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獲獎消息 
 

四月 

 
 
1.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2019 聯校 Rummikub 魔力橋邀請賽獲獎消息： 
 

個人獎項：  
亞軍：5B 尹天穎 
季軍：6B 劉卓燿 
二等獎：5B 吳泓熹 
三等獎：5B 郭展朗 
表現出色：6A 王智朗、6B 張栢誠、6B 陳俊宇、5A 黎瀚霖 
 
團體獎項： 
全場總亞軍：6B 張栢誠、6B 劉卓燿、5B 尹天穎、5B 郭展朗 

  
2.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觀塘區)得獎名單: 

優異獎： 6A 李焯熹 6A 鄭淑慧 6A 張進靈 6B 周卓霖 6B 蘇詩楹 6B 鄭子皆 

優良獎： 6A 譚皓文 6A 盧俊佑 6A 莫凱嵐    
 

3.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24 大賽 
個人獎項： 二等獎 5A 周浩煒 
 

4. 話劇校隊所獲獎項 
 
 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話劇校隊   
傑出女演員獎 蔡蔚然 (6D) 傑出女演員獎 楊曉潼 (5C) 
傑出女演員獎 盧詠彤 (5A) 傑出女演員獎 葉曉悠 (4C) 
傑出女演員獎 郭卓妮 (5B) 傑出女演員獎 袁伊漫 (4D) 
傑出女演員獎 王子欣 (5B) 傑出女演員獎 何月 (4E) 

  
5.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獲獎消息： 
 

中國舞(高年級組)獲甲級獎： 

組員名單： 4A 鄧天瑜 4B 陳珈嫚 4B 梁海蕎 4B 余麗莎 4C 林子棠 4C 溫宣欣 

 4D 唐瀅 4E 吳瑋蕎 4E 成芯弦 4E 周梓晴 5A 林瑋彤 5A 黃心怡 

 5B 張嘉瑜 5B 莊知舟 5C 施惠瑄 5C 葉雅惠 5F 徐兆盈 5F 廖文瑜 

 6A 周凱婷 6A 林玥彤 6B 陳曉瑩 6B 陳玥 6B 官巧穎 6B 林藝珊 

 6B 鄒敏浠 6D 温宣晴 6D 胡梓澄    

中國舞(低年級組)獲優等獎： 

組員名單： 2A 曾凱瑜 2B 李可陶 2C 侯玟希 2C 許曉熙 2C 曾墡媃 2C 謝羨怡 

 2D 陳安怡 2D 蔣卉殷 2D 勞卓嵐 2E 丘祉攸 2F 王靖 3A 陳稀雯 

 3B 陳子彤 3B 陳穎儀 3B 周嘉瑩 3B 吳靖霖 3B 鍾淑瑜 3C 杜希瞳 

 3D 謝羨彤 3E 童玉兒 3E 鄒敏澄 3F 梁穎娜 3F 唐潔  
  
6. 4A 丁珈瑤獲「2018 全港兒童抱枕設計比賽」優異獎 
  
7. 香港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第六名：4B 施棋政 、5E 盛豐、5F 李政和 
女子高級組季軍：4E 成芯弦、5B 陳巧晴、5E 羅賀藍 
女子初級組季軍：3A 張鈺琪、3A 鍾小彤、3C 張皓欣、3C 張沁然 

  
8. 男子排球校隊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學界排球比賽榮獲殿軍。 

名單：2D 謝家豪、3A 蔡銘浚、3B 陳厚錕、3D 鄭子樂、4B 周世鏗、4D 薛鈞豪、5C 蔡沛羲、 
      5C 謝家銘、5E 謝志杰、6A 王焯琛、6B 鄭子皆、6B 吳卓軒、6D 張沛林 

 
 



 

 

 

