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日期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1 1/9/2019 香港公開舞蹈錦標賽 楊惠珍

第27屆舞蹈盃 查查查 第一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牛仔 第一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查查查、牛仔 第一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查查查、倫巴 第一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花步森巴 第三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花步倫巴 第三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2 2/9/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全體體育科老師

sportACT獎勵計劃 活力校園獎 獎座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3 7/9/2019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楊惠珍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2019 第四站 倫巴 第一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牛仔 第三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查查查 第三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森巴、鬥牛 第二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4 8/9/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惠蓮

大埔體育會 5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梁玉茵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2020) 50米背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胸泳 季軍 獎牌 陳律言(6F)

5 15/9/2019 岑伯龍舞蹈學校 楊惠珍

第七屆暑假青少年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2019) 鬥牛 冠軍 獎盃 何梓賏(3W)

牛仔 冠軍 獎盃 何梓賏(3W)

森巴 冠軍 獎盃 何梓賏(3W)

6 22/9/2019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楊惠珍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查查查 冠軍 獎牌 伍康婷(5F)

龍城活力盃拉丁舞大賽 倫巴 冠軍 獎牌 伍康婷(5F)

牛仔 季軍 獎牌 伍康婷(5F)

7 29/9/2019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楊惠珍

第13屆香港傑出青少年及兒童舞蹈藝術家大賽 公開組查查查 亞軍 獎盃 何梓賏(3W) 陳澤峰(3F)

初級組8-12歲森巴 亞軍 獎盃 何梓賏(3W) 陳澤峰(3F)

初級組8-12歲查查查 季軍 獎盃 何梓賏(3W) 陳澤峰(3F)

8 29/9/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惠蓮

西貢區體育會 50米胸泳 冠軍 獎牌 黃天麟(4F) 梁玉茵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 100米胸泳 冠軍 獎牌 黃天麟(4F)

5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5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50米自由泳 季軍 獎牌 黃天麟(4F)

20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陳律言(6F)

20米胸泳 季軍 獎牌 陳鎧彤(2H)

100米胸泳 季軍 獎牌 陳鎧彤(2H)

9 1/10/2019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吳惠蓮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5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陳律言(6F) 梁玉茵

九龍城區議會 10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陳律言(6F)

2019年「龍城康體盃」國慶游泳賽

5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陳鎧彤(2H)

50米蝶泳 亞軍 獎牌 陳鎧彤(2H)

10 1/10/2019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楊惠珍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香港2019 第五站 查查查 亞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倫巴 亞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牛仔 季軍 獎牌、獎狀 伍康婷(5F)

11 5/10/2019 香港游泳協會有限公司 吳惠蓮

粵港澳大灣區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9) 100米胸泳 冠軍 獎牌 周諾萱(6H) 梁玉茵

100米自由泳 季軍 獎牌 周諾萱(6H)

5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伍康婷(5F)

100米自由泳 殿軍 獎牌 伍康婷(5F)

5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胸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2 13/10/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惠蓮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5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梁玉茵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5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3 13/10/2019 Viva Dance 楊惠珍

4th HK VIVA CUP 森巴 冠軍 獎盃、獎狀 伍康婷(5F)

牛仔 亞軍 獎盃、獎狀 伍康婷(5F)

查查查 亞軍 獎盃、獎狀 伍康婷(5F)

14 13/10/2019 公民體育會 陳鵬信

第26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2019 擲壘球 冠軍 獎牌 郭溢鐿(4F) 王松杰

15 13/10/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鵬信

離島區體育會 擲壘球 季軍 獎牌 郭溢鐿(4F) 王松杰

離島八區鄉事委員會

離島區民政事務處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16 13/10/2019 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胡凱恩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冠軍 獎座、分紙 黃靖潼(5D)

第九屆香港夢兒童音樂節2019

亞軍 獎座、分紙 黃靖潼(5D)

17 18/10/201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方俊雄

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2019-2020 團體 季軍 獎盃 林欣穎(6W) 徐冠生

吳晞瑜(6L)

張子悠(6L)

優異(5至8名) 嘉許狀 林欣穎(6W)

