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學期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校際精英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7 小學隊際組 優異 6B 丁玟菁 

校際精英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7 小學色帶個人組 優異 6B 曾梓殷 

校際精英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7 小學隊際組 優異 6B 曾梓殷 

校際精英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7 小學色帶個人組 優異 6C 李杏瑜 

校際精英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7 小學隊際組 殿軍 6C 李杏瑜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

青少年邀請賽 2017 
男子兒童丙組(31KG 以上 - 34KG 以下) 亞軍 5B 彭浩銘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

青少年邀請賽 2017 
男子兒童丙組(29KG 以上 - 31KG 以下) 亞軍 5C 莊栢彥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

青少年邀請賽 2017 
女子兒童丙組(40KG 以上 - 43KG 以下) 冠軍 6B 丁玟菁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

青少年邀請賽 2017 
男子兒童丙組(40KG 以上 - 43KG 以下) 季軍 6B 吳漢恒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

青少年邀請賽 2017 
男子兒童丙組(31KG 以上 - 34KG 以下) 季軍 6B 鍾澤昇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

青少年邀請賽 2017 
女子兒童丙組(40KG 以上 - 43KG 以下) 亞軍 6C 李杏瑜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7 輕中量級  亞軍 6B 吳漢恒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7 羽量級 8 強 6B 鍾澤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丙壘球 殿軍 4A 余明昭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丙 100 米 第八名 4C 姚至豪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乙 200 米 季軍 5A 丘峻銘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乙 60 米 冠軍 5A 區海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乙壘球 第六名 5B 周子豪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女甲推鉛球 季軍 6A 王梓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甲 400 米 亞軍 6B 方鐘浜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甲推鉛球 第八名 6B 方鐘浜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女甲 200 米 第八名 6C 劉家言 

茂峰智道跆拳道品勢大賽 2017 個人 冠軍 6B 曾梓殷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亞軍(85) 4A 侯善琳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6 6C 羅兆鏗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0 4B 張逸熙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集誦 83 P3-4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2017 
Poem Recitation Competition Merit 6A 曹詠童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2017 
Poem Recitation Competition Merit 6C 丘希雅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2017 
Poem Recitation Competition Merit 6C 鄒梓皓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5 6C 彭曦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3 6D 趙穎瑤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2 5A 吳淇淇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2 5A 范雅婷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 82 P5-6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2 6C 李輝俊 

精英杯小學生暨幼兒跆拳道品勢錦

標賽 
個人 亞軍 6B 曾梓殷 

精英杯小學生暨幼兒跆拳道品勢錦

標賽 
團體 季軍 6B 曾梓殷 

精英杯小學生暨幼兒跆拳道品勢錦

標賽 
團體 亞軍 6C 李杏瑜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80 P1-2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2 6A 李冬晴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3 6C 李泳霖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3 6C 梁晉彥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3 6C 陳芷瑩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3 6A 周沛賢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2 6C 劉家言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84 6D 楊諾曦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82 6D 蕭展楓 

第四屆「家‧在香港 Home@HK」

中文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5A 唐敏晴 

第四屆「家‧在香港 Home@HK」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6D 黎泳怡 

第四屆「家‧在香港 Home@HK」

填色比賽  
優異獎 2B 羅家俊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2 4C 鄭睎之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5 5B 何皓兒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2 6A 潘銘婷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3 6B 鄧琪樂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3 6C 郭綺澄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80 6D 李澤星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82 6C 李杏瑜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 82 6C 鄒梓皓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81 4B 楊諾謙 

全港小學生水火箭大賽 最凖確著陸火箭奬 冠軍 6B 余皓民 

全港小學生水火箭大賽 最凖確著陸火箭奬 冠軍 6B 吳漢恒 

全港小學生水火箭大賽 最凖確著陸火箭奬 冠軍 6B 鍾澤昇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暨品勢

比賽 
自創跆拳道舞（團體） 冠軍 6B 丁玟菁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暨品勢

比賽 
品勢個人賽 亞軍 6B 曾梓殷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暨品勢

比賽 
品勢團體賽 

優異 
6B 曾梓殷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暨品勢

比賽 
自創跆拳道舞（團體） 冠軍 6B 曾梓殷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暨品勢

比賽 
品勢個人賽 

冠軍 
6C 李杏瑜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暨品勢

比賽 
品勢團體賽 季軍 6C 李杏瑜 

校際精英跆拳道搏擊邀請賽暨品勢

比賽 
自創跆拳道舞（團體） 冠軍 6C 李杏瑜 

柏毅盃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2017 
 

冠軍 6B 曾梓殷 

 

