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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2016 - 2017) 

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附件 

體育方面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中港少年足球邀請賽 U12 組別冠軍 6R 凌洛天 

南區小學生七人足球比賽 2016 亞軍 
5R 吳浠桐 

坊會盃青少年慈善足球賽 U12 季軍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Citi 
Soccer Sevens 2017 

Cup Winners Under 12  
金獎冠軍 

6R 凌洛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南區分齡乒

乓球比賽 2016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FI 組冠軍 6H 陳依明 

九龍城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6 女子青少年 FI 組單打亞軍 6H 陳依明 

西貢區青少年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6 男單組(季軍) 

6H 林日韜 離島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 MM 組雙打(亞軍) 

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6 男子青少年組單打M I組(亞軍) 

第十屆少兒乒乓球公開賽 榮譽証書 6H 陳依明 

2016/2017 香港自由式輪滑公開賽 
男子小童組 — 雙足 S 形 

繞樁賽第一名 

2P 陳銘聰 

第三屆聯校速度滾軸溜冰邀請賽 

小學一至二年級男子組 500 米 

第四名 

小學一至二年級男子組 375 米 

第四名 

愉園體育會第十二屆週年 

水運會(2016) 

9 歲組 50 米蛙泳季軍 
4S 黃彥熙 

9 歲組 50 米蝶泳季軍 

女子 7 歲 50 米背泳亞軍 3P 黃希恩 

男子 8 歲組亞軍 3P 張羿唯 

泳天游泳會游泳比賽 
50 米背泳亞軍 

2G 蘇晉譽 
50 米自由泳第 5 名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100 米蛙泳第四名 
5P 單逸琛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第五名 

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第六名 4S 黃彥熙 

甲子乙組團體優異獎第 8 名 

5P 單逸琛 

5P 麥賀喬 

5P 趙亭皓 

5H 黃㨗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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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園體育會超新星短池水運會 2017 男子 9 歲組 
25 米蛙泳冠軍 

3P 張羿唯 
50 米蛙泳季軍 

2016 南華體育會小飛魚挑戰日 
男子組六歲或以下五十米 

自由泳季軍 
1S 陳仲朗 

Harry Wright 暑期游泳比賽 

(2016) 

25 米蝶泳 7 歲男子組冠軍 

2R 陸崇恩 
25 米背泳 7 歲男子組冠軍 

25 米蛙泳 7 歲男子組冠軍 

25 米自由泳 7 歲男子組冠軍 

Harry Wright 秋季游泳比賽 

(2016) 

25 米蝶泳 7 歲男子組季軍 

2R 陸崇恩 
25 米背泳 7 歲男子組季軍 

25 米蛙泳 7 歲男子組亞軍 

25 米自由泳 7 歲男子組季軍 

愉園體育會超新星短池水運會

(2017) 

 

女子 8 歲組 25 米自由泳優異 3P 黃希恩 

25 米蝶泳優異獎 

4S 黃彥熙 25 米背泳(季軍) 

50 米蛙泳(亞軍) 

25 米自油泳亞軍 

4S 單澤琛 25 米背泳優異獎 

25 米蛙泳亞軍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Swimming Gala 2016 

Boys(7-8)25M 

Kick 1st Palce 

2H 陳之翰 

Freestyle  

1st Place 

Back 1st Place 

4x25m 

Children Relay 

2nd Place 

The Overall Championship in the 

Age Group (Boys) of 7-8 

香港跆拳道搏擊公開賽 
冠軍 5R 陳柱暉 

亞軍 1H 陳煜暉 

香港仔跆拳道套拳錦標賽 2017 色帶組季軍 2P 莫祖僑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 2016 色帶組冠軍 4H 邵天燊 

皇朝會全港跆拳道品勢賽 2016 季軍 
1H 陳煜暉 

皇朝會全港跆拳道擊破比賽 2016 季軍 

第 17回勁武飛揚 金獎 6S 俞俊維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2017 優勝狀 3G 呂樂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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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跆拳道套拳錦標賽 2017 色帶 C6 組優異獎 4R 麥皓威 