三月 
         
1.)區會小學聯合水運會得獎成績：  

出賽隊員名單：   

2A余諾希、3A許卓軒、3B張雪遙、4A陳雅詩、4D周梓妍、4D袁伊漫、4E陳致遠、5A呂俊峰、 

5B吳泓熹、5C羅梓柔、5D陳棨灝、5F唐麗莹、6A鄧穎恩、6A蘇詩榆、6B劉卓燿、6B吳逸曦、 

6B周卓霖、6B蘇詩楹、6C蔡梓希、6D張卓珩、6E鄭皓匡、6F呂梓僥 
 
1.) 方舟女子壘球隊已「2019 全港小學棒壘球邀請賽【湯偉奇盃】獲女子壘球組亞軍。  

組員名單：4A 李卓蕎、4D 黎凱婷、4D 唐瀅、4E 成心弦、5A 黃恩祈、5C 林天心、5C 李

卓彤、  

                5C 王馨馨、5D 吳橈楠、5D 蘇嘉儀、5E 吳亮儀  

2.) 5F 吳子瑩及 6B 周卓霖被香港藝術發展局確認為第 11 屆校園藝術大使。5F 吳子瑩於 4 月

26 日出席「敢創藝術營」活動。  

3.) 4A 張雪嵐榮獲「第一屆聯校科幻畫大賽」銅獎  

4.) 本校獲「Draw My Watch Competition 2018」卓越指導大獎 -銀獎。  

5.) 第 26 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得獎名單：  
 

小二組  小三組  小四組  小五組  小六組  

2B 崔毅朗 銀獎 3B 張雪晴 金獎 4B 王翌丞 銀獎 5A 周浩煒 銀獎 6A 鍾德曦 銅獎 

2A 庄耀翔 銅獎 3A 趙浚彥 金獎 4A 張雪嵐 銀獎 5A 楊尚霖 銀獎 6A 鄧穎烯 銅獎 

2A 李研菁 銅獎 3A 吳君揚 銅獎 4B 吳其亮 銅獎 5B 張嘉瑜 銀獎 6B 陳柏朗 銅獎 

2A 曾凱瑜 銅獎 3B 黃卓瑤 銅獎 4A 梁卓銘 銅獎 5B 張殷銘 銅獎 6B 張栢誠 銅獎 

2B 溫展希 銅獎 3B 鍾淑瑜 銅獎 4A 梁岸然 銅獎 5A 鄭焯恆 銅獎 6B 蘇曉鋒 銅獎 

      5B 簡景陽 銅獎 6D 黃鍶樂 銅獎 
 
 

 

 

 

 

組別 項目 姓名 成績 

男子高級組 

50 米 自由泳 6C蔡梓希 季軍 

100 米 自由泳 6F呂梓僥 殿軍 

100 米 胸泳 6E鄭皓匡 第六名 

女子高級組 

50 米 自由泳 6D張卓珩 冠軍 

100 米 胸泳 6B蘇詩楹 亞軍 

100 米 自由泳 6A蘇詩榆 第五名 

50 米 胸泳 6A鄧穎恩 第七名 

50 米 背泳 6B周卓霖 第七名 

4 X 50 米 接力 6B蘇詩楹、6D張卓珩、6B周卓霖、6A蘇詩榆、6A鄧穎恩、4C袁伊漫   季軍 

團體總成績 6B蘇詩楹、6D張卓珩、6B周卓霖、6A蘇詩榆、6A鄧穎恩、4C袁伊漫 季軍 

女子初級組 50 米 自由泳 4A陳雅詩 殿軍 



 

二月 

第五屆魔力橋  (Rummikub)小學邀請賽 (文理書院主辦 ) 獲優異獎：6B 張柏誠、5B 郭展朗  
 

一月 

1. 女子籃球校隊參加九龍真光盃女子籃球邀請賽碟賽獲季軍。 

隊員名單：4E 成芯弦、5D 林塏嵐、5F 馮楉喬、6B 梁睿敏、6F 張闡心 

2. 男子籃球校隊參加匯基書院(東九龍)開放日籃球比賽獲亞軍 

隊員名單：6A 鍾德曦、6C 蔡梓希、6D 許顯熙、6E 周駿棋、6F 文浚熙、6F 楊嘉洪 

3. 男子足球校隊參加匯基書院(東九龍)開放日足球比賽獲亞軍 

隊員名單：6A 鄧劭忠、6A 譚皓文、6B 吳卓軒、6B 葉景榮、6C 周然亮、6C 蔡梓希、6D 馮子俊、 

                   6D 黃鍶樂、6D 莊沛鑫、6E 郭彬斌、6F 楊嘉洪 

4. 男子籃球校隊參加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三中學「圓玄三中盃區際小學籃球邀請賽」獲季軍。 

5. 隊員名單：4B 施棋政、5B 譚畯仁、5F 李政和、6A 鍾德曦、6B 蘇曉鋒、6C 蔡梓希、6D 許顯熙、 

                   6E 周駿棋、6F 文浚熙、6F 楊嘉洪 

6.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獲獎名單： 

最具責任心獎： 6D 蔡蔚然       最積極參與獎： 6A 黃梓鋒 

最樂於助人獎： 6B 鄭子皆       最以禮待人獎： 6F 岩井瞳 

7. 世界數學測試獲奬名單： 

雙優成績 

(數學科、解難分析科) 

