460 優良 陳康悠 (3D) 黃德倩

N460 優良 馮昊霖 (3F) 吳汝慧

N460 優良 容靖堯 (3F) 張惠敏

N460 優良 金正冰 (4L) 吳惠蓮

N460 優良 梁一乒 (4H) 黃德倩

N460 優良 梁昌基 (5W) 黃德倩

N460 優良 張愷殷 (5H) 吳惠蓮

N460 優良 盧希愉 (5H) 吳惠蓮

N460 優良 李子苗 (6F) 吳汝慧

N460 優良 張靖 (6F) 吳汝慧

N460 良好 馮筱婷 (2W) 陳嘉妍

N460 良好 陸僖妍 (3F) 張惠敏

N460 良好 林卓曦 (4H) 劉鑽兒

N460 良好 方煒喬 (4H) 劉鑽兒

N460 良好 鄭璐君 (5D) 周君瑜

46 22/12/2018 香港游泳協會 吳惠蓮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年游泳分齡賽 50米捷泳 冠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100米捷泳 冠軍 周奕淳 (2H)
100米蛙泳 冠軍 周奕淳 (2H)

100米蛙泳 殿軍 周諾萱 (5F)

男子7歲以下

女子10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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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4/12/2018 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梁志聰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年空間 亞軍 黃子修 (5H) 陳樂衡 (6D)
西貢民政事務處 葉梓泓 (6L)

「西貢青年盃」乒乓球發展計劃2018團體賽

單打 季軍 黃敬峰 (3H)

48 26/12/2018 香港兒童棋院 劉明慧

第十二屆聯校圍棋比賽 冠軍 鄧傑軒 (3L)

第七名 黃俊賢 (2D) 鄧傑軒 (3L)

甄倬珩 (3H) 鄭琂珞 (3F)

黃俊銘 (6L)

49 27/12/2018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季軍 容靖堯 (3F) 何典凌 (4L) 韓文德

KTS聖誕籃球邀請賽 何宛澄 (6D) 林鈞喬 (6D)

吳婧穎 (6W) 朱紫穎 (6L)

葉凱晴 (6L) 游皓恩 (6L)

蔡鈺鑫 (6H) 葉玟杏 (6F)

陳卓翹 (6F)

50 3/1/2019 保良局 周君瑜

2018國際珊瑚礁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一等獎 王棋楓 (5L) 溫淵珍

一等獎 許熙桐 (5L) 吳汝慧

一等獎 文雋彥 (5H) 潘慧宜

三等獎 鄭熙瑤 (6D)

三等獎 廖于進 (6D)

三等獎 朱紫穎 (6L)

三等獎 RAPHAEL (6H)

三等獎 鄭熙瑤 (6D)

三等獎 廖于進 (6D)

三等獎 朱紫穎 (6L)

三等獎 RAPHAEL (6H)

51 5/1/2019 教育局 梁志聰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銅獎 黃俊銘 (6L) 徐子軒 (6L) 陳潤安

第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洪高進 (6L) 施俊銘 (6L) 許童童

劉明慧

張力行

52 8/1/2019 西貢社區中心 季軍 曾煥雅 (1F) 吳惠蓮

西貢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季軍 何穎如 (2F) 香錦輝

香港警務處將軍澳警區 優異獎 黃樂君 (2L)

西貢民政事務處 優異獎 謝曉宜 (2L)

香港警務處黃大仙警區 優異獎 顏曉睛 (5L)

香港警務處水警東分區 優異獎 茹朗希 (5H)

2018-2019西貢區滅罪宣傳標語創作比賽

53 15/1/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高梓灝 (2W) 梁志聰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初賽 一等獎 唐裕 (2W) 陳潤安

一等獎 甘衍量 (2H) 許童童

一等獎 陳煦臨 (3D) 劉明慧

一等獎 魏安雅 (3D) 張力行

一等獎 羅帷中 (3W)

一等獎 馮昊霖 (3F)

一等獎 張承源 (3F)

一等獎 蔣君言 (4L)

一等獎 歐陽寶玲 (5L)

一等獎 許嘉誠 (5L)

一等獎 嚴朗天 (5L)

一等獎 蔡旻佑 (5H)

一等獎 何柏陽 (5F)

一等獎 施俊銘 (6L)

一等獎 黃俊銘 (6L)

一等獎 徐子軒 (6L)

一等獎 洪高進 (6L)

一等獎 葉梓泓 (6L)

二等獎 何若澄 (1D)

二等獎 林靖恩 (1F)

二等獎 施子晴 (1F)

二等獎 方芷晴 (2D)

二等獎 譚安堯 (2D)

二等獎 黃渭誠 (2D)

二等獎 黃洛旻 (2W)

二等獎 顧璇 (2W)

二等獎 羅諾澄 (2L)

二等獎 梁溥淨 (2F)

二等獎 黃宏銘 (2F)

二等獎 羅胤熹 (3D)

二等獎 周顥琳 (3W)

二等獎 馮偲琋 (3L)

二等獎 郭溢鐿 (3L)

二等獎 鄧傑軒 (3L)

二等獎 黃浩鈞 (3H)

二等獎 袁曉諾 (3H)

二等獎 呂敏蕙 (3F)

二等獎 徐之樂 (4L)

二等獎 羅浩彥 (4L)

二等獎 朱柏旻 (4L)

二等獎 蔣家洪 (4L)

二等獎 朱詩穎 (4H)

二等獎 唐悅淇 (5L)

二等獎 謝天諾 (5L)

二等獎 王棋楓 (5L)

二等獎 林長樂 (5L)

二等獎 吳子朗 (5L)

二等獎 吳泓陞 (5L)

二等獎 陳律言 (5H)

二等獎 游皓恩 (6L)

二等獎 蕭海寧 (6H)

三等獎 黃瑋晞 (1D)

三等獎 張柏熙 (1H)

三等獎 李卓凝 (2D)

三等獎 林卓謙 (2W)

三等獎 林詩宸 (3D)

三等獎 黃天麟 (3W)

三等獎 許愷恩 (3H)

三等獎 鍾永瑩 (3F)

三等獎 黎菀晴 (4L)

三等獎 林楷晟 (4L)

三等獎 莊蔓瑩 (4L)

三等獎 施卓寧 (4L)

三等獎 何典凌 (4L)

三等獎 梁一乒 (4H)

三等獎 李柏霖 (4H)

三等獎 徐琝軒 (4F)

三等獎 羅子軒 (5D)

三等獎 陳樂恩 (5L)

三等獎 謝嘉軒 (5L)

三等獎 甘善恆 (5L)

三等獎 張慶煌 (5L)

三等獎 陳熙日 (6L)

三等獎 蔡鈺鑫 (6H)

三等獎 邱致攀 (6H)

54 18/1/2019 教育局 陳慧嘉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群舞 甲級獎 黃鈺婷 (2W) 黃子晴 (2L) 梁玉茵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嘉言 (2H) 白梓蔚 (2F) 劉明慧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中國民族舞校隊(群舞) 張海榆 (3D) 葉希柔 (3W)

林晞瑜 (3W) 謝家晞 (3L)

陳一諾 (3L) 何慧玲 (4W)

黃靖潼 (4H) 方煒喬 (4H)