2016-2017年度全港藝術體操 

公開賽 
四級初級組圈操第六名 4P 陳泳熹 

2016年粵港澳擊劍公開賽 
兒童甲組男子花劍團體 

第三名 
6R 馮彥淳 

葵花杯第五屆省港澳武術邀請賽暨

首屆雙節棍大賽 

男子全能 ～ 傳統短器械 A組

九節鞭冠軍 4G 陸俊軒 

男子傳統拳 A組～全能冠軍 

香港壁球總會壁球聯賽 第 10B 組 Squash 1st Runner-up 5G 曾梓鋆 

2016-2017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400 米第六名 6H 甘浩弘 

女子乙組 100 米第五名 5P 吳家瑜 

香港仔跆拳道套拳錦標賽 2017 色帶組季軍 2S 麥裕和 

2016 年第一屆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男子 6-8 季軍 1R 劉鍵錕 

2016-2017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新秀組女

子組 

自由體操優良 
3S 凌敏婧 

跳箱優良 

跳箱優良(男子組初級) 6R 凌洛天 
Tomorrow Star Fencing Competition 2nd Runner Up 6R 馮彥淳 
Tomorrow Star Fencing Competition 
2017 

2nd Season Boy’s Foil Under – 9 
2nd runner-up 

3H 黃浩恩 

Hong Kong Age Group Rhythmic 
Gymnastics 
Championship 2017 

6th Runner-Up Primary B  
Free hand 4R 葉洛溰 

6th Runner-Up Primary B Ball 
Hummel Futsal Cup 2017 3rd Runner-up 2G 林雋堯 

2016-2017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H 陳依明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運動會 
友校邀請賽 

男子 4x100 米亞軍 

6H 林俊軒 

6R 林煒昇 

6P 林靖堯 

6P 蘇粕喬 

ISI Skate Hong Kong 2016 速度賽 第二名 1H 陳煜輝 

 

 

藝術方面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2016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

法攝影大賽 
美術貳等獎 3H 羅祉謙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七組)特等獎 5P 鄭錞智 

大阪日中文化交流會 —  

中國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銀賞 6H 鄧文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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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8th International Youth Art 

Exhibition NOVA ZAGORA, 

Bulgaria 2016 

Exhibition Awards 3H 余子敬 

2016「奇幻之旅」繪畫比賽 

(亞太區) 
兒童組優異獎 

2R 夏爾政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貳等獎 

2016 年度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

比賽 
西洋畫(第八組)二等獎 6H 鄧文滔 

Hong Kong Ballet Group Stars Award 

2016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Competition Junior Girls 3 
6P 廖曼芝 

2016 年香港中小學生繪畫比賽 

我為香港畫名片 
鐘樓下的繁華三等獎 5P 龔浚豪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中國畫(第四組)特等獎 
2R 董天詠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7 銀獎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6P 李昕燑 
6P 丘栢廸 

2016 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 

繪畫大賽 

兒童 A 組 — 中國畫亞軍 2H 陳之翰 

兒童 A 組 — 油畫優異 3H 林映同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大賽 
西洋畫(第四組) 一等獎 

2H 張穎妍 

2R 鄺曉柔 

西洋畫(第四組) 二等獎 2R 梁梓昊 

2016 國際童遊世界繪畫比賽 銅獎 3H 林映同 

「畫遊大世界」國際繪畫比賽 兒童組三等獎 
1R 吳卓霖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7「成長地圖」 小童組西畫金獎 

香港國際演藝培訓協會 
香港國際視覺藝術比賽 2017 

8 歲組別冠軍 3H 林映同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西洋
畫(第五組) 

一等獎 3H 林映同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6 幼兒組(西畫)銅獎 1H 阮卓凌 
童畫之星‧第十五屆世界華人幼兒
創意美術大賽 

個人書畫類金獎 
2H 余沛瑤 個人書畫類銀獎 

CCP&EE 國際童畫創意聯賽 幼兒組個人書畫類特金獎 
「海洋的新衣」T 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6 
高小組優異獎 6H 鄧文滔 

「愛在一起」灣仔友善社區計劃幻

想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冠軍 5P 崔允泰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樂 TEEN 良心生活乜乜乜」

嘉許獎 — 優良表現獎 
5H 朱寶鈴 

第 5 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

賽 2016 (環保袋設計) 
中童組銅獎 5P 鄭錞智 



5 

兒童創作比賽 2016 環保袋設計 銅獎 3H 林映同 

2016/2017 學校戲劇節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3H 劉森晞 

3P 張嘉懿 

3P 黃傲峻 

4R 周朗毅 

4G 林苡蓁 

4P 馮靖喬 

4P 陳泳熹 

4S 林子翹 

5H 鄭道寧 

5H 施鈞皓 

5P 高啓珉 

5P 廖天灝 

5P 呂逸桐 

6R 范喆熙 

6R 黎思慧 

6G 謝朗澄 

傑出演員獎 

4R 周朗毅 

4G 林苡蓁 

4P 陳泳熹 

5P 高啓珉 

6G 謝朗澄 

第八屆「文化瑰寶」2017 朗誦才藝

大賽暨明信片繪畫比賽 
嘉許獎 3P 梁楚昕 

「會展中心幕後英雄」四格漫畫創

作比賽 2017 

季軍 5H 李洛銘 

最具創意大獎優異獎 
5H 施鈞皓 

5H 陳子正 

兒童創作比賽 2016 
環保袋設計 

銅獎 3H 林映同 

2016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
書法攝影大賽征稿活動 

美術貳等獎 5P 周啟謙 

 