優異(5至8名) 嘉許狀 林心悅(5F)

18 20/10/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惠蓮

觀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5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陳律言(6F) 梁玉茵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 10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陳律言(7F)

20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陳律言(8F)

19 26/10/2019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啟彥教育 香錦輝

啟基學校、商務印書館 星中之星 獎盃 何凱晴(5D)

思源學坊、KPG Education 金獎 獎狀 陳恩童(3F)

全港資優故事及演説大賽2019 金獎 獎狀 廖卓琳(6F)

20 26/10/2019 聖安德肋堂 張敏婷

聖安德肋堂聖言宣讀組「第一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亞軍 獎狀 曾美欣(6F) 吳惠蓮

優異 獎狀 盧希愉(6D)

優異 獎狀 張愷殷(6D)

優異 獎狀 廖卓琳(6F)

21 3/1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鵬信

西貢區體育會 4X100米接力 季軍 獎盃、獎牌 甄倬珩(4W) 莊鋮熙(5W) 王松杰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莫卓霖(5W) 伍沛軒(5H)

張希泓(5F) 胡鎮熙(6D)

跳遠 亞軍 獎牌 謝峻匡(4D)

擲壘球 冠軍 獎牌 郭溢鐿(4F)

擲壘球 季軍 獎牌 梁斯詠(3H)

60米 季軍 獎牌 郭溢鐿(4F)

22 5/11/2019 帶TEEN童路 亞軍 獎狀 郭溢鐿 (4F) 鍾鏗梨

「禮貌‧品格‧責任」標語創作大賽2019 季軍 獎狀 吳日軒 (2W) 張惠敏

優異 獎狀 顏曉彤 (3H) 温淵珍

優異 獎狀 易朗欣 (4F)

23 17/1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鵬信

荃灣區分齡田徑賽2019 擲壘球 冠軍 獎牌 郭溢鐿(4F) 王松杰

跳遠 亞軍 獎牌 郭溢鐿(4F)

24 22/11/2019 新界校長會 季軍 獎盃、獎狀 陳坤(4D) 香錦輝

紫荊雜誌社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25 24/1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惠蓮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梁玉茵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 5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5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26 27/11/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賴雲曦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優異獎 獎盃 張希揚(3W) 李柏霖(5D)

張梓源(5D) 麥誠雋(5D)

陳文銳(5W) 劉梓烽(5W)

麥家瑋(5W) 徐之樂(5F)

蔣君言(5F) 殷言(5F)

林長樂(6D) 李鈞楊(6W)

袁浩然(6L) 嚴朗天(6F)

27 30/11/201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吳惠蓮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5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梁玉茵

100米背泳 亞軍 獎牌 周奕淳(3D)

50米胸泳 季軍 獎牌 周奕淳(3D)

28 1/12/2019 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有限公司 全體體育科老師

賽馬會滘西洲GO FUN小球手排名賽 全港總冠軍 獎盃 林欣穎(6W)

女子10歲組

獨唱(9-10歲組)

青少年拉丁舞雙人單項

10歲單人單項

7歲以下女子組

女子青少年J組

女子11歲組

男子8歲組

男子組

小組合唱(高小組)

女子C組

女子F組

11歲以下單人雙項

男子青少年J組

13歲以下單人單項

10歲單人單項

男子青少年H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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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青少年J組

11歲男子組

9歲以下單人單項

10歲單人雙項

男子青少年H及I組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10歲以下單人單項

女單甲組

男子青少年J組(8歲或以下)

女子甲組

男子青少年H及I組

男子8歲以下組別

女單乙組

10歲或以下拉丁舞專項

女子F組

男子F組

小學接力邀請賽

高小組

男子青少年J組

女子F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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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12/2019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楊惠珍

世界舞蹈總會(WDC)香港分會 雙人查查查 冠軍 獎盃 陳澤峰(3F) 陸芍妍(4D)

第廿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高級單項雙人查查查 冠軍 獎盃 陳澤峰(3F) 何梓賏(3W)

高級雙項C組拉丁舞組 冠軍 獎盃 陳澤峰(3F) 何梓賏(3W)

