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 
 

 

四月 
 
1. 香港紅十字會東九龍總部傑出少年會員：6B 張琳晞、6B 郭麗明 

 
 
2. 話劇校隊所獲獎項 
 <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計劃二零一七／一八校際戲劇比賽> 

最振奮人心獎 話劇校隊 優異演員獎 蔡蔚然（5D） 
 
 <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計劃二零一七／一八校際戲劇比賽頒獎典禮> 

 伍啟和主任、 5D 蔡蔚然、6B 廖家賢及部份話劇校隊成員於 5 月 25 日下午 7:30 -下午 
 10:30 出席於青年廣場 Y 綜藝館舉行的<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計劃二零一七／一八校際 
 戲劇比賽頒獎典禮>。 

 
 學校戲劇節 

傑出整體演出獎 話劇校隊   
傑出劇本獎 伍啟和主任 及 話劇校隊 傑出女演員獎 盧詠彤 (4B) 
傑出合作獎 話劇校隊 傑出女演員獎 梁茵善 (4F) 
傑出男演員獎 廖家賢 (6B) 傑出女演員獎 葉思楠 (4A) 
傑出男演員獎 梁家智 (4B) 傑出女演員獎 廖倬祺 (4A) 
傑出女演員獎 鄭文珣 (6B) 傑出女演員獎 郭卓妮 (4B) 
傑出女演員獎 蔡蔚然 (5D) 傑出女演員獎 莊知舟 (4B) 

 
 話劇校隊名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3A 蘇紀婷 4A 葉思楠 4B 梁家智 4B 王子欣 
3A 陳希瞳 4A 廖倬祺 4B 莊知舟 4F 梁茵善 
3E 袁伊漫 4A 吳芷敏 4B 伍芷漩 5D 蔡蔚然 
3F 何月 4B 馬若嵐 4B 盧詠彤 6B 廖家賢 
3F 葉曉悠 4B 郭卓妮 4B 吳昕燃 6B 鄭文珣 

 
 
3. 區會小學聯合水運會得獎成績： 
 

男子    女子    

高級組 50 米蝶泳 6C 唐朗峰 殿軍 高級組 50 米自由泳 6B 鍾詠雅 第六名 

初級組 50 米自由泳 5C 蔡梓希 第七名 50 米背泳 6D 吳建寧 第八名 

50 米背泳 3D 陳致遠 第八名 50 米胸泳 6A 陳以澄 第七名 

50 米胸泳 5E 鄭皓匡 第七名 100 米自由泳 4E 羅梓柔 第六名 

4X50 米接力 5E 鄭皓匡 3D

陳致遠 

5C 蔡梓希 

5B 吳逸曦 

第八名 4X 50 米接力 6B 鍾詠雅 

6D 吳建寧 

6A 陳以澄 

6E 談詠心 

第七名 

 初級組 50 米胸泳 2A 張雪遙 第六名 

50 米背泳 5B 周卓霖 第七名 

4X50 米接力 5B 周卓霖 

5A 蘇詩榆 

5B 蘇詩楹 

5D 張卓珩 

第八名 

 
 

1. 紅十字會傑出少年會員：6B 張琳琋、6B 郭麗明 

2.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6B 劉俊宇 獲二等獎      6A 馮偉雄、6B 林澤鈞 獲三等獎 

3. 「2018 直屬小學聯合畢業典禮」專刊封面設計比賽：6A 湯華悅榮獲亞軍、6B 勞靖祈榮獲優異獎 

4. 「2018 畫出心事」國際繪畫比賽：1A 辜浩然獲二等獎、2A 石柏軒獲三等獎、3B 洪思蕾獲優異獎 

5. 4D 張皓揚獲第七屆兒童繪畫大賽金獎 



4.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18 得獎名單： 
 
小二 金獎：2A 趙浚彥 銀獎：2A 吳君揚  銅獎：2A 鄭卓鋒、2B 黃卓瑤 
小三 銀獎：3A 王翌丞、3B 梁卓銘  銅獎：3A 施旭晞、3B 吳其亮 
小四 銀獎：4B 周浩煒  銅獎：4A 簡景陽 
小五 銅獎：5A 鄧劭忠 
小六 銀獎：6A 方穎怡、6A 陳柏霖、6B 林澤鈞、6B 劉俊宇 

銅獎：6A 何尚哲、6A 林桂童、6A 陳君浩、6A 馮偉雄、6A 劉俊彤、 
      6B 李淨豪、6B 張琳晞、6B 戴詠琪、6B 關禮晴 

 
5.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觀塘區)得獎名單： 

銅獎： 6A 陳柏霖、6B 李淨豪、6B 劉俊宇 
優良獎： 6A 張永約、6A 劉俊彤、6A 馮偉雄、6A 何尚哲、6B 戴詠琪、6B 劉詠甄 

 
6. 第 70 屆音樂節比賽得獎名單，請見附件。 
 
7. 2E 蔡梓霖獲「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賽」金獎。2D 張皓匡、5E 伍晉葉獲銅獎 
 