姚天恩 (4H) 吳羨怡 (5D)

黃穎詩 (5W) 張俐晴 (5L)

盧映嘉 (5L)

個人公開組(香港)

團體賽13歲或以下組

香港賽

8歲兒童組

世界賽

高級組

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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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9/1/2019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金獎 甘衍量(2H) 梁志聰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會 金獎 張承源(3F) 陳潤安

第13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銀獎 黃渭誠(2D) 許童童

銀獎 魏安雅(3D) 劉明慧

銀獎 羅帷中(3W) 張力行

銀獎 何柏陽(5F)

銀獎 黃俊銘(6L)

銅獎 洪高進(6L)

優異獎 馮昊霖(3F)

優異獎 徐子軒(6L)

56 21/1/201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梁志聰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亞軍 葉梓泓 (6L)

亞軍 甘善恆 (5L) 茹朗希 (5H)

黃子修 (5H) 陳樂衡 (6D)

葉梓泓 (6L)

傑出運動員 陳樂衡 (6D)

傑出運動員 葉梓泓 (6L)

亞軍 蕭海寧 (6H)

季軍 杜沚其 (5W)

冠軍 杜沚其 (5W) 李喬昕 (5L)

廖卓琳 (5H) 李潔心 (6W)

蕭海寧 (6H)

傑出運動員 杜沚其 (5W)

傑出運動員 蕭海寧 (6H)

57 26/1/2019 教育局 陳鵬信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擲標槍 亞軍 郭肇桓 (3W) 孫城軒 (3W) 王松杰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郭溢鐿 (3L) 莊德楷 (3F)

2019簡易運動大賽-IAAF 兒童田徑比賽

原地擲膠圈 季軍 郭穎翹 (2H)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莊德楷 (3F)

前拋藥球 殿軍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團體 優異獎 郭穎翹 (2H) 古本正 (3D)

謝峻匡 (3W) 郭肇桓 (3W)

孫城軒 (3W) 茹朗軒 (3L)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呂柏賢 (3H) 莊德楷 (3F)

前拋藥球 冠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許黃煊 (1W) 柯湛鏗 (1F)

來回節奏跑 季軍 李和熹 (1W) 徐恩樂 (1W)

沈恩浩 (1H) 梁裕生 (1F)

立定跳遠 季軍 李和熹 (1W)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團體 優異獎 馮樂軒 (1D) 王梓洋 (1D)

敖進候 (1W) 羅嘉進 (1W)

許黃煊 (1W) 李和熹 (1W)

徐恩樂 (1W) 麥晉謙 (1L)

曹芷嫣 (1L) 沈恩浩 (1H)

陳雪凝 (1H) 柯湛鏗 (1F)

梁裕生(1F)

58 27/1/2019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楊惠珍

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 拉丁舞5項排名賽  亞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2019   拉丁舞5項排名賽 第四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59 1/2/2019 林大輝中學 梁志聰

全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2019 男子團體 亞軍 甘善恆 (5L) 黃子修 (5H)

陳樂衡 (6D) 葉梓泓 (6L)

60 22/2/201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韓文德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季軍 容靖堯 (3F) 梁蕎恩 (4D)

何典凌 (4L) 郭梓婷 (4H)

廖卓琳 (5H) 何宛澄 (6D)

林鈞喬 (6D) 吳婧穎 (6W)

蔡靜汶 (6W) 朱紫穎 (6L)

葉凱晴 (6L) 游皓恩 (6L)

蔡鈺鑫 (6H) 梁皓焮 (6H)

葉玟杏 (6F) 呂希文 (6F)

陳卓翹 (6F)

傑出運動員 蔡鈺鑫 (6H)

61 22/2/201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鄧木林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優異 袁曉諾 (3H) 莊鋮熙 (4D)

關俊朗 (5W) 黃卓禧 (5W)

馬文迪 (5W) 王棋楓 (5L)

侯爵亨 (5H) 黃湛僖 (5F)

丁嘉煜 (6W) 陳熙日 (6L)

洪高進 (6L) 許晉瑜 (6H)

歐浚滔 (6H) 鍾浩洋 (6H)

62 3/3/2019 香港游泳協會 吳惠蓮

新春游泳錦標賽(2019) 50米蛙泳 冠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50米自由泳 冠軍 周奕淳 (2H)

50米背泳 冠軍 周奕淳 (2H)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2H)

63 3/3/2019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楊惠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查查查 第二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倫巴舞 第二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牛仔舞 第二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森巴舞 第二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鬥牛舞 第二名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查查查 第三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倫巴舞 第三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牛仔舞 第三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森巴舞 第三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鬥牛舞 第三名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64 4/3/2019 香港青年協會 優異獎 黃康喬 (3W) 陳鳳文

愛生活‧快樂時刻填色比賽

65 5/3/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特等獎 甘衍量 (2H) 梁志聰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晉級賽 特等獎 陳煦臨 (3D) 陳潤安

特等獎 張承源 (3F) 許童童

一等獎 高梓灝 (2W) 劉明慧

一等獎 羅帷中 (3W) 張力行

一等獎 蔣君言 (4L)

一等獎 嚴朗天 (5L)

一等獎 蔡旻佑 (5H)

一等獎 何柏陽 (5F)

一等獎 黃俊銘 (6L)

一等獎 徐子軒 (6L)

一等獎 洪高進 (6L)

一等獎 葉梓泓 (6L)

一等獎 蕭海寧 (6H)

二等獎 李卓凝 (2D)

二等獎 郭溢鐿 (3L)

二等獎 魏安雅 (3D)

二等獎 林楷晟 (4L)

二等獎 許嘉誠 (5L)

二等獎 陳樂恩 (5L)

二等獎 謝嘉軒 (5L)

二等獎 施俊銘 (6L)

二等獎 蔡鈺鑫 (6H)

二等獎 邱致攀 (6H)

三等獎 何若澄 (1D)

三等獎 林詩宸 (3D)

三等獎 馮偲琋 (3L)

三等獎 馮昊霖 (3F)

三等獎 李柏霖 (4H)

三等獎 黎菀晴 (4L)

三等獎 吳泓陞 (5L)

三等獎 林長樂 (5L)

三等獎 吳子朗 (5L)

三等獎 甘善恆 (5L)

女子團體

乙組

小學9歲男女組分區賽

9歲或以下(雙人)

男子團體

甲組

女子團體

男子7歲組

男子團體

銀碟賽

女子單打

男子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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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3/2019 教育局 陳慧嘉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甲等獎 子琦 (1L) 黎慧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凱寗 (1H)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西方民族舞 何穎如 (2F)

吳紫穎 (3D)

謝家晞 (3L)

黎鍩渝 (3H)

蘇曼茵 (3F)

李允希 (4W)

鄭巧瑜 (4H)

甄朗喬 (6W)

詹譪欣 (6F)

67 10/3/2019 教育局 乙等獎 伍康婷 (4L) 冼樂儀 (6H) 楊惠珍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乙等獎 陳澤峰 (2H) 陸芍妍 (3L)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乙等獎 魏安雅 (3D) 容靖堯 (3F)

第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乙等獎 陳日曦 (3F) 陸僖妍 (3F)