雙人查查查 亞軍 獎盃 陳日曦(4D) 陸僖妍(4D)

雙人森巴 亞軍 獎盃 陳日曦(4D) 陸僖妍(4D)

高級單項雙人倫巴 季軍 獎盃 陳澤峰(3F) 何梓賏(3W)

雙人森巴 第五名 獎牌 陳澤峰(3F) 陸芍妍(4D)

單人倫巴 第五名 獎牌 陸芍妍(4D)

單人探戈 第五名 獎牌 陸僖妍(4D)

單人倫巴 第六名 獎牌 陸僖妍(4D)

雙人森巴 季軍 獎盃 郭穎翹(3F) 何梓賏(3W)

雙人查查查 季軍 獎盃 郭穎翹(3F) 何梓賏(3W)

單人倫巴 第四名 獎牌 吳沛霖(3W)

雙人查查查 第四名 獎牌 吳沛炫(1L) 吳沛霖(3W)

雙人查查查 冠軍 獎盃 陳日曦(4D) 陸僖妍(4D)

雙人森巴 冠軍 獎盃 陳日曦(4D) 陸僖妍(4D)

雙人查查查 亞軍 獎盃 陳澤峰(3F) 陸芍妍(4D)

雙人森巴 亞軍 獎盃 陳澤峰(3F) 陸芍妍(4D)

30 7/12/2019 張祝珊英文中學 團體 梁志聰

張祝珊英文中學乒乓球邀請賽2019-2020 冠軍 獎盃、獎牌 顧璇(3H) 黃子修(6D)

杜沚其(6L) 廖卓琳(6F)

甘善恆(6F)

31 9/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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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盃 甄倬珩(4W) 莫卓霖(5W) 王松杰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莊鋮熙(5W) 伍沛軒(5H)

林家裕(5L) 張希泓(5F)

黃梓洋(5F)

跳遠 亞軍 獎牌 莫卓霖(5W)

個人全場 殿軍 獎盃 莫卓霖(5W)

壘球 殿軍 獎牌 莫卓霖(5W)

團體 亞軍 獎盃 顧璇(3H) 梁斯詠(3H)

郭穎翹(3F) 李芷卉(4L)

周顥琳(4F) 郭溢鐿(4F)

跳遠 冠軍 獎牌 郭溢鐿(4F)

個人全場 亞軍 獎盃 郭溢鐿(4F)

100米 季軍 獎牌 郭溢鐿(4F)

60米 殿軍 獎牌 郭溢鐿(4F)

團體 優異 獎盃 羅安翹(4W) 邢善瑜(5D)

曾鈺霖(5W) 劉心湉(5L)

何慧玲(5L) 伍康婷(5F)

100米 亞軍 獎牌 邢善瑜(5D)

跳高 季軍 獎牌 邢善瑜(5D)

個人全場 殿軍 獎盃 邢善瑜(5D)

跳遠 殿軍 獎牌 邢善瑜(5D)

壘球 殿軍 獎牌 何慧玲(5L)

32 15/12/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惠蓮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50米胸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梁玉茵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 5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5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胸泳 冠軍 獎牌 周諾萱(6H)

33 15/12/2019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金獎 獎牌、獎狀 鄭永泰(2F) 梁志聰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會 金獎 獎牌、獎狀 甘衍量(3L) 陳潤安

第14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金獎 獎牌、獎狀 麥程朗(3W) 許童童

金獎 獎牌、獎狀 張承源(4F) 張力行

金獎 獎牌、獎狀 郭溢鐿(4F) 劉明慧

金獎 獎牌、獎狀 許嘉誠(6F)

銀獎 獎牌、獎狀 陳立新(1H)

銀獎 獎牌、獎狀 鄭梓諾(1W)

銀獎 獎牌、獎狀 陳煦臨(4F)

銀獎 獎牌、獎狀 蔣君言(5F)

銅獎 獎牌、獎狀 鄭智傑(1W)

銅獎 獎牌、獎狀 梁大毅(3W)

銅獎 獎牌、獎狀 黃渭誠(3D)