 

音樂方面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The Fifth Japan-Hong Kong –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Professional Category Piano 

Section Junior A class – Second 

Prize 

3H 莫梓弘  

Hong Kong Golden Bauhinia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2016 

Preliminary Round (First Prize) 6P 潘斯培 

Final Round (First Prize) 6P 潘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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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 2016 鋼琴亞軍及季軍 5S 林子暘 

第五屆日本香港國際音樂比賽 青年藝術家組鋼琴金獎 3H 莫梓弘 

青年藝術家組小提琴銀獎 5R 王清琦 

第一屆香港陶笛公開大賽 獨奏初級組金獎 5P 何佳謙 

HKYPAF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

演藝術節 2016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小提琴考試組(八級組)冠軍 

5R 王清琦 
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組(六級組)冠軍 

小提琴公開分齡組 

少兒組冠軍 

第八屆管弦樂公開比賽 小提琴一級冠軍 2H 袁一丹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6 
鋼琴選曲組冠軍 3H 蔡曉晴 

2017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銀獎 3H 羅祉謙 

第八屆香港傑出兒童音樂 

比賽 
鋼琴小學組冠軍 

5S 林子暘 

第五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七級考試組季軍 

香港青少年小提琴大賽 2017 亞軍 
6H 袁一冲 

第八屆管弦樂公開比賽 小提琴 5 級冠軍 

第九屆中國青少年音樂、舞蹈比賽 初小組 — 小提琴季軍 2H 袁一丹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事務處兒童

合唱團 
最優秀團員獎 6P 丘栢迪 

音樂事務處主辦「音樂盛宴」學校

聯演 

優良表演獎 
本校 

唱遊組 

合唱團 

管弦樂團 最受現場觀眾歡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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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方面 – 數學比賽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亞太菁英數學交流賽 小學一年級組三等獎 2G 黃婷鈺 

小學四年級組二等獎 5H 黃陞銘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小學四年級二等獎 5H 黃陞銘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7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3P 張羿唯 

2016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 二等獎 6H 李俊晧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7(香港賽區) 初賽 

 

三等獎 3H 伍振睿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初賽)暨港澳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 

銅獎 3H 伍振睿 

銅獎 3H 羅祉謙 

2017 年香港珠心算暨教學精英盃 

邀請賽 
數學五年級組總冠軍 5H 黃㨗珉 

2017「優數盃」國際數學大賽 

(選拔賽) 
心算二年級組第一名 2H 駱彥臻 

2017 年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二等獎 

6H 李俊晧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二等獎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及香港理

工大學合辦「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

學比賽(灣仔區)2016-2017 

數學解難分卷冠軍 
6H 林日韜 

6P 林其澧 

全場殿軍 

6H 林日韜 

6H 林嘉俊 

6P 林其澧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主辦 

2016/17 第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創

意解難比賽 

小學組隊際賽銀獎 

6H 林日韜 

6H 何紀樂 

6H 曾文昇 

6P 林其澧 

保良局主辦的「2017 香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二等獎 

6H 李俊晧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二等獎 

2017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

學邀請賽初賽 

三等獎 2H 周睿孜 

二等獎 6P 林靖堯 

多元智能盃 2017 數學比賽 小五組二等獎 5H 黃㨗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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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優數盃」國際數學大賽 

(香港決賽) 
心算組一年級第二名 2H 駱彥臻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小五組個人賽銀獎 

5H 黃陞銘 
小五組團體賽優異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小六組個人賽第六名 6H 林日韜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 小學四年級三等獎 

4H 劉亦菲 2017 環亞太杯國際
數學邀請賽 

初賽 
小學四年級 

二等獎 

進階賽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7(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5P 龔浚豪 

 

 

數學科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1.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主辦「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本校榮獲香港島區「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團體獎 
小五組(5H鄭道寧、5H朱寶鈴、5H李洛銘、5H黃㨗珉)榮獲團體賽優異獎。 
小五組(5H洪正樺、5H羅栢朗、5H梁文銳、5H蔡振宇)榮獲團體賽優異獎。 
小五組(5H孔維亮、5H吳卓軒、5H曾恩樂、5H黃陞銘)榮獲團體賽優異獎。 
 

