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獲獎消息： 

 

1. 男子籃球球校隊參加滙基書院(東九龍)2017-2018 開放日籃球比賽獲得冠軍。 

隊員名單：6B 練嘉文、6B 周鈺丰、6B 李淨豪、6E 朱啟浩、6E 李柏希、6E 蔡瀚賢、6F 吳嘉樂、 

              5A 鍾德曦、5A 譚皓文、5B 蘇曉鋒、5D 許顯熙、5E 周駿棋、5F 文浚熙、5F 楊嘉洪、 

              4C 李政和 

 

2. 女子籃球球校隊參加滙基書院(東九龍)2017-2018 開放日籃球比賽獲得殿軍。 

隊員名單：6C 張詩婷、5B 黃希琳、4A 陳巧晴、4E 馮楉喬、4F 羅賀藍、3D 成芯弦、3E 劉子晴 

 

3. 第 69 屆香港朗誦節比賽成績 
中文朗誦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中文集誦隊 季軍 

 

2E 許卓軒 優良 4F 駱嘉琳 優良 2E 黃柏童 良好 

4A 張嘉瑜 季軍 3B 梁卓銘 優良 5A 倪琬姿 優良 3F 林子棠 良好 

4D 鄭耀軒 季軍 3B 施棋政 優良 5F 岩井瞳 優良 3F 蕭逸晴 良好 

6B 吳子君 季軍 3F 林子媛 優良 5F 羅宇晴 優良 4D 施惠瑄 良好 

1A 侯玟希 優良 4A 林瑋彤 優良 6B 張琳晞 優良 5D 王曉晴 良好 

1A 辜浩然 優良 4D 陳柏希 優良 6D 伍穎桐 優良 5D 胡梓澄 良好 

1A 衛愷晴 優良 4D 張皓雲 優良 6E 吳泳誼 優良 6B 鄭文珣 良好 

1C 陳心悠 優良 4D 伍紫晴 優良    6E 張心柔 良好 

2D 莫梓軒 優良 4D 王馨馨 優良    6F 陳沛凝 良好 
 

英文朗誦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英文集誦隊 優良 

 

2E 陸喜兒 優良 4B 林子絢 優良 6B 鄭文珣 優良 

3A 蘇紀婷 亞軍 3A 陳雅詩 優良 4B 梁家智 優良 6B 廖家賢 優良 

5B 王希琳 亞軍 3B 馮卓姿 優良 4F 羅賀藍 優良 6B 施頌謙 優良 

3A 陳希瞳 季軍 3F 何月 優良 4F 駱嘉琳 優良 6C 岑嘉珩 優良 

4A 陳康廸 季軍 3F 吳心妤 優良 5A 鄭淑慧 優良 6D 貝澄 優良 

4B 周浩煒 季軍 3F 楊巧怡 優良 5A 倪琬姿 優良 6F 陳沛凝 優良 

2A 陳穎儀 優良 3F 葉曉悠 優良 5B 鄒敏浠 優良 6F 林曉彤 優良 

2A 張雪遙 優良 4A 勞靖淇 優良 5D 蔡蔚然 優良 3B 李沛蒑 良好 

2B 布旼殷 優良 4B 莊知舟 優良 6A 蔡安祐 優良 3D 簡銘基 良好 

2E 梁倬滔 優良 4B 林靖凱 優良 6A 馮偉雄 優良 4B 吳泓熹 良好 
 

普通話朗誦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普通話集誦隊 季軍 

 

2B 鍾小彤 優良 3B 何寶如 優良 5B 王嘉敏 優良 

4B 鄭焯恒 亞軍 2B 鄒敏澄 優良 3B 劉天渝 優良 6A 邱皚瑤 優良 
2A 陳穎儀 季軍 2B 關沛妍 優良 3D 王卓銘 優良 6A 巫嘉俊 優良 

2A 林小雅 季軍 2E 梁倬滔 優良 3F 林子媛 優良 6A 陳以澄 優良 

3B 余麗莎 季軍 3A 周世鏗 優良 4A 陳一秋 優良 6B 鄭文珣 優良 

4B 郭卓妮 季軍 3A 梁海蕎 優良 4B 莊知舟 優良 6B 黎廣禧 優良 

4B 周浩煒 季軍 3A 吳栢瑜 優良 4B 馬若嵐 優良 6B 吳子君 優良 

1A 賴沛楹 優良 3A 杜芯妍 優良 5A 王焯琛 優良 3B 高曉潼 良好 
2A 張雪遙 優良 3A 王翌丞 優良 5A 盧俊佑 優良 3D 陳致遠 良好 

2B 譚卓烽 優良 3A 黃依茗 優良 5A 譚皓文 優良    

2B 陳柏恒 優良 3B 梁岸然 優良 5A 鄭淑慧 優良    

2B 林榮陞 優良 3B 施棋政 優良 5B 鄒敏浠 優良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