68 10/3/2019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楊惠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森巴舞 亞軍 陳日曦 (3F)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季軍 陸僖妍 (3F)

倫巴舞 第四名 陸僖妍 (3F)

鬥牛舞 第四名 陸僖妍 (3F)

查查查 第五名 陸僖妍 (3F)

69 17/3/2019 張沛松紀念中學 冠軍 陳樂衡 (6D) 何彥霖 (6D) 陳鵬信

「反斗王」九龍東VEX機械人挑戰賽2019 廖于進 (6D) 李培樺 (6D) 張力行

70 17/3/2019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楊惠珍

第八屆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盃標準舞錦標賽 倫巴花步 第一名 伍康婷 (4L)

森巴花步 第三名 伍康婷 (4L)

71 22/3/2019 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 周君瑜

小眼睛看大世界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嘉許獎 梁一乒 (4H) 吳汝慧

嘉許獎 許熙桐 (5L)

嘉許獎 盧映嘉 (5L)

72 23/3/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季軍 鄭可兒 (3W) 周君瑜

香港花卉展覽2019學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陳澤峰 (2H) 吳汝慧

優異獎 林日彤 (2F) 溫淵珍

嘉許獎 曾文慧 (1L)

嘉許獎 呂敏蕙 (3F)

嘉許獎 歐陽寶玲 (5L)

73 25/3/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張柏熙 (1H) 梁志聰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初賽 金獎 施子晴 (1F) 陳潤安

金獎 曾煥雅 (1F) 許童童

金獎 麥程朗 (2D) 劉明慧

金獎 高梓灝 (2W) 張力行

金獎 甘衍量 (2H)

金獎 何穎如 (2F)

金獎 陳煦臨 (3D)

金獎 羅帷中 (3W)

金獎 張承源 (3F)

金獎 蔣君言 (4L)

金獎 施卓寧 (4L)

金獎 許嘉誠 (5L)

金獎 嚴朗天 (5L)

金獎 蔡旻佑 (5H)

金獎 何柏陽 (5F)

金獎 施俊銘 (6L)

金獎 黃俊銘 (6L)

金獎 徐子軒 (6L)

銀獎 徐恩樂 (1W)

銀獎 鄭永泰 (1W) 

銀獎 沈恩浩 (1H)

銀獎 司徒卓妍 (1H)

銀獎 譚安堯 (2D)

銀獎 黃渭誠 (2D)

銀獎 梁溥淨 (2F)

銀獎 魏安雅 (3D)

銀獎 林詩宸 (3D)

銀獎 余曦敏 (3H)

銀獎 馮昊霖 (3F)

銀獎 徐之樂 (4L)

銀獎 羅婕琳 (4L)

銀獎 施俊軒 (4H)

銀獎 王棋楓 (5L)

銀獎 吳子朗 (5L)

銀獎 吳泓陞 (5L)

銀獎 謝嘉軒 (5L)

銀獎 葉梓泓 (6L)

銀獎 石文謙 (6L)

銀獎 蔡鈺鑫 (6H)

銅獎 唐千雯 (1L)

銅獎 李易航 (1L)

銅獎 羅諾澄 (2L)

銅獎 陳柏錡 (3D)

銅獎 周顥琳 (3W)

銅獎 孫城軒 (3W)

銅獎 呂敏蕙 (3F)

銅獎 黎菀晴 (4L)

銅獎 莊蔓瑩 (4L)

銅獎 何典凌 (4L)

銅獎 朱柏旻 (4L)

銅獎 黃穎妍 (4H)

銅獎 梁一乒 (4H)

銅獎 陳樂恩 (5L)

銅獎 甘善恒 (5L)

74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 優良 馮筱婷 (2W) 陳嘉妍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 優良 吳柏熹 (3F) 陳慧嘉

外文童聲獨唱 U10 優良 黃靖潼 (4H) 胡凱恩

U5 優良 林鈞喬 (6D) 胡凱恩

U5 優良 張家寧 (6L) 胡凱恩

75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22 榮譽 沈恩浩 (1H) 周苡諾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22 良好 吳柏瑤 (1H) 周苡諾

兒童獨唱 - 英文歌曲 

單人9歲

高級組群舞

高小組

初小組

小學9歲男女組(全港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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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81 優良 林欣穎 (5D) 姚嘉嵐 (5D) 鄺穎瑜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曾梓瑤 (5D) 黃恩喬 (5W) 胡凱恩

教堂音樂- 英文歌曲 吳晞瑜 (5W) 李日澄 (5L)

許熙桐 (5L) 顏曉晴 (5L)

唐悅淇 (5L) 謝嘉軒 (5L)

李喬昕 (5L) 胡鎮熙 (5L)

甘善恆 (5L) 張慶煌 (5L)

王芍霖 (5L) 盧映嘉 (5L)

袁穎彤 (5L) 歐陽寶玲 (5L)

莊采璇 (5L) 曾美欣(5H)

郭栩晴 (5H) 張愷殷 (5H)

廖卓琳 (5H) 盧希愉 (5H)

張雅晴 (5H) 曾子穎 (5H)

麥子欣 (5H) 蔡漮泳 (5H)

黃家怡 (5F) 何錦玲 (6D)

林鈞喬 (6D) 文顥然 (6D)

黃天瑜 (6D) 張可盈 (6W)

楊日彤 (6W) 蔡靜汶 (6W)

陸思蓓 (6L) 劉曉霖 (6L)

周顥詩 (6L) 黃欣晞 (6L)

洪高進 (6L) 葉梓泓 (6L)

陳依君 (6L) 黃俊銘 (6L)

謝宇康 (6L) 鍾紫慧 (6L)

張嫻 (6L) 徐子軒 (6L)

陳巧盈 (6L) 馮翊鈞 (6L)

柯穎琳 (6H) 譚淇心 (6H)

梁穎姍 (6H) 任瓦俐 (6H)

馮穎琪 (6H) 葉安蕎 (6H)

曾伊敏 (6H) 朱恩正 (6H)

葉雅晴 (6F) 吳佩盈 (6F)

陳頤洛 (6F) 張潁蕎 (6F)

李心怡 (6F) 胡凱貽 (6F)

77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86 季軍 林欣穎 (5D) 姚嘉嵐 (5D) 鄺穎瑜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黃恩喬 (5W) 吳晞瑜 (5W) 胡凱恩

教堂音樂- 中文歌曲 唐嘉勵 (5W) 胡鎮熙 (5L)

袁穎彤 (5L) 謝嘉軒 (5L)

歐陽寶玲 (5L) 李日澄 (5L)

甘善恆 (5L) 盧映嘉 (5L)

莊采璇 (5L) 顏曉晴 (5L)

王芍霖 (5L) 許熙桐 (5L)

李喬昕 (5L) 張慶煌 (5L)

張愷殷 (5H) 麥子欣 (5H)

廖卓琳 (5H) 蔡漮泳 (5H)

張雅晴 (5H) 郭栩晴 (5H)

黃家怡 (5F) 何錦玲 (6D)

林鈞喬 (6D) 文顥然 (6D)

張可盈 (6W) 蔡靜汶 (6W)

楊日彤 (6W) 朱紫穎 (6L)

馮翊鈞 (6L) 黃俊銘 (6L)

陳依君 (6L) 陸思蓓 (6L)