銅獎 獎牌、獎狀 朱柏旻(5F)

銅獎 獎牌、獎狀 林珮妍(5W)

銅獎 獎牌、獎狀 吳子朗(6F)

優異 獎狀 黃渭晉(1W)

優異 獎狀 陳諾霖(3L)

優異 獎狀 梁珀瑋(3F)

優異 獎狀 羅帷中(4F)

優異 獎狀 馮昊霖(4F)

優異 獎狀 魏安雅(4F)

優異 獎狀 余曦敏(4F)

優異 獎狀 羅浩彥(5F) 

優異 獎狀 伍睿哲(5F)

優異 獎狀 蔣家洪(5F)

34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21 亞軍 獎狀 茹朗軒(4L) 鍾鏗梨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09 季軍 獎狀 羅安翹(4W) 謝翠珊

詩詞獨誦 - 粵語 U311 優良 獎狀 陳鎧彤(2H) 謝翠珊

U321 優良 獎狀 馮昊霖(4F) 鍾鏗梨

U319 優良 獎狀 彭健朗(6D) 陳鳳文

U319 優良 獎狀 許嘉誠(6F) 白宜加

U323 良好 獎狀 羅嘉進(2H) 謝翠珊

U311 良好 獎狀 吳彥葶(2H) 謝翠珊

U322 良好 獎狀 麥程朗(3W) 鍾鏗梨

35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411 季軍 獎狀 羅曉心(2D) 勞逸韶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19 優良 獎狀 羅子軒(6W) 黃愛嫦

散文獨誦 - 粵語 U407 優良 獎狀 呂犖妍(6W) 林惠君

U419 優良 獎狀 李鈞楊(6W) 黃愛嫦

U407 優良 獎狀 鄭舒文(6H) 袁小環

U421 良好 獎狀 張晁誙(4D) 馬嘉駿

36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60 亞軍 獎狀 羅浩彥(5F) 吳汝慧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N460 季軍 獎狀 林柏迪(5H) 吳汝慧

經文朗誦 - 粵語 N460 優良 獎狀 陳煦恩(2D) 陳嘉妍

N460 優良 獎狀 司徒卓妍(2W) 張惠敏

N460 優良 獎狀 姚天玥(2W) 張惠敏

N460 優良 獎狀 梁恩澄(2W) 張惠敏

N460 優良 獎狀 李淑霏(2H) 陳嘉妍

N460 優良 獎狀 何羲堯(2F) 黃德倩

N460 優良 獎狀 何梓賏(3W) 劉鑽兒

N460 優良 獎狀 郭穎翹(3F) 吳汝慧

N460 優良 獎狀 陳恩童(3F) 黃德倩

N460 優良 獎狀 羅安翹(4W) 張惠敏

N460 優良 獎狀 陳康悠(4W) 黃德倩

N460 優良 獎狀 廖卓朗(4L) 吳汝慧

N460 優良 獎狀 梁一乒(5D) 黃德倩

N460 優良 獎狀 陳俊廷(5H) 吳汝慧

N460 優良 獎狀 盧希愉(6D) 吳惠蓮

N460 優良 獎狀 張愷殷(6D) 吳惠蓮

N460 優良 獎狀 謝天諾(6F) 吳汝慧

N460 優良 獎狀 廖卓琳(6F) 吳汝慧

N460 良好 獎狀 黎菀翹(2H) 陳嘉妍

N460 良好 獎狀 姚天恩(5D) 劉鑽兒

37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45 優良 獎狀 金正冰(5F) 施卓寧(5F) 勞逸韶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二人朗誦 - 粵語

38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36 冠軍 紀念旗、獎狀 羅帷中(4F) 梁玉茵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31 亞軍 獎狀 曾煥雅(2L) 黃笑媚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U330 亞軍 獎狀 馮偲琋(4F) 鍾鏗梨