個人獎 

小四組 小五組 小六組 

4H 董天宙 優異獎 5H 黃㨗珉 銀獎 6H 林日韜 金獎 

4H 黃梓維 優異獎 5H 曾恩樂 銀獎 6H 王逸天 銅獎 

4H 張毅恆 優異獎 5H 黃陞銘 銀獎 6P 高芷晴 銅獎 

4H 方卓熹 優異獎 5H 羅栢朗 銀獎 6P 林其澧 優異獎 

4P 林子鉑 優異獎 5H 朱寶鈴 銅獎 6P 蘇粕喬 優異獎 

   5H 李洛銘 銅獎 6P 丘栢迪 優異獎 

   5H 梁文銳 銅獎    

   5H 蔡振宇 銅獎    

   5P 麥賀喬 銅獎    

   5P 陳雋彥 優異獎    

   5P 葉浩宏 優異獎    

   5P 廖天灝 優異獎    

   5P 鄭錞智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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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香港賽區)初
賽」。 
 

香港賽區 小一  
P.1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二  
P.2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三  
P.3 個人賽 

1P 張逸林 二等獎 2H 陳信諾 一等獎 3H 張皓鈞 一等獎 

1S 羅千奕 二等獎 2H 陳信僖 一等獎 3H 吳家穎 一等獎 

1R 胡栩菡 二等獎 2S 陶小林 二等獎 3P 張羿唯 一等獎 

1H 周俊燊 三等獎 2H 林珈丞 二等獎 3H 余子敬 一等獎 

   2H 周睿孜 二等獎 3H 賴姻陶 一等獎 

   2H 關景月 二等獎 3H 鄭樂銘 二等獎 

   2H 余沛瑤 二等獎 3H 鍾潤楷 三等獎 

   2H 范卓陶 三等獎 3H 伍振睿 三等獎 

   2H 范卓皓 三等獎    

   2H 周海嵐 三等獎    

   2H 陳筱妤 三等獎    

   2H 洪卓孜 三等獎    

   2R 蔡曉晴 三等獎    

 

香港賽區 小四  
P.4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五 
 P.5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六  
P.6 個人賽 

4H 方卓熹 一等獎 5H 黃㨗珉 一等獎 6H 李俊晧 一等獎 

4H 葉子榮 一等獎 5H 洪正樺 二等獎 6H 林日韜 一等獎 

4H 黃煥堃 一等獎 5H 蔡振宇 二等獎 6P 高芷晴 一等獎 

4P 林子鉑 一等獎 5H 吳卓軒 二等獎 6H 鄭德明 二等獎 

4H 董天宙 二等獎 5H 鄭道寧 二等獎 6H 王逸天 二等獎 

4H 林鈞揚 二等獎 5P 葉浩宏 二等獎 6R 黃炫栩 二等獎 

4H 張毅恆 二等獎 5P 龔浚豪 二等獎 6R 黎思慧 二等獎 

4S 葉青林 二等獎 5P 麥賀喬 三等獎 6P 林其澧 二等獎 

4H 劉亦菲 三等獎 5H 黃陞銘 三等獎 6P 譚杰哲 二等獎 

4R 何承恩 三等獎 5H 羅栢朗 三等獎 6H 卓逸然 三等獎 

4G 呂東儐 三等獎 5G 杜昀叡 三等獎 6H 尤梓驊 三等獎 

4P 任思朗 三等獎 5P 潘海傑 三等獎 6H 羅梓桓 三等獎 

   5S 周約為 三等獎 6P 聶善衡 三等獎 

   
 

6P 蘇粕喬 三等獎 

   6P 林靖堯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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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華南賽區）晉
級賽」。 

香港賽區 小一  
P.1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二  
P.2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三  
P.3 個人賽 

1P 張逸林 一等獎 2H 余沛瑤 二等獎 3H 張皓鈞 一等獎 

1R 胡栩菡 三等獎 2H 范卓陶 二等獎 3P 張羿唯 二等獎 

   2H 范卓皓 三等獎 3H 吳家穎 二等獎 

   2H 林珈丞 三等獎 3H 鄭樂銘 二等獎 

   2H 關景月 三等獎 3H 余子敬 二等獎 

   2R 蔡曉晴 三等獎 3H 賴姻陶 三等獎 

 

香港賽區 小四  
P.4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五  
P.5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六  
P.6 個人賽 