周顥詩 (6L) 鍾紫慧 (6L)

鄧語馨 (6L) 謝宇康 (6L)

陳巧盈 (6L) 劉曉霖 (6L)

黃欣晞 (6L) 葉梓泓 (6L)

洪高進 (6L) 徐子軒 (6L)

梁穎姍 (6H) 馮穎琪 (6H)

葉安蕎 (6H) 任瓦俐 (6H)

梅樂証 (6H) 曾伊敏 (6H)

譚淇心 (6H) 李心怡 (6F)

葉雅晴 (6F) 吳佩盈 (6F)

張潁蕎 (6F) 胡凱貽 (6F)

陳頤洛 (6F)

78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87 季軍 陳上晞 (3D) 張海榆 (3D) 徐冠生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黃紫晴 (3D) 吳紫穎 (3D) 陳嘉妍

教堂音樂- 中文歌曲 鄭瑾瑤 (3W) 莊子晴 (3W)

梁瑞峯 (3W) 葉希柔 (3W)

葉宣彤 (3W) 陳彥澄 (3L)

卓浩婷 (3L) 張潁藍 (3L)

許珈燁 (3L) 吳日嘉 (3L)

連珈璇 (3H) 伍珈欣 (3H)

余曦敏 (3H) 余璟霖 (3H)

鄭琂珞 (3F) 張卓琳 (3F)

蔡雨璟 (3F) 鍾永瑩 (3F)

李曉臻 (3F) 梁栩銘 (3F)

連炘楠 (3F) 呂敏蕙 (3F)

姚梓渝 (3F) 羅安翹 (3F)

陳彥均 (4D) 陳杏煖 (4D)

林逸峯 (4D) 秦樂瑤 (4D)

文藝然 (4D) 陸祉穎 (4D)

王曉雯 (4D) 周貝慈 (4W)

保紀冰 (4W) 劉心湉 (4W)

鄭晴 (4L) 陳樂芝 (4L)

朱柏旻 (4L) 蔡明安 (4L)

何典凌 (4L) 何凱晴 (4L)

黎菀晴 (4L) 金正冰 (4L)

林心悅 (4L) 林楷晟 (4L)

李雋軒 (4L) 劉曉叡 (4L)

羅婕琳 (4L) 李汶霖 (4L)

梅樂施 (4L) 羅浩彥 (4L)

施卓寧 (4L) 伍康婷 (4L)

徐之樂 (4L) 蔣家洪 (4L)

吳語同 (4L) 王嘉駿 (4L)

曾鈴翔 (4L) 殷言 (4L)

石晞悠 (4H) 林晉樂 (4H)

邢善瑜 (4H) 黃靖潼 (4H)

何彥臻 (4F) 黎倩儀 (4F)

劉蕊欣 (4F) 梁凱淇 (4F)

吳嘉雯 (4F) 曾鈺霖 (4F)

王心瀾 (4F) 姚晴琪 (4F)

79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0 亞軍 陳恩童 (2L) 勞逸韶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02 季軍 徐恩樂 (1W) 黃愛嫦

鋼琴獨奏一級 U100 優良 蘇俙澄 (1D) 陳嘉妍

U101 優良 許黃煊 (1W) 周苡諾

U101 優良 文寶瑩 (1H) 黃愛嫦

U100 優良 吳柏瑤 (1H) 周苡諾

U100 優良 徐子欣 (2D) 溫淵珍

U100 優良 吳沛霖 (2D) 溫淵珍

U100 優良 吳日楠 (2L) 勞逸韶

U101 優良 周顥琳 (3W) 蕭淑瑤

U100 優良 吳日嘉 (3L) 黎慧芳

U101 優良 李溢朗 (3H) 勞逸韶

U101 良好 李易航 (1L) 溫淵珍

U100 良好 杜鈞喬 (1H) 周苡諾

80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5 亞軍 張承源 (3F) 陳慧嘉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04 亞軍 黃家怡 (5F) 黎慧芳

鋼琴獨奏二級 U104 優良 李卓凝 (2D) 溫淵珍

U104 優良 梁斯詠 (2W) 陳嘉妍

U104 優良 周奕淳 (2H) 黎思明

U104 優良 吳柏熹 (3F) 陳慧嘉

U106 優良 韓筱希 (3F) 陳慧嘉

U105 優良 李允希 (4W) 黎思明

U104 優良 張梓源 (4H) 周苡諾

U104 優良 施俊軒 (4H) 周苡諾

U104 優良 曾梓瑤 (5D) 黃愛嫦

E104 良好 陳柏錡 (3D) 周苡諾

U104 良好 鄧乘軒 (5L) 鄺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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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0 優良 陳煦臨 (3D) 周苡諾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0 優良 梁樂鉦 (3W) 蕭淑瑤

鋼琴獨奏三級 U110 優良 徐之樂 (4L) 鄺穎瑜

U108 優良 黎菀晴 (4L) 鄺穎瑜

U108 優良 黎宥言 (4F) 李立美

U109 優良 張子悠 (5W) 黃愛嫦

U110 優良 徐栢然 (5H) 徐冠生

U110 優良 劉懿 (6H) 李立美

U108 良好 梁珀瑋 (2H) 黎思明

U110 良好 林晉樂 (4H) 周苡諾

U108 良好 周諾萱 (5F) 黎慧芳

U110 良好 梁穎姍 (6H) 李立美

82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2 季軍 古本正 (3D) 周苡諾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2 季軍 馮朗軒 (6L) 胡凱恩

鋼琴獨奏四級 E114 優良 鍾永瑩 (3F) 陳慧嘉

U112 優良 連奕喬 (5L) 鄺穎瑜

U113 優良 謝嘉軒 (5L) 鄺穎瑜

U112 優良 劉曉霖 (6L) 胡凱恩

U113 優良 周顥詩 (6L) 胡凱恩

U112 良好 鄧語馨 (6L) 胡凱恩

83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7 優良 金正冰 (4L) 鄺穎瑜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7 優良 陳潣澄 (5W) 黃德倩

鋼琴獨奏五級 U117 優良 李日澄 (5L) 鄺穎瑜

U118 優良 林立裕 (5W) 黃德倩

U116 優良 徐子軒 (6L) 胡凱恩

U117 良好 楊驖嵐 (3W) 蕭淑瑤

84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22 優良 唐悅淇 (5L) 鄺穎瑜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22 優良 黃子修 (5H) 徐冠生

鋼琴獨奏六級 U122 良好 莊穎曈 (5H) 徐冠生

U122 良好 梅樂証 (6H) 李立美

85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0 季軍 古本正 (3D) 周苡諾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210 優良 彭子燊 (2L) 徐冠生

小提琴獨奏一級 N210 良好 甘衍量 (2H) 徐冠生

N210 良好 POON AGNES (2H) 徐冠生

86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1 優良 李鈞楊 (5D) 徐冠生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211 良好 祖兒 (3W) 徐冠生

小提琴獨奏二級 N211 良好 鄭舒文 (5F) 黎慧芳

87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2 良好 陸思蓓 (6L) 徐冠生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三級

88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3 良好 蘇榮洋 (4L) 鄺穎瑜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四級

89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54 優良 姚梓渝 (3F) 李立美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結他獨奏-初級組