U337 季軍 獎狀 徐恩樂(2D) 勞逸韶

U337 季軍 獎狀 馮樂軒(2H) 謝翠珊

U330 季軍 獎狀 張潁藍(4F) 陳鳳文

U330 優良 獎狀 白梓蔚(3D) 張惠敏

U330 優良 獎狀 陳愷婧(4F) 鍾鏗梨

U336 優良 獎狀 古本正(4F) 鍾鏗梨

U336 優良 獎狀 陳日曦(4D) 馬嘉駿

U329 優良 獎狀 梅樂施(5F) 黃笑媚

U329 優良 獎狀 張子悠(6L) 袁小環

U329 優良 獎狀 宋映萱(6F) 白宜加

U329 優良 獎狀 歐陽寶玲(6F) 白宜加

U335 優良 獎狀 葉鎧鋒(6F) 白宜加

U330 良好 獎狀 蘇曼茵(4W) 謝翠珊

U329 良好 獎狀 黎菀晴(5F) 黃笑媚

39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E431 季軍 獎狀 鍾卓蕎(1H) 黃德倩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30 優良 獎狀 李卓凝(3D) 吳惠蓮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U436 優良 獎狀 羅帷中(4F) 梁玉茵

U435 優良 獎狀 黃敬熹(6D) 陳鳳文

U429 優良 獎狀 梁家欣(6D) 陳鳳文

U429 優良 獎狀 盧映嘉(6F) 白宜加

E431 良好 獎狀 林卓媛(1H) 黃德倩

U429 良好 獎狀 莊穎曈(6D) 陳鳳文

U435 良好 獎狀 侯爵亨(6D) 陳鳳文

40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29 亞軍 獎狀 金正冰(5F) 鄔詠妍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E54 亞軍 獎狀 陳澤峰(3F) 陳潔麗

詩詞獨誦 - 英語 E25 季軍 獎狀 李泳嵐(3F) 陳潔麗

U28 季軍 獎狀 陳康悠(4W) 陳愷瑩

U29 季軍 獎狀 黎宥言(5L) 李立美

E57 季軍 獎狀 林卓曦(5D) 潘慧宜

E34 季軍 獎狀 李日澄(6F) 潘慧宜

U21 優良 獎狀 陳朗悅(1H) 黎慧芳

U52 優良 獎狀 巢躍曦(1H) 黎慧芳

U21 優良 獎狀 林靖恩(2W) 李立美

U21 優良 獎狀 吳彥婷(2H) 李立美

U21 優良 獎狀 施子晴(2F) 李立美

U21 優良 獎狀 袁曉澄(2F) 李立美

U24 優良 獎狀 李卓凝(3D) 蘇淑賢

U24 優良 獎狀 莊昕琪(3D) 蘇淑賢

U24 優良 獎狀 方梓晴(3D) 蘇淑賢

U24 優良 獎狀 譚安堯(3D) 蘇淑賢

E23 優良 獎狀 吳沛霖(3W) 潘慧宜

E23 優良 獎狀 謝曉宜(3W) 潘慧宜

U55 優良 獎狀 張晁誙(4D) 馬嘉駿

U55 優良 獎狀 劉峻瑜(4D) 馬嘉駿

U56 優良 獎狀 姚宗宏(4L) 黎慧芳

U28 優良 獎狀 周顥琳(4F) 李立美

U28 優良 獎狀 馮偲琋(4F) 李立美

U55 優良 獎狀 林佑澄(4F) 李立美

U55 優良 獎狀 羅帷中(4F) 李立美

U56 優良 獎狀 古本正(4F) 李立美

U55 優良 獎狀 陳煦臨(4F) 李立美

U58 優良 獎狀 柳子灝(5D) 劉鑽兒

E57 優良 獎狀 張健勤(5D) 潘慧宜

U57 優良 獎狀 陳諾賢(5W) 潘慧宜

U29 優良 獎狀 施卓寧(5F) 鄔詠妍

U29 優良 獎狀 黎菀晴(5F) 鄔詠妍

U30 優良 獎狀 莊蔓瑩(5F) 張敏婷

U59 優良 獎狀 侯爵亨(6D) 林惠君

U59 優良 獎狀 彭健朗(6D) 林惠君

U34 優良 獎狀 吳晞瑜(6L) 蕭淑瑤

U34 優良 獎狀 黃子珊(6L) 蕭淑瑤

U59 優良 獎狀 王棋楓(6F) 林惠君

女子丙組

女子青少年H組

男子乙組

男子青少年J組

女子乙組

小學4-6年級初級組

小學1-3年級初級組

小學校際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活動成績一覽表

成績 學生姓名

41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169 亞軍 獎狀 許嘉誠(6F) 葉翠芬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169 季軍 獎狀 張慶煌(6F) 葉翠芬