8. 6B 郭麗明獲「開心快活人」填色比賽高級組優異獎。 
 
9. 2018 聯校小學 RUMMIKUB-魔力橋邀請賽得獎名單： 

二等獎：6D 張承軒、6E 談詠心 
三等獎：6A 張永約、6F 馮德誠 
 

 

 

三月 
 
 
• 創會百周年攝影比賽－校內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5A 林玥彤  作品﹕手牽手‧尋真理 

亞軍﹕4A 林瑋彤  作品﹕夕陽灑在方舟上 

季軍﹕4A 勞靖淇  作品﹕同心童 FUN‧百年滿載 

優異獎﹕5A 譚皓文  作品﹕別具一格 

優異獎﹕5D 蔡蔚然  作品﹕百年樹木‧基法精神 

優異獎﹕5E 陳可澄  作品﹕溫暖的校園玫瑰 

   

• 6C唐朗峯獲區會水運會男子高級組 50米蝶泳殿軍 
 

 

 

 

二月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獲得甲級獎。組員名單：  

4A 陳一秋  4A 張嘉瑜  4A 吳芷敏  4A 葉思楠  4B 莊知舟  4B 黃心怡  4C 廖文瑜  
4C 葉雅惠  4D 施惠瑄  4F 徐兆盈  5A 陳楚晴  5A 周凱婷  5A 林玥彤  5B 陳曉瑩  
5B 陳玥  5B 官巧穎  5B 林藝珊  5B 王嘉敏  5B 鄒敏浠  5D 溫宣晴  5D 胡梓澄  
5E 黃惠瑤  6B 湯慶靈  6B 曾晞雯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獲得甲級獎。組員名單：  
2A 陳稀雯  2A 陳穎儀  2A 周嘉瑩  2A 鍾淑瑜  2B 陳子彤  2B 趙倖儀  2B 吳靖霖  
2B 謝月遙  2B 鄒敏澄  2C 杜希曈  2D 鄧樂兒  2D 童玉兒  2E 黃蓉  3A 張雪嵐  
3A 梁海蕎  3A 丁珈瑤  3B 劉天渝  3B 余麗莎  3D 馬嘉晞  3D 成芯弦  3D 吳瑋蕎  
3E 彭康晴  3E 唐瀅  3E 周梓晴  3E 陳珈嫚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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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田徑比賽獲女子丙組跳遠  4D 李卓彤 第六名 

 香港紅十字會少年團-七項紅人競技日 2017-2018 

        特別大獎：最佳表現團隊全場總冠軍 
 
        小組獎項 

備災小組﹕ 冠軍 – 4A 張殷銘  季軍 – 6B 張琳晞 

優異獎 –6A 林桂童、6A 巫嘉俊、6B 黎廣禧、6C 張詩婷 

人道小組﹕ 優異獎 – 5C 蔡梓希 

急救小組﹕ 優異獎 – 6B 張琳晞 

捐血小組﹕ 優異獎 – 6A 林桂童、6F 李耀瀚 

心理小組﹕ 優異獎 – 4F 黃樂賢、5C 黃兆鋒、6B 郭麗明 

家居安全小組﹕ 優異獎 – 5C 蔡梓希、6D 鄭均賢、6E 李柏希 

 

 

十一月 

 

中文科訊息：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獲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初級組 2E蔡梓霖 2B黃卓瑤 1A賴沛楹 1B黃裕清 1C庄耀翔 1D陳清瑜 1E李可陶 1F陳挺俊 

2A李承澤 2C石康晴 2D陳厚錕 2F黃嘉謙  

中級組 3A麥子昕 4A孫皓楓 4F駱嘉琳 3B馮卓姿 3C陳皓風 3D容曉晴 3E劉子晴 3F陳穎茵 

4B陳楚橋 4C劉嘉揚 4D施惠瑄 4E陳垣宇  

高級組 6B郭麗明 5F鄺琛沛 5E黃惠瑤 5A蘇詩榆 5B蘇詩楹 5C戴穎彤 5D胡梓澄  

6A李子欣 6C郭濤鳴 6D黃梓清 6E黃心怡 6F陳俊琛 

 

英文科訊息：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獲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初級組 2C石康晴 1A陳俊傑 2B張雪晴 1B曾諾憫 1C李研菁 1D韓采穎 1E關寶怡 1F黃芷瑩 

2A李承澤 2D梁熙欣 2E蔡梓霖 2F周梓琳  

中級組 4D施惠瑄 4A馬迦南 3D容曉晴 3A丁珈瑤 3B楊晞渝 3C陳凱瑤 3E黃梓熒 3F顏承霖 

4B陳楚橋 4C楊曉潼 4E陳垣宇 4F駱嘉琳  

高級組 6E黃心怡 6B鄭子淇 5B鄭宛琳 5A鄭淑慧 5C許心愉 5D蔡蔚然 5E盧詠琛 5F吳巧悠 

6A李子欣 6C 陳鉻澄 6D張承軒 6F魏子朗  

 

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運動會得獎成績：  

男甲  跳高  冠軍  6E 朱啟浩  女乙  100 米  亞軍  5A 張子晴  

女甲  100 米  第七名  6B 鍾詠雅  女丙  跳遠  亞軍  4D 李卓彤  

跳高  第七名  6B 劉詠甄  擲木球  冠軍  4A 尹天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