90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313 優良 鄭鍁澤 (4W) 莊蔓瑩 (4L) 陳慧嘉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王嘉駿 (4L) 陳慧嘉 (5D) 黃愛嫦

口風琴小組 - 小學 (一) 吳羨怡 (5D) 袁穎彤 (5L)

陳穎瑤 (5H) 蔡漮泳 (5H)

莫栢晴 (5F) 葉凱晴 (6L)

譚淇心 (6H) 柯穎琳 (6H)

莫栢軒 (6H) 黃頌程 (6F)

91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313 優良 許愷恩 (3H) 陳卓咏 (5D) 陳慧嘉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曾梓瑤 (5D) 張雅晴 (5H) 黃愛嫦

口風琴小組 - 小學 (二) 莊穎曈 (5H) 黃頌婷 (6W)

黃欣晞 (6L) 馬英瑋 (6L)

邱致攀 (6H) 李心怡 (6F)

92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324 優良 何錦玲 (6D) 劉曉霖 (6L) 勞逸韶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周顥詩 (6L) 陸思蓓 (6L) 蕭淑瑤

木笛小組 - 小學 (一) 游皓恩 (6L) 葉凱晴 (6L)

劉懿 (6H) 譚淇心 (6H)

李心怡 (6F) 胡凱貽 (6F)

93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324 優良 林逸峯 (4D) 施卓寧 (4L) 勞逸韶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吳晞瑜 (5W) 吳泓陞 (5L) 蕭淑瑤

木笛小組 - 小學 (二) 許熙桐 (5L)  李日澄 (5L)

連奕喬 (5L) 黃銘軒 (6L)

柯穎琳 (6H)

94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439 優良 吳泓陞 (5L) 徐冠生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439 優良 楊羚 (5F) 勞逸韶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初級組

95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445 良好 茹朗希 (5H) 徐冠生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號獨奏-初級組

96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533 良好 鄭煕瑤 (6D) 周苡諾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胡獨奏-初級組

97 27/3/2019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706 亞軍 張慶煌 (5L) 曾美欣 (5H) 黃德倩、黎思明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706 季軍 方苡洛 (2H) 曾姵霖 (2H) 黃德倩、黎思明

粵曲對唱 - 小學初級組 N706 優良 黃熙之 (2D) 方芷晴 (2D) 黃德倩、黎思明

N706 優良 白梓蔚(2F) 李穎浠 (2H) 黃德倩、黎思明

N706 優良 梁一乒 (4H) 楊日彤 (6W) 黃德倩、黎思明

N706 優良 鄭巧瑜 (4H) 陳穎瑤 (5H) 黃德倩、黎思明

N706 良好 林卓謙 (2W) 馮筱婷 (2W) 黃德倩、黎思明

N706 良好 方煒喬 (4H) 劉蕊欣 (4F) 黃德倩、黎思明

98 27/3/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金獎 施子晴 (1F) 梁志聰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甘衍量 (2H) 陳潤安

金獎 陳煦臨 (3D) 許童童

金獎 許嘉誠 (5L) 劉明慧

金獎 何柏陽 (5F) 張力行

金獎 黃俊銘 (6L)

金獎 葉梓泓 (6L)

銀獎 鄭永泰 (1W)

銀獎 張柏熙 (1H)

銀獎 麥程朗 (2D)

銀獎 黃渭誠 (2D)

銀獎 唐裕 (2W)

銀獎 高梓灝 (2W)

銀獎 羅帷中 (3W)

銀獎 郭溢鐿 (3L)

銀獎 張承源 (3F)

銀獎 徐之樂 (4L)

銀獎 施俊銘 (6L)

銀獎 洪高進 (6L)

銀獎 徐子軒 (6L)

銅獎 沈恩浩 (1H)

銅獎 曾煥雅 (1F)

銅獎 鄧傑軒 (3L)

銅獎 馮昊霖 (3F)

銅獎 唐悅淇 (5L)

銅獎 蔡旻佑 (5H)

99 30/3/2019 皇仁書院 最佳計劃書 謝天諾 (5L) 王棋楓 (5L)  葉翠芬

小小發明家 資優創意計劃 最優秀發明 金獎 張慶煌 (5L) 嚴朗天 (5L) 賴雲曦

徐子軒 (6L) 葉梓泓 (6L) 吳汝慧

盧潔瑩

100 30/3/2019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陳鵬信

教育局 擲壘球 亞軍 莫卓霖 (4H) 王松杰

2018/19外展(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 100米 優異 莊鋮熙 (4D)

跳遠 季軍 郭溢鐿 (3L)

100米 季軍 邢善瑜 (4H)

101 1/4/2019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周君瑜

越多Fun閱讀報告比賽及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陸思蓓 (6L)

亞軍 謝天諾 (5L)

優異 歐陽寶玲 (5L)

良好 陳巧盈 (6L)

優異獎 余柏希 (6H)

優異獎 王棋楓 (5L)
優異獎 馮子祺 (4D)

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BE組

GE組

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英文閱讀報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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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8/4/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方俊雄

第二十二屆小學校際羽毛球賽2018-2019 殿軍 葉文盛 (6L)

亞軍 張梓源 (4H) 林立裕 (5W)

黃敬熹 (5H) 葉文盛 (6L)
余璟熹 (6H)

傑出男運動員獎 葉文盛 (6L)

傑出男運動員獎 余璟熹 (6H)

亞軍 邢善瑜 (4H) 張穎欣 (5D)

宋映萱 (5L) 蔡芷茵 (6D)

周顥詩 (6L)

傑出女運動員獎 張穎欣 (5D)

傑出女運動員獎 宋映萱 (5L)

103 10/4/2019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季軍 葉泓廷 (5D) 李鈞楊 (5D) 周君瑜

「第16屆書叢榜」─「點解呢本書咁好睇廣告時間比賽」 張穎欣 (5D) 陳民澤 (6W) 鄧少豪

陳鎮堃 (6H) 梁皓焮 (6H)

104 10/4/2019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優異獎 蕭嘉美 (5H) 張惠敏

「第16屆書叢榜」─「致故事人物的「情」詩比賽」 周君瑜

105 11/4/2019 教育局 傑出演員獎 金正冰 (4L) 嚴朗天 (5L) 全體英文科主任

香港藝術學院 陳上恩 (5H) 曾美欣 (5H)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19 張家寧 (6L)

傑出劇本獎 張穎欣 (5D) 杜沚其 (5W)

宋映萱 (5L) 唐悅淇 (5L)

曾子穎 (5H) 盧希愉 (5H)

莊穎曈 (5H) 張家寧 (6L)

張嫻 (6L) 朱恩正 (6H)

張靖 (6F) 鄺穎瑜

傑出導演獎 陳愷瑩 蕭淑瑤

傑出舞台效果獎 徐冠生 黎慧芳

蕭淑瑤 鄔詠妍

傑出合作獎 金正冰 (4L) 張穎欣 (5D)

曾梓瑤 (5D) 杜沚其 (5W)

許嘉誠 (5L) 嚴朗天 (5L)

宋映萱 (5L) 唐悅淇 (5L)

陳上恩 (5H) 曾美欣 (5H)

陳穎瑤 (5H) 羅皓信 (5H)