 

 

 

 

 

 

 

 

 

 

 

 

 

 

 

 

 

 

 

 

 

 

 



下學期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葵涌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單打 第 8名 6A 李冬晴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7 
 

亞軍 6B 曾梓殷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7 
品勢個人組 亞軍 6B 曾梓殷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7 
品勢團體組 季軍 6B 曾梓殷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7 
品勢個人組 季軍 6C 李杏瑜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四組 個人賽銅奬 4B 熊嘉寶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五組 個人賽銅奬 5C 張竣瑜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六組 個人賽銅奬 6C 彭曦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六組 個人賽銅奬 6D 蕭展楓 

第二十二屆亞洲城市跆拳道錦

標賽  
亞軍 6B 曾梓殷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D 林伊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D 趙穎瑤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C 羅兆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5B 嚴安琪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A 周沛賢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5A 唐敏晴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4A 曹雅熙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4A 侯善琳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4A 李沛君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4A 莫雅思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5A 唐敏晴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5B 嚴安琪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A 曹詠童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A 周沛賢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A 余章銘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B 丁玟菁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C 陳穎琳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C 羅兆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C 李泳霖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C 李杏瑜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D 陳映彤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D 趙穎瑤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D 林伊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

獎、傑出整

體演出獎及

傑出舞台效

果獎 

6D 文紫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自由泳決賽 季軍 6D 蕭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蝶泳決賽 冠軍 6D 蕭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背泳決賽 亞軍 4A 胡文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背泳決賽 

 

殿軍 

 

3A 

 

胡灝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蛙泳決賽 第 7 名 4A 胡文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自由泳決賽 第 8 名 3A 胡灝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女乙 100 米自由泳決賽 第 8 名 5C 李欣樂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張善晴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李宛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劉熙敏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撲彥菱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楊海藍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張善柔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方晞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江芷澄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劉雅瀅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林安倩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黃詩琦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張雅晴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鄧芷妍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高紫彤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慎思晴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黃曼淇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王愉霏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張淼藍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黎俞彤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盧漪洵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龍登輝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吳深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吳欣穎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A 梁慧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A 施智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A 丘浩靖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B 方影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B 黃詩婷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侯善琳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李沛君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莫雅思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譚凱元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歐陽采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關詩曉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梁煜靜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林嘉楹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盧芷楦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陳榮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張駿傑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趙嘉麗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劉禮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李琰琰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鄭睎之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

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朱楚欣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最具創意表

達獎及最佳

作品設計獎 

5C 莊柏彥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最具創意表

達獎及最佳

作品設計獎 

5C 黃錦裕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最具創意表

達獎及最佳

作品設計獎 

5C 張竣瑜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小學組銅獎 5C 莊柏彥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小學組銅獎 5C 黃錦裕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小學組銅獎 5C 張竣瑜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

力獎 
5A 吳淇淇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

力獎 
5A 丘峻銘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

力獎 
5B 陳臻祚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

力獎 
5B 何信賢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1C 黃逸俊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6B 吳漢恆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6B 吳漢謙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A 曹詠童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B 鍾澤昇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B 丁玟菁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B 吳漢恒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B 吳漢謙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B 鄧琪樂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B 羅响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C 陳芷瑩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C 潘樂熙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D 陳珮瑤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D 黃熙博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D 林伊寗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D 文紫桐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

影」及「締

造希望獎」 

6A 盧珮婷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

用獎 
6C 羅兆鏗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

用獎 
4A 李 臨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

用獎 
4C 戴懷一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

用獎 
6C 梁晉彥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

用獎 
6D 趙穎瑤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余皓民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鄧琪樂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羅响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鍾澤昇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負重賽季軍 6B 余皓民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負重賽季軍 6B 吳漢謙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冰壺賽冠軍 6B 鍾澤昇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冰壺賽冠軍 6B 高芷盈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1B 李伊澄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1C 黃逸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2B 慎思晴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3C 蔡俊杰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4A 侯善琳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4C 黃維鈞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4C 姚至豪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5B 何信賢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5B 李永誠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5C 莊柏彥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5C 范俊毅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6B 羅响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6C 羅兆鏗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6C 