散文獨誦 - 英語 U169 優良 獎狀 謝天諾(6F) 葉翠芬

U169 優良 獎狀 嚴朗天(6F) 葉翠芬

42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545 優良 獎狀 方梓晴(3D) 白梓蔚(3D) 白宜加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黃心兒(3D) 方苡洛(3W) 鍾鏗梨

詩詞集誦 - 普通話 黃依婧(3W) 吳沛霖(3W)

陳諾霖(3L) 方芷晴(3L)

甘衍量(3L) 梁子樂(3L)

李穎浠(3L) 徐子欣(3L)

顏曉彤(3H) 曾姵霖(3H)

黃聖雅(3H) 陳澤峰(3F)

梁珀瑋(3F) 陳一諾(4D)

莊子晴(4D) 陸芍妍(4D)

陸僖妍(4D) 吳善臻(4D)

羅安翹(4W) 謝家晞(4W)

卓浩婷(4L) 張穎嵐(4L)

茹朗軒(4L) 容靖堯(4L)

吳日嘉(4H) 陳愷婧(4F)

陳煦臨(4F) 張潁藍(4F)

周顥琳(4F) 馮偲琋(4F)

韓筱希(4F) 許愷恩(4F)

林詩宸(4F) 林佑澄(4F)

呂敏蕙(4F) 羅帷中(4F)

吳紫穎(4F) 魏安雅(4F)

姚梓渝(4F) 易朗欣(4F)

袁曉諾(4F) 張承源(4F)

43 18/12/2019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504 優良 獎狀 鄭巧瑜(5D) 何凱晴(5D) 黃笑媚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鄭伊庭(5D) 林卓曦(5D) 溫淵珍

詩詞集誦 - 粵語 張凱喬(5D) 林子軒(5D)

莊昊(5D) 黃宇詩(5D)

朱詩穎(5D) 姚天恩(5D)

周貝慈(5W) 吳善泓(5W)

鄭鍁澤(5W) 保紀冰(5W)

張逸鏮(5W) 施曉晴(5W)

朱紫盈(5W) 鄧汝高(5W)

吳嘉雯(5W) 王心瀾(5W)

陳俊廷(5H) 李允希(5H)

陳彥均(5H) 李思雅(5H)

何朗琦(5H) 伍沛軒(5H)

林柏迪(5H) 王曉雯(5H)

莊蔓瑩(5F) 李汶霖(5F)

蔡明安(5F) 李芯莹(5F)

朱柏旻(5F) 羅婕琳(5F)

方煒喬(5F) 梅樂施(5F)

金正冰(5F) 吳梓御(5F)

黎菀晴(5F) 蘇榮洋(5F)

林楷晟(5F) 施卓寧(5F)

林心悅(5F) 蔣家洪(5F)

李雋軒(5F) 王嘉駿(5F)

曾鈴翔(5F)

44 20/12/2019 佛教黃鳳翎中學 優異 獎狀 黎啟謙 (5D) 魏婉茵

香港佛教聯合會

「細味人生」故事續作比賽

45 20/12/2019 佛教黃鳳翎中學 優異 獎狀 林詩宸 (4F) 鍾鏗梨

香港佛教聯合會

「細味人生」硬筆書法比賽

46 21/12/2019 教育局 周君瑜

「建國七十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 獎座、獎狀、書券 王棋楓(6F)

47 26/12/2019 香港兒童棋院 團體

香港兒童棋院第十四屆聯校圍棋賽 冠軍 獎盃 吳天藝(1W) 鄭梓諾(1W) 謝翠珊

周子朗(1H) 丘銘軒(1L)