曾子穎 (5H) 盧希愉 (5H)

莊穎曈 (5H) 莫栢晴 (5F)

張嫻 (6L) 張家寧 (6L)

張靖 (6F) 朱恩正 (6H)

106 12/4/2019 保良局 梁志聰

民政事務總署 一等獎 黃俊銘 (6L) 陳潤安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二等獎 徐子軒 (6L) 許童童

三等獎 施俊銘 (6L) 劉明慧

三等獎 葉梓泓 (6L) 張力行

三等獎 黃宏熙 (6L)

三等獎 洪高進 (6L)

二等獎 施俊銘 (6L)

二等獎 黃宏熙 (6L)

二等獎 洪高進 (6L)

三等獎 徐子軒 (6L)

三等獎 葉梓泓 (6L)

一等獎 施俊銘 (6L)

二等獎 徐子軒 (6L)

二等獎 葉梓泓 (6L)

二等獎 黃宏熙 (6L)

二等獎 洪高進 (6L)

三等獎 黃俊銘 (6L)

107 13/4/2019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伍康婷 (4L) 楊惠珍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香港2019第二站 牛仔舞 第三名 伍康婷 (4L)

倫巴舞 第三名

108 22/4/2019 香港兒童棋院 劉明慧

第十三屆聯校圍棋比賽 亞軍 李溢朗 (3H)

季軍 鄧傑軒 (3L)

殿軍 余丞豐 (4W)

第5名 黃俊銘 (6L)

第6名 涂柏凱 (2F)

第7名 甘衍量 (2H)

冠軍 黃俊賢 (2D) 甘衍量 (2H)

莊浩賢 (2H) 涂柏凱 (2F)

陳煦臨 (3D) 鄧傑軒 (3L)

李溢朗 (3H) 韓筱希 (3F)

李晉峰 (3F) 余丞豐 (4W)

黃俊銘 (6L)

109 27/4/201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吳惠蓮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110 28/4/2019 匯知中學 賴雲曦

匯知盃小學七人男子足球賽 季軍 陳文銳 (4W) 蔣君言 (4L)

張梓源 (4H) 劉梓烽 (4F)

李鈞楊 (5D) 林長樂 (5L)

嚴朗天 (5L) 吳倬言 (6D)

譚振華 (6D) 丁嘉煜 (6W)

黃浩銘 (6F) 葉苡伊 (6F)

111 29/4/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何宇珩

第二十一屆小學校際排球賽 冠軍 杜倬睿 (3L) 梁俊胤 (4W)

邱梓銘 (4H) 徐琝軒 (4F)

夏華明 (4F) 黃子軒 (5D)

黃卓禧 (5W) 李  雋 (5W)

劉晴風 (5F) 丁嘉煜 (6W)

黃銘軒 (6L) 鍾浩洋 (6H)

黃煜灝 (6F) 車文濤 (6F)

李均煒 (6F)

傑出運動員 黃銘軒 (6L)

傑出運動員 鍾浩洋 (6H)

112 29/4/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陳秀雯

第二十一屆小學校際排球賽 冠軍 何慧玲 (4W) 吳語同 (4L)

莊蔓瑩 (4L) 伍康婷 (4L)

莊采璇 (5L) 李喬昕 (5L)

陳上恩 (5H) 鄧穎宜 (5F)

何錦玲 (6D) 黃天瑜 (6D)

李潔心 (6W) 黃頌婷 (6W)
冼樂儀 (6H) 胡凱貽 (6F)

傑出運動員 何錦玲 (6D)

傑出運動員 李潔心 (6W)

113 30/4/2019 香港天主教教區聯會（中學） 梁志聰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首六十名 蔣君言 (4L) 羅浩彥 (4L) 陳潤安

蔣家洪 (4L) 徐之樂 (4L) 許童童

劉明慧

張力行

首六十名 蔣君言 (4L)

首六十名 洪高進 (6L) 施俊銘 (6L)

黃俊銘 (6L) 徐子軒 (6L)

團體賽

個人

團體

團體賽

總成績

金盃賽

數學競賽

女子組團體

男子組團體

10歲(單人)

計算競賽

男子組單打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8歲以下

個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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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30/4/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甘衍量 (2H) 梁志聰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總決賽 一等獎 羅帷中 (3W) 陳潤安

一等獎 張承源 (3F) 許童童

一等獎 蔣君言 (4L) 劉明慧

一等獎 黃俊銘 (6L) 張力行

一等獎 徐子軒 (6L)
二等獎 嚴朗天 (5L)
二等獎 許嘉誠 (5L)
二等獎 謝嘉軒 (5L)
二等獎 邱致攀 (6H)
三等獎 陳諾霖 (2F)
三等獎 林詩宸 (3D)

三等獎 蔡鈺鑫 (6H)

115 1/5/2019  沙田體育會 吳惠蓮

2019沙田盃(第十二屆)新秀游泳錦標賽 50米自由泳 亞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50米胸泳 季軍 周奕淳 (2H)
50米背泳 季軍 周奕淳 (2H)

總冠軍 周奕淳 (2H)

116 3/5/2019 香港手鈴藝術協會 優異獎 陳恩童 (2L) 黎俊言 (2H) 黎慧芳

香港手鈴藝術學院 陳康悠 (3D) 易朗欣 (3D) 李立美

白手黨手鈴隊 張芯悅 (3W) 朱沛旭 (3L)
第十四屆校際手鈴比賽 容靖堯 (3F) 林柏迪 (4D)

黎宥言 (4F) 梁凱淇 (4F)

陳諾賢 (4F) 江新悅 (4F)

117 4/5/2019 慈幼學校 何宇珩

慈幼盃排球邀請賽 殿軍 杜倬睿 (3L) 梁俊胤 (4W)

邱梓銘 (4H) 徐琝軒 (4F)

夏華明 (4F) 黃子軒 (5D)

黃卓禧 (5W) 李雋 (5W)

劉晴風 (5F)

118 4/5/2019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楊惠珍

2018年度體育舞蹈比賽 查查查 全年總冠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倫巴 全年總冠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牛仔 全年總冠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森巴、鬥牛 全年總冠軍 陸芍妍 (3L) 陸僖妍 (3F)

119 4/5/2019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優異獎 吳日嘉 (3L) 鍾鏗梨

獻主會小學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19年「未來智能家居」親子繪畫比賽

120 5/5/2019 岑伯龍舞蹈學校 楊惠珍

沙田麗豪酒店 6歲組別 亞軍 施子晴 (1F)

第十五屆麗豪杯暨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6歲組別 季軍 曹芷嫣 (1L)

6歲組別 優異獎 李淑霏 (1D)

6歲組別 優異獎 陳煦恩 (1D)

6歲組別 優異獎 梁惠淇 (1D)

7歲組別 亞軍 何梓賏 (2W)

7歲組別 季軍 李穎浠 (2H)

7歲組別 優異獎 曾文慧 (1L)

8歲組別 冠軍 李卓凝 (2D)

8歲組別 冠軍 魏安雅 (3D)

8歲組別 亞軍 吳沛霖 (2D)

8歲組別 優異獎 馮偲琋 (3L)

8歲組別 優異獎 張卓琳 (3F)