 

鄒梓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6C 梁晉彥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6D 楊諾曦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2B 羅家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4C 戴懷一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4B 熊嘉寶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5C 張竣瑜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6B 雷錦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1C 黃逸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3C 蔡俊杰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4C 戴懷一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5C 張竣瑜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1B 李伊澄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2B 羅家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6B 雷錦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1B 李伊澄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C 蔡俊杰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4C 戴懷一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6B 雷錦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2B 

 

羅家俊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1B 李伊澄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1B 林浚鏵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1B 馮旭鍵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1B 劉靖彤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1B 薜民赫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1C 邵子晨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2B 張雅晴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2B 黃品軒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2B 黃品勝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4C 姚至豪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5C 莊柏彥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銅獎 5B 陳臻祚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銀獎 5B 何信賢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銀獎 5C 張竣瑜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銀獎 6D 黎泳怡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金獎 2B 羅家俊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初賽 金獎 4B 熊嘉寶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二組 銀獎 2B 羅家俊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二組 銅獎 2B 張雅晴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三等獎 6B 雷錦楓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2B 羅家俊 

第四屆數學比賽(2017-18) 小四 三等獎 4B 熊嘉寶 

 

 

 



下學期_登錄於 1819 上學期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冰壺賽 季軍 5A 吳淇淇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冰壺賽 季軍 5A 丘峻銘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定向賽 亞軍 5B 何信賢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定向賽 亞軍 5C 黃錦裕 

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 極速解難賽 二等獎 5A 丘峻銘 

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 極速解難賽 二等獎 5B 何信賢 

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 極速解難賽 二等獎 6B 余皓民 

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 模型裝置賽 二等獎 5A 丘峻銘 

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 模型裝置賽 二等獎 5B 何信賢 

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 模型裝置賽 二等獎 6B 余皓民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46 公斤組別 冠軍 6B 吳漢恒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46 公斤組別 亞軍 6B 吳漢謙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38 公斤組別 冠軍 6B 鐘澤昇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38 公斤組別 亞軍 6C 李杏瑜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40 公斤組別 冠軍 5B 彭浩銘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31 公斤組別 亞軍 5C 莊柏彥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29 公斤組別 冠軍 4A 鐘澤銘 

柏毅會第十三屆兒童、青少年及成人跆拳道錦標賽 26 公斤組別 冠軍 5A 丘峻銘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品勢大師盃及菁英賽   冠軍 6B 丁玟菁 

 

 

 

 

 

 

 

 

 

 

 

 

 

 

 

 

 

 

 

 

 



下學期 (2)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葵涌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單打 第 8 名 6A 李冬晴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7   亞軍 6B 曾梓殷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7 品勢個人組 亞軍 6B 曾梓殷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7 品勢團體組 季軍 6B 曾梓殷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7 品勢個人組 季軍 6C 李杏瑜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四組 個人賽銅奬 4B 熊嘉寶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五組 個人賽銅奬 5C 張竣瑜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六組 個人賽銅奬 6C 彭曦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7-2018) 
小六組 個人賽銅奬 6D 蕭展楓 

第二十二屆亞洲城市跆拳道錦標賽   亞軍 6B 曾梓殷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D 林伊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D 趙穎瑤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C 羅兆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5B 嚴安琪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6A 周沛賢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演員獎 5A 唐敏晴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4A 曹雅熙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4A 侯善琳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4A 李沛君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4A 莫雅思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5A 唐敏晴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5B 嚴安琪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A 曹詠童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A 周沛賢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A 

 

余章銘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B 丁玟菁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C 陳穎琳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C 羅兆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C 李泳霖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C 李杏瑜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D 陳映彤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D 趙穎瑤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D 林伊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小學組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傑出