4H 方卓熹 一等獎 5H 黃㨗珉 一等獎 6H 林日韜 特等獎 

4H 黃煥堃 一等獎 5H 洪正樺 二等獎 6H 李俊晧 一等獎 

4H 葉子榮 二等獎 5H 蔡振宇 二等獎 6R 黃炫栩 二等獎 

4H 林鈞揚 二等獎 5H 鄭道寧 二等獎 6H 鄭德明 三等獎 

4P 林子鉑 二等獎 5G 杜昀叡 三等獎 6R 黎思慧 三等獎 

4H 張毅恆 二等獎 5H 黃陞銘 三等獎 6P 蘇粕喬 三等獎 

4S 葉青林 二等獎 5P 龔浚豪 三等獎 6P 高芷晴 三等獎 

4H 劉亦菲 三等獎 5H 吳卓軒 三等獎 6P 譚杰哲 三等獎 

4G 呂東儐 三等獎 5P 葉浩宏 三等獎    

4R 何承恩 三等獎 5S 周約為 三等獎    

   5P 麥賀喬 三等獎    

   5H 羅栢朗 三等獎    

 

4.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全國總決賽」 

香港賽區 小一  
P.1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二  
P.2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三  
P.3 個人賽 

1P 張逸林 二等獎 2H 余沛瑤 二等獎 3P 張羿唯 二等獎 

   2H 范卓陶 三等獎 3H 吳家穎 二等獎 

   2H 范卓皓 三等獎    

   2H 關景月 三等獎    

 

香港賽區 小四  
P.4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五  
P.5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六  
P.6 個人賽 

4H 方卓熹 二等獎 5H 黃㨗珉 一等獎 6H 李俊晧 一等獎 

4H 葉子榮 二等獎 5H 黃陞銘 二等獎 6P 譚杰哲 三等獎 

4H 林鈞揚 二等獎 5H 吳卓軒 二等獎    

4P 林子鉑 二等獎       

4S 葉青林 二等獎       

4H 張毅恆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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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加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2017 AIMO港澳盃初賽」 

香港賽區 小一  
P.1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二  
P.2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三  
P.3 個人賽 

1H 陳建仁 銀獎 2H 陳信僖 金獎 3H 賴姻陶 金獎 

1S 羅栢穎 銅獎 2H 陳信諾 金獎 3H 鄭樂銘 銀獎 

   2P 曲奕澤 金獎 3P 鄧見熙 銅獎 

   2H 周睿孜 銀獎 3H 鍾潤楷 銅獎 

   2S 陶小林 銀獎 3H 羅祉謙 銅獎 

   2P 施凱軒 銀獎 3H 伍振睿 銅獎 

   2H 余沛瑤 銅獎    

   2H 洪卓孜 銅獎    

   2R 蔡曉晴 銅獎    

 

香港賽區 小四 P.4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五 P.5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六 P.6 個人賽 

4H 方卓熹 金獎 5H 黃㨗珉 金獎 6H 林日韜 金獎 

4H 黃煥堃 金獎 5H 蔡振宇 金獎 6H 李俊晧 金獎 

4H 張毅恆 銅獎 5H 朱寶鈴 金獎    

4P 林子鉑 銅獎 5H 黃陞銘 金獎    

4P 任思朗 銅獎 5P 葉浩宏 銀獎    

4H 劉亦菲 銅獎 5H 曾恩樂 銀獎    

4S 劉懿珞 銅獎 5P 潘海傑 銅獎    

4G 呂東儐 銅獎 5H 羅栢朗 銅獎    

   5P 布卓霖 銅獎    

   5H 洪正樺 銅獎    

   5S 周約為 銅獎    

   5P 麥賀喬 銅獎    

   5P 陳雋彥 銅獎    

 

6.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2017 AIMO港澳盃決賽」及「2017 AIMO港澳盃晉級賽」 

「2017 AIMO港澳盃決賽」(小一至小二) 

香港賽區 小一 P.1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二 P.2 個人賽 

1H 陳建仁 銅獎 2P 曲奕澤 金獎 

   2S 陶小林 銀獎 

   2H 周睿孜 銅獎 

   2H 余沛瑤 銅獎 

   2R 蔡曉晴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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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IMO港澳盃晉級賽」(小四至小六) 

香港賽區 小四  
P.4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五  
P.5 個人賽 

香港賽區 小六  
P.6 個人賽 

4H 方卓熹 銀獎 5H 黃㨗珉 金獎 6H 李俊晧 金獎 

4H 黃煥堃 銀獎 5H 蔡振宇 銀獎    

4