5A 楊尚霖、5A 鄭焯恆、5B 吳昕燃、6A 莫凱嵐、6A 鍾德曦、6A 黃晟瀚、 

6B 王嘉敏、6B 莫凱壹、6B 陳柏朗、6D 張沛林 

數學科優異: 5A 周浩煒、5A 曹鈺昆、5A 陳康廸、5B 尹天穎、5B 林靖凱、5B 簡景陽、 

5B 邱宗元、6A 劉芯怡、6A 譚皓文、6A 鄧穎烯、6B 吳卓軒、6B 張栢誠、 

6E 鄭皓匡 

解難分析優異： 5B 張殷銘、5E 羅賀藍、6B 李雋謙、6B 蘇曉鋒 

8. 第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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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 
 

2B 李可陶 優良 4D 蕭逸晴 優良 6F 羅宇晴 優良 

2B 張愷棋 亞軍 2C 辜浩然 優良 4E 郭德謙 優良 1A 吳諾童 良好 

4E 吳瑋蕎 季軍 2D 蕭婉清 優良 4F 周俙雯 優良 3F 吳家琳 良好 

1A 譚雅柔 優良 2D 衛愷晴 優良 5C 梁樂言 優良 4D 袁伊漫 良好 

1A 黃語芊 優良 3F 陸喜兒 優良 5C 伍紫晴 優良    

2A 周欣澄 優良 4C 林子棠 優良 6A 倪琬姿 優良    

2A 韓苡晴 優良 4C 吳康齊 優良 6D 陳卓希 優良    

2A 吳心瑤 優良 4C 葉曉悠 優良 6D 盧筠婷 優良    

2B 程芷瑩 優良 4D 林子媛 優良 6E 李靖琪 優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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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李育瑤 優良 5B 莊知舟 優良 6B 劉希桐 優良 

2B 張愷棋 亞軍 4A 陳雅詩 優良 5B 駱嘉琳 優良 6B 王嘉敏 優良 

3B 梁森怡 亞軍 4A 馮卓姿 優良 5B 王子欣 優良 6B 鄒敏浠 優良 

3A 關沛妍 季軍 4A 李卓蕎 優良 5B 葉思楠 優良 6D 蔡蔚然 優良 

4A 陳希瞳 季軍 4A 丁珈瑤 優良 5C 洪巧盈 優良 6E 伍晉葉 優良 

5A 梁家智 季軍 4B 蘇紀婷 優良 5C 伍紫晴 優良 1E 辜卓然 良好 

2B 崔毅朗 優良 4D 簡銘基 優良 5C 施惠瑄 優良 2B 林紀燑 良好 

2B 何健雅 優良 4D 吳宗達 優良 5E 洪咏詩 優良 4C 吳心妤 良好 

3A 林 琳 優良 5A 陳康廸 優良 5E 羅賀藍 優良    

3A 林籽言 優良 5A 周浩煒 優良 5F 吳子瑩 優良    

3A 羅日誠 優良 5A 林子絢 優良 6A 倪琬姿 優良    

3A 黃嘉謙 優良 5A 勞靖淇 優良 6A 黃穎怡 優良    



3B 布旼殷 優良 5A 伍芷漩 優良 6B 鄭子皆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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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 

 
1F 譚向晴 優良 3B 張雪遙 優良 5B 張殷銘 優良 

3B 陳穎儀 冠軍 2A 陳俊傑 優良 4A 劉天瑜 優良 5B 郭卓妮 優良 

5B 王子欣 亞軍 2A 李研菁 優良 4B 羅梓洛 優良 6A 鄭淑慧 優良 

4A 何寶如 季軍 2B 崔毅朗 優良 4B 王翌丞 優良 6A 王焯琛 優良 

5A 周浩煒 季軍 2B 何健雅 優良 4B 黃依茗 優良 6B 官巧穎 優良 

5B 莊知舟 季軍 2E 馮栩潼 優良 4B 余麗莎 優良 6B 王嘉敏 優良 

6A 盧俊佑 季軍 2E 李心儀 優良 4D 林子媛 優良 6B 鄒敏浠 優良 

1F 江凱霖 優良 3A 林小雅 優良 5A 鄭焯恒 優良 2E 倪 銘 良好 

 

 

 

 

 

 

 

 

 

 

 

 

 

 

 

 

 

 

 

 

 

 

 

 

 

 

 

 

 

 

 

 

 

 

 

 

 

 



 