9歲組別 優異獎 何金蔓 (4F)

10歲組別 亞軍 郭栩晴 (5H)

11歲組別 優異獎 冼樂儀 (6H)

6歲組別 亞軍 李淑霏 (1D)

6歲組別 優異獎 陳煦恩 (1D)

6歲組別 優異獎 梁惠淇 (1D)

6歲組別 優異獎 曹芷嫣 (1L)

6歲組別 優異獎 施子晴 (1F)

7歲組別 亞軍 李穎浠 (2H)

7歲組別 季軍 何梓賏 (2W)

7歲組別 季軍 郭穎翹 (2H)

7歲組別 優異獎 曾文慧 (1L)

8歲組別 冠軍 李卓凝 (2D)

8歲組別 冠軍 吳沛霖 (2D)

8歲組別 季軍 張卓琳 (3F)

8歲組別 優異獎 馮偲琋 (3L)

9歲組別 亞軍 何金蔓 (4F)

10歲組別 冠軍 郭栩晴 (5H)

10歲組別 季軍  連奕喬 (5L)

11歲組別 季軍 冼樂儀 (6H)

6歲組別 亞軍 陳煦恩 (1D)

6歲組別 亞軍 梁惠淇 (1D)

6歲組別 季軍 施子晴 (1F)

6歲組別 優異獎 李淑霏 (1D)

6歲組別 優異獎 曹芷嫣 (1L)

7歲組別 季軍 何梓賏 (2W)

7歲組別 優異獎 李穎浠 (2H)

7歲組別 優異獎 郭穎翹 (2H)

8歲組別 優異獎 李卓凝 (2D)

8歲組別 優異獎 吳沛霖 (2D)

8歲組別 優異獎 魏安雅 (3D)

8歲組別 優異獎 馮偲琋 (3L)

8歲組別 優異獎 張卓琳 (3F)

10歲組別 優異獎  連奕喬 (5L)

11歲組別 季軍 冼樂儀 (6H)

10歲組別 亞軍  連奕喬 (5L)

10歲組別 優異獎 郭栩晴 (5H)

8歲組別 亞軍 吳沛霖 (2D)

8歲組別 季軍 李卓凝 (2D)

9歲組別 優異獎 何金蔓 (4F)

7歲組別 冠軍 郭穎翹 (2H)

9歲組別 亞軍 伍康婷 (4L)

9歲組別 亞軍 伍康婷 (4L)

9歲組別 季軍 伍康婷 (4L)

7歲組別 冠軍 何梓賏 (2W) 陳澤峰 (2H)

10歲組別 亞軍 吳沛霖 (2D) 郭栩晴 (5H)

11歲組別 亞軍 伍康婷 (4L) 冼樂儀 (6H)

10歲組別 季軍 吳沛霖 (2D) 郭栩晴 (5H)

7歲組別 優異獎 何梓賏 (2W) 陳澤峰 (2H)

121 11/5/2019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奬 金正冰 (4L) 胡凱恩

122 13/5/2019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殿軍 謝宇康 (6L) 朱紫穎 (6L) 周苡諾

第七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 陸思蓓 (6L) 朱恩正 (6H) 許童童

8-9歲雙人組拉丁舞雙項

單人牛仔

單人森巴

單人倫巴

男子2011年組

單人查查查

8-9歲雙人組拉丁舞單項

男子組

單人鬥牛

單人三項

單人五項

雙人查查查

單人雙項

單人探戈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雙人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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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7/5/2019 MathConcept Education 梁志聰

數學思維大激鬥2019 金獎 施子晴 (1F) 陳潤安

金獎 麥程朗 (2D) 許童童

金獎 甘衍量 (2H) 劉明慧

金獎 陳煦臨 (3D) 張力行

金獎 張承源 (3F)
金獎 蔣君言 (4L)
金獎 洪高進 (6L)
金獎 黃俊銘 (6L)
銀獎 曾煥雅 (1F)
銀獎 羅帷中 (3W)
銀獎 吳子朗 (5L)
銀獎 嚴朗天 (5L)

銀獎 何柏陽 (5F)
銀獎 徐子軒 (6L)
銅獎 鄭永泰 (1W)
銅獎 黃渭誠 (2D)

銅獎 伍睿哲 (4H)

全場總季軍 鄭永泰 (1W) 施子晴 (1F)

曾煥雅 (1F) 麥程朗 (2D)

黃渭誠 (2D) 甘衍量 (2H)

陳煦臨 (3D) 羅帷中 (3W)

張承源 (3F) 蔣君言 (4L)

伍睿哲 (4H) 吳子朗 (5L)

嚴朗天 (5L) 何柏陽 (5F)
黃俊銘 (6L) 洪高進 (6L)

徐子軒 (6L)

124 20/5/2019 培道中學 入圍獎 何彥臻 (4F) 謝翠珊

培道 × Barbie第四屆旗袍設計(全港小學)邀請賽2019 入圍獎 楊柏麒 (5D) 潘慧宜

入圍獎 歐陽寶玲 (5L) 周君瑜

入圍獎 何彥霖 (6D) 吳汝慧

125 24/5/2019 寶覺中學 韓文德

寶覺中學小學籃球賽 女子 殿軍 容靖堯 (3F) 梁蕎恩 (4D)

何典凌 (4L) 郭梓婷 (4H)

張雅晴 (5H) 何宛澄 (6D)

吳婧穎 (6W) 蔡靜汶 (6W)

葉凱晴 (6L) 游皓恩 (6L)

蔡鈺鑫 (6H) 陳卓翹 (6F)

最佳表現獎 何宛澄 (6D)

126 24/5/2019 寶覺中學 鄧木林

寶覺中學小學籃球賽 男子 冠軍 袁曉諾 (3H) 莊鋮熙 (4D)

關俊朗 (5W) 黃卓禧 (5W)
馬文迪 (5W) 王棋楓 (5L)
侯爵亨 (5H) 洪高進 (6L)

陳熙日 (6L) 歐浚滔 (6H)

許晉瑜 (6H) 鍾浩洋 (6H)

127 24/5/2019 西貢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吳惠蓮

第二十一屆(2018-2019)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 優異 陳樂衡 (6D) 丁嘉煜 (6W) 梁玉茵

馮翊翔 (6L) 鄭凱佑 (6H)

閔亦琛 (6F)

50米蛙泳 亞軍 陳律言 (5H)
100米蛙泳 亞軍 陳律言 (5H)

4X50米自由泳 季軍 周奕淳 (2H) 黃天麟 (3W)

陳卓朗 (3W) 謝峻匡 (3W)

馮昊霖 (3F)

團體 殿軍 周奕淳 (2H) 黃天麟 (3W)

陳卓朗 (3W) 謝峻匡 (3W)

馮昊霖 (3F)

100米蛙泳 亞軍 周諾萱 (5F)
100米自由泳 季軍 周諾萱 (5F)

128 25/5/2019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陳鵬信

香港田徑總會 A級方程式 冠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王松杰

Samsung第62屆體育節青少年及兒童田徑日2019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沈恩浩 (1H)

立定跳遠 亞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沈恩浩 (1H)

來回節奏跑 亞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沈恩浩 (1H)

前拋葯球 季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沈恩浩 (1H)