譚皓安(1F) 司徒卓妍(2W)

姚智軒(2H) 涂柏凱(3W)

甘衍量(3L) 鄧傑軒(4F)

48 29/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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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梁玉茵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50米蝶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50米背泳 亞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周奕淳(3D)

100米胸泳 亞軍 獎牌 周諾萱(6H)

49 1/1/2020 香港青年協進會 亞軍 獎盃 易朗欣 (4F) 香錦輝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填色比賽 優異 獎狀 曾煥雅 (2L)

優異 獎狀 曹芷嫣 (2H)

50 6/1/2020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亞軍 獎盃、獎狀 魏安雅 (4F) 鍾鏗梨

歷史及文化周──「承擔」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獎盃、獎狀 陳上恩 (6D) 陳鳳文

51 11/1/2020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吳惠蓮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100米自由泳 冠軍 獎牌 周奕淳(3D) 梁玉茵

100米蝶泳 亞軍 獎牌 周奕淳(3D)

52 14/1/2020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獎狀 鄭梓諾 (1W) 梁志聰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初賽) 一等獎 獎狀 曾煥雅 (2L) 陳潤安

一等獎 獎狀 張柏熙 (2H) 許童童

一等獎 獎狀 施子晴 (2F) 張力行

一等獎 獎狀 鄭永泰 (2F) 劉明慧

一等獎 獎狀 麥程朗 (3W)

一等獎 獎狀 甘衍量 (3L)

一等獎 獎狀 陳諾霖 (3L)

一等獎 獎狀 陳煦臨 (4F)

一等獎 獎狀 羅帷中 (4F)

一等獎 獎狀 張承源 (4F)

一等獎 獎狀 蔣君言 (5F)

一等獎 獎狀 許嘉誠 (6F)

一等獎 獎狀 嚴朗天 (6F)

一等獎 獎狀 歐陽寶玲 (6F)

一等獎 獎狀 葉鎧鋒 (6F)

二等獎 獎狀 譚琛 (1W)

二等獎 獎狀 陳立新 (1H)

二等獎 獎狀 蘇晴 (1F)

二等獎 獎狀 陳建羲 (2D)

二等獎 獎狀 徐恩樂 (2D)

二等獎 獎狀 柯湛棋 (2W)

二等獎 獎狀 羅信隆 (2F)

二等獎 獎狀 黃渭誠 (3D)

二等獎 獎狀 黃宏銘 (3W)

二等獎 獎狀 梁大毅 (3W)

二等獎 獎狀 唐裕 (3F)

二等獎 獎狀 黃洛旻 (3F)

二等獎 獎狀 孫城軒 (4D)

二等獎 獎狀 呂敏蕙 (4F)

二等獎 獎狀 鄧傑軒 (4F)

二等獎 獎狀 古本正 (4F)

二等獎 獎狀 郭溢鐿 (4F)

二等獎 獎狀 魏安雅 (4F)

二等獎 獎狀 羅胤熹 (4F)

二等獎 獎狀 林佑澄 (4F)

二等獎 獎狀 黃天麟 (4F)

二等獎 獎狀 李柏霖 (5D)

二等獎 獎狀 朱詩穎 (5D)

二等獎 獎狀 伍睿哲 (5F)

二等獎 獎狀 徐之樂 (5F)

二等獎 獎狀 黎菀晴 (5F)

二等獎 獎狀 林楷晟 (5F)

二等獎 獎狀 施俊軒 (5F)

二等獎 獎狀 蔣家洪 (5F)

二等獎 獎狀 曾鈴翔 (5F)

二等獎 獎狀 唐悅淇 (6F)

二等獎 獎狀 吳泓陞 (6F)

二等獎 獎狀 吳子朗 (6F)

二等獎 獎狀 謝天諾 (6F)

二等獎 獎狀 謝嘉軒 (6F)

二等獎 獎狀 陳樂恩 (6F)

二等獎 獎狀 王棋楓 (6F)

三等獎 獎狀 黃思善 (1D)

三等獎 獎狀 陳昭煒 (1D)

三等獎 獎狀 杜梓鋒 (1W)