十二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田徑比賽得獎成績： 

男甲 

100 米 6C 張迅勤 季軍 團體 6A 譚皓文 6B 陳方捷 

優異 
跳高 6A 譚皓文 季軍 6C 周然亮 6C 張迅勤 

接力 

6C 張迅勤 

第七名 

6C 王國城 6C 李嘉軒 

6C 王國城 6C 黃兆鋒 6D 張沛林 

6C 周然亮 6D 莊沛鑫 6E 郭彬斌 

6B 陳方捷  

6D 張沛林  

男乙 200 米 5A 陳康廸 第八名 女甲 100 米 6A 張子晴 季軍 

男丙 
60 米 4D 徐銘謙 第七名 女乙 擲木球 5B 尹天穎 季軍 

跳遠 4C 鄧裕朗 第八名 跳遠 5C 李卓彤 第六名 

 女丙 60 米 4D 張芷悠 第八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游泳比賽得獎成績： 

男甲 50 米自由泳 6C 蔡梓希 第三名 女甲 50 米蛙泳 6B 蘇詩楹 第二名 

50 米背泳 6C 蔡梓希 第五名 100 米蛙泳 6B 蘇詩楹 第三名 

100 米蛙泳 6E 鄭皓匡 第七名 50 米背泳 6A 蘇詩榆 第七名 

100 米自由泳 6F 呂梓僥 第八名 100 米蛙泳 6A 鄧穎恩 第八名 

4 X 50 米接力 6E 鄭皓匡 

6F 呂梓僥 

6B 吳逸曦 

6C 蔡梓希 

6B 劉卓燿 

第八名 4 X 50 米接力 6B蘇詩楹 6B

周卓霖 

6D 張卓珩 

6A 蘇詩榆 

6A 鄧穎恩 

第四名 

團體 6E 鄭皓匡 

6F 呂梓僥 

6B 吳逸曦 

6C 蔡梓希 

6B 劉卓燿 

第八名 團體 6B蘇詩楹 6B

周卓霖 

6D 張卓珩 

6A 蘇詩榆 

6A 鄧穎恩 

第四名 

男乙 100 米蛙泳 5A 呂俊峰 第六名 女乙 50 米蛙泳 5F 唐麗瑩 第八名 

男丙 50 米蛙泳 4E 陳致遠 第四名 女丙 50 米蛙泳 4A 陳雅詩 第三名 

4X50 米接力 4E 陳致遠 

4A 梁岸然 

3A 許卓軒 

3A 鄭卓峰 

2A 余諾希 

第七名  50 米自由泳 4D 周梓妍 第六名 

 50 米背泳 4A 陳雅詩 第六名 

 4X50 米接力 4A 陳雅詩 

4D 周梓妍 

3B 黃卓瑤 

3B張雪遙4D

袁伊漫 

第四名 

團體 4E 陳致遠 

4A 梁岸然 

3A 許卓軒 

3A 鄭卓峰 

2A 余諾希 

第七名  團體 4A 陳雅詩 

4D 周梓妍 

3B 黃卓瑤 

3B張雪遙4D

袁伊漫 

第四名 

 

 

 

 

 



 

 香港紅十字會少年團-七項紅人競技日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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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災項目﹕ 冠軍 –5A 馬若嵐  季軍 –4B 蔡兆軒  優異獎 –5B 簡景陽 

人道項目﹕ 冠軍 – 5B 張殷銘  亞軍-4B 施棋政   季軍-6A 鄭呈諾 

手語項目﹕ 亞軍－4C 陳雅瑩 

優異獎 – 5B 簡景陽、6A 鄭呈諾、6C 黃兆鋒 

心理支援項目﹕ 優異獎 – 5B 孫皓楓、5B 張殷銘、6C 黃兆鋒 

飲食健康項目﹕ 優異獎 – 4B 蔡兆軒、5A 馬若嵐 

防火項目﹕ 優異獎 – 6C 黃兆鋒 
 

 

 

十一月 

 

1. 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運動會得獎成績：  

男甲  100 米  季軍  6C 張迅勤  女甲  60 米  亞軍  6A 張子晴  

接力  季軍  6C張迅勤、6C王國城、6C周然亮、 

6B陳方捷、6D張沛林、6D馮子俊 

   

跳高  第七

名  

6A譚皓文    

男丙  60 米  第六

名  

4D 徐銘謙  女乙  跳遠  亞軍  5C 李卓彤  

100 米  第五

名  

4C 鄧裕朗  擲木

球  

季軍  5B 尹天穎  

2. 觀塘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6C 張迅勤  獲  男子 E 組  100 米亞軍  

    6A 譚皓文  獲  男子 E 組  跳高   季軍  

3. 男子足球校隊參加九龍東區學界足球比賽，成功進入八強，成績優異。  

4.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3F 陸喜兒獲銀獎，6B 陳玥、陸泳彤獲銅獎。  

5. 6E 黃梓橦獲「Toyism 面具創作」大獎。  

6. 6F 羅宇晴獲「Toyism 壁畫繪畫」大獎。  

 

 

 

 

十月 

 
男子籃球校隊勇奪發達盃 3 X 3回歸籃球賽 U12組冠軍 
隊員(17-18年度)：6A 練嘉文 、6B 周鈺丰、6E 朱啟浩、6F 吳嘉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