原地擲膠圈 殿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沈恩浩 (1H)

速度跨欄 殿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沈恩浩 (1H)

團體 總亞軍 馮樂軒 (1D) 敖進候 (1W)

徐恩樂 (1W) 許黃煊 (1W)

麥晉謙 (1L) 沈恩浩 (1H)

來回節奏跑 亞軍 張棨澤 (2D) 張希揚 (2L)

何旻峻 (2L) 黎俊言 (2H)

郭穎翹 (2H) 佘添晉 (2F)

十字跳 殿軍 張棨澤 (2D) 張希揚 (2L)

何旻峻 (2L) 黎俊言 (2H)

郭穎翹 (2H) 佘添晉 (2F)

原地擲膠圈 冠軍 古本正 (3D) 孫城軒 (3W)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立定跳遠 亞軍 古本正 (3D) 孫城軒 (3W)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擲標槍 亞軍 古本正 (3D) 孫城軒 (3W)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A級方程式 亞軍 古本正 (3D) 孫城軒 (3W)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十字跳 季軍 古本正 (3D) 孫城軒 (3W)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前拋葯球 季軍 古本正 (3D) 孫城軒 (3W)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團體 總亞軍 古本正 (3D) 孫城軒 (3W)

謝峻匡 (3W) 郭溢鐿 (3L)

李芷卉 (3L) 茹朗軒 (3L)

男子乙組

女子乙組

丙組

個人賽

甲組

男子丙組

乙組

金盃賽

銀碟賽

男子甲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活動成績一覽表

成績 學生姓名

129 25/5/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陳秀雯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 殿軍 吳語同 (4L) 伍康婷 (4L)

李喬昕 (5L) 陳上恩 (5H)

何錦玲 (6D) 李潔心 (6W)

冼樂儀 (6H) 胡凱貽 (6F)

130 25/5/2019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特等獎 黃俊銘 (6L) 梁志聰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一等獎 施俊銘 (6L) 陳潤安

第30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9 一等獎 徐子軒 (6L) 許童童

二等獎 洪高進 (6L) 劉明慧

張力行

131 26/5/2019 天主教教區四旬期運動籌備委員會 四旬期愛心獎狀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宗教科老師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132 28/5/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施子晴 (1F) 梁志聰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晉級賽 金獎 甘衍量 (2H) 陳潤安

金獎 陳煦臨 (3D) 許童童

金獎 張承源 (3F) 劉明慧

銀獎 鄭永泰 (1W) 張力行

銀獎 曾煥雅 (1F)
銀獎 羅帷中 (3W)
銀獎 施卓寧 (4L)
銀獎 吳子朗 (5L)
銀獎 何柏陽 (5F)
銀獎 徐子軒 (6L)
銀獎 蔡鈺鑫 (6H)
銅獎 李易航 (1L)
銅獎 高梓灝 (2W)
銅獎 林詩宸 (3D)
銅獎 孫城軒 (3W)
銅獎 石文謙 (6L)

133 1/6/201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吳惠蓮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第二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134 2/6/2019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 吳惠蓮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50米蝶泳 亞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屬會新秀游泳比賽2019 50米背泳 季軍 周奕淳 (2H)

135 8/6/201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吳惠蓮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50米背泳 季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136 14/6/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銀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全體體育科老師

2018-2019 全港小學全年總錦標(西貢區小學分會) 女子--銀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37 15/6/2019  香港游泳協會有限公司 吳惠蓮

慶祝香港回歸22周年游泳錦標賽 100米蛙泳 冠軍 周奕淳 (2H) 梁玉茵

100米自由泳 亞軍 周奕淳 (2H)

138 20/6/2019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冠軍 王棋楓 (5L) 吳汝慧

「尊重與創意」小學繪畫比賽 亞軍 歐陽寶玲 (5L)

優異獎 李日澄 (5L)

139 2/7/2019 香港乒乓總會 梁志聰

乒乓球重點學校友誼賽 冠軍 甘善恆 (5L) 黃子修 (5H)

陳樂衡 (6D) 葉梓泓 (6L)

亞軍 顧璇 (2W) 杜沚其 (5W)

廖卓琳 (5H) 蕭海寧 (6H)

140 6/7/2019 看漢教育服務有限公司 冠軍 馮昊霖(3F) 黃德倩

2018-2019 看漢【普普村之星】獎勵計劃 亞軍 甘衍量(2H) 陳鳳文

季軍 謝天諾(5L) 謝翠珊

鍾鏗梨

141 7/7/2019 將軍澳香島中學 梁志聰

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2019 冠軍 黃敬峰 (3H) 甘善恆 (5L)

黃子修 (5H) 陳樂衡 (6D)

葉梓泓 (6L)

季軍 黃卓筠 (2D) 顧璇 (2W)

杜沚其 (5W) 廖卓琳 (5H)

蕭海寧 (6H)

142 27/7/201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吳惠蓮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50米自由泳 冠軍 黃天麟(3W) 梁玉茵

143 6/8/2019 IMC 招惠玲

南非國際數學比賽 2019 優異獎 黃俊銘 (6L) 梁志聰

陳潤安

季軍 黃俊銘 (6L)

144 20/8/2019 嶺南中學 吳汝慧

第六屆全港小學校際繪畫比賽 優異獎 王棋楓 (5L)

145 20/8/2019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吳汝慧

2019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優異獎 王棋楓 (5L)

146 20/8/2019 觀塘民政事務處 周君瑜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繪畫比賽 優異獎 梁一乒 (4H)

147 20/8/2019 香港青年協會 入圍獎 呂敏蕙 (3F) 周君瑜

2019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入圍獎 王棋楓 (5L)

148 25/8/2019 沙田體育會 吳惠蓮

沙田短池游泳錦標賽2019 50米蛙泳 冠軍 周奕淳(2H) 梁玉茵

50米背泳 冠軍 周奕淳(2H)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2H)

50米自由泳 亞軍 周奕淳(2H)

50米 總冠軍 周奕淳(2H)

50米自由泳 殿軍 黃天麟(3W)

149 25/8/2019 國際(香港)舞蹈學會 小學4-6年級(單人單項) 楊惠珍

2019第八屆(環球杯)舞蹈錦標賽 森巴 冠軍 伍康婷(4L)

倫巴 亞軍 伍康婷(4L)

鬥牛 亞軍 伍康婷(4L)

小學4-6年級(單人雙項)

查查查、倫巴 冠軍 伍康婷(4L)

查查查、牛仔 亞軍 伍康婷(4L)

小學1-3年級(雙人雙項)

查查查、倫巴 冠軍 陳澤峰(2H) 何梓賏(2W)

查查查、牛仔 冠軍 陳澤峰(2H) 何梓賏(2W)

小學1-3年級(單人單項)

倫巴 冠軍 何梓賏(2W)

鬥牛 冠軍 何梓賏(2W)

牛仔 冠軍 何梓賏(2W)

150 26/8/2019 民政事務總處 周君瑜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全港青少年繪畫日2019 優異獎 梁一乒 (4H)

高級組

高級組

女子團體

男子團體

男子8歲組

女子團體

分組團體

個人賽

8歲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團體

高小組

西貢區

男子8歲組別

2011年組

2010年組

男子8歲或以下

男子8歲或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