舞台效果獎 
6D 文紫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自

由泳決賽 
季軍 6D 蕭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甲 50 米蝶

泳決賽 
冠軍 6D 蕭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背

泳決賽 
亞軍 4A 胡文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背

泳決賽 
殿軍 3A 胡灝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蛙

泳決賽 
第 7 名 4A 胡文曦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男丙 50 米自

由泳決賽 
第 8 名 3A 胡灝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女乙 100 米自

由泳決賽 
第 8 名 5C 李欣樂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張善晴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李宛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劉熙敏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撲彥菱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1C 楊海藍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張善柔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方晞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江芷澄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劉雅瀅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林安倩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A 黃詩琦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張雅晴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鄧芷妍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高紫彤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慎思晴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黃曼淇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王愉霏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B 張淼藍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黎俞彤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盧漪洵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龍登輝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吳深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2C 吳欣穎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A 梁慧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A 施智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A 丘浩靖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B 方影桐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3B 黃詩婷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侯善琳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李沛君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莫雅思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A 譚凱元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歐陽采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關詩曉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梁煜靜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林嘉楹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B 盧芷楦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陳榮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張駿傑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趙嘉麗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劉禮怡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李琰琰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鄭睎之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 

9 歲或以下 

季軍 4C 朱楚欣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最具創意表達獎及最佳作品設計獎   5C 莊柏彥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最具創意表達獎及最佳作品設計獎   5C 黃錦裕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最具創意表達獎及最佳作品設計獎   5C 張竣瑜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小學組銅獎 5C 莊柏彥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小學組銅獎 5C 黃錦裕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小學組銅獎 5C 張竣瑜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力獎 5A 吳淇淇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力獎 5A 丘峻銘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力獎 5B 陳臻祚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小學組 編程設計潛力獎 5B 何信賢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1C 黃逸俊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6B 吳漢恆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6B 吳漢謙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A 曹詠童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B 鍾澤昇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B 丁玟菁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B 吳漢恒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B 吳漢謙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B 鄧琪樂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B 羅响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C 陳芷瑩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C 潘樂熙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D 陳珮瑤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D 黃熙博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D 林伊寗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D 文紫桐 

聖日納西電影節   「最佳電影」及「締造希望獎」 6A 盧珮婷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用獎 6C 羅兆鏗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用獎 4A 李 臨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用獎 4C 戴懷一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用獎 6C 梁晉彥 

第三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最佳英語運用獎 6D 趙穎瑤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余皓民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鄧琪樂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羅响 

STEAM BOAT~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6B 鍾澤昇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負重賽季軍 6B 余皓民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負重賽季軍 6B 吳漢謙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冰壺賽冠軍 6B 鍾澤昇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冰壺賽冠軍 6B 高芷盈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1B 李伊澄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1C 黃逸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2B 

 

慎思晴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3C 蔡俊杰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4A 侯善琳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4C 黃維鈞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4C 姚至豪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5B 何信賢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5B 李永誠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5C 莊柏彥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5C 范俊毅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6B 羅响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6C 羅兆鏗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6C 鄒梓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6C 梁晉彥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三等獎 6D 楊諾曦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二等獎 2B 羅家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二等獎 4C 戴懷一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二等獎 4B 熊嘉寶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二等獎 5C 張竣瑜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香港賽區(初

賽) 
二等獎 6B 雷錦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三等獎 1C 黃逸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三等獎 

 

3C 

 

蔡俊杰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三等獎 4C 戴懷一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三等獎 5C 張竣瑜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二等獎 1B 李伊澄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二等獎 2B 羅家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華南賽區(晉

級賽) 
二等獎 6B 雷錦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1B 李伊澄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C 蔡俊杰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4C 戴懷一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6B 雷錦楓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2B 羅家俊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1B 李伊澄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1B 林浚鏵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1B 馮旭鍵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1B 劉靖彤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1B 薜民赫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1C 邵子晨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2B 張雅晴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2B 黃品軒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2B 

 

黃品勝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4C 姚至豪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5C 莊柏彥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銅獎 5B 陳臻祚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銀獎 5B 何信賢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銀獎 5C 張竣瑜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銀獎 6D 黎泳怡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金獎 2B 羅家俊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

澳盃》 
初賽 金獎 4B 熊嘉寶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二組 銀獎 2B 羅家俊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二組 銅獎 2B 張雅晴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三等獎 3C 李日昇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三等獎 6B 雷錦楓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2B 羅家俊 

第四屆數學比賽(2017-18) 小四 三等獎 4B 熊嘉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