三等獎 獎狀 黃渭晉 (1W)

三等獎 獎狀 周澔垚 (1W)

三等獎 獎狀 吳沛炫 (1L)

三等獎 獎狀 粘柏霖 (1H)

三等獎 獎狀 薛俊謙 (1H)

三等獎 獎狀 羅曉心 (2D)

三等獎 獎狀 林靖恩 (2W)

三等獎 獎狀 袁偉民 (2W)

三等獎 獎狀 譚安堯 (3D)

三等獎 獎狀 吳沛霖 (3W)

三等獎 獎狀 張希揚 (3W)

三等獎 獎狀 顧璇 (3H)

三等獎 獎狀 陳籽康 (4D)

三等獎 獎狀 林小蕎 (4D)

三等獎 獎狀 袁曉諾 (4F)

三等獎 獎狀 林詩宸 (4F)

三等獎 獎狀 余曦敏 (4F)

三等獎 獎狀 馮昊霖 (4F)

三等獎 獎狀 許愷恩 (4F)

三等獎 獎狀 張健勤 (5D)

三等獎 獎狀 黃穎妍 (5D)

三等獎 獎狀 麥誠雋 (5D)

三等獎 獎狀 梁一乒 (5D)

三等獎 獎狀 夏華明 (5D)

三等獎 獎狀 林珮妍 (5W)

三等獎 獎狀 莊蔓瑩 (5F)

三等獎 獎狀 方煒喬 (5F)

三等獎 獎狀 羅婕琳 (5F)

三等獎 獎狀 張希泓 (5F)

三等獎 獎狀 朱柏旻 (5F)

三等獎 獎狀 羅浩彥 (5F)

三等獎 獎狀 林長樂 (6D)

三等獎 獎狀 蔡旻佑 (6F)

三等獎 獎狀 張慶煌 (6F)

53 17/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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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獎盃、獎牌 黃敬峰 (4H) 張健勤 (5D)

黃子修 (6D) 許嘉誠 (6F)

甘善恆 (6F)

傑出運動員 獎盃 黃子修 (6D)

傑出運動員 獎盃 甘善恆 (6F)

亞軍 獎牌 甘善恆 (6F)

季軍 獎牌 黃子修 (6D)

冠軍 獎盃、獎牌 顧璇 (3H) 黃子晴 (3F)

杜沚其 (6L) 李喬昕 (6F)

廖卓琳 (6F)

傑出運動員 獎盃 杜沚其 (6L)

傑出運動員 獎盃 廖卓琳 (6F)

亞軍 獎牌 杜沚其 (6L)

男子單打

女子團體

女子單打

男子團體

男子8歲

高小組

女子11歲

男子8歲以下組別



編號 日期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活動成績一覽表

成績 學生姓名

54 18/1/2020 英華小學 優異獎 獎盃 葉昊聰 (3L) 茹朗軒 (4L) 何宇珩

英華盃小學排球邀請賽 杜倬睿 (4H) 鄧傑軒 (4F)

邱梓銘 (5D) 夏華明 (5D)

梁俊胤 (5W) 徐琝軒 (5W)

黃卓禧 (6L) 李雋 (6L)

黃子軒 (6W)

55 19/1/2020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獎盃 陳一蔚 (2L) 李佳雯 (2L) 劉明慧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獎狀 李欣怡 (3D) 方梓晴 (3D) 梁玉茵

林美言 (3D) 葉千瑜 (3W)

李梓楣 (3W) 方苡洛 (3W)

陳嘉言 (3L) 黃卓筠 (3L)

陳一諾 (4D) 林晞瑜 (4L)

黃靖潼 (5D) 何慧玲 (5L)

56 3/2/2020 西貢區公民教育促進委員會 季軍 獎盃 曾煥雅 (2L) 鍾鏗梨

西貢民政事務處 優異獎 獎狀 葉峻泓 (4H) 張力行

西貢區公民教育填色/創作比賽

57 23/2/2020 香港仔坊會 入圍嘉許 獎狀 曾姵霖 (3H) 香錦輝

「分享愛‧情繫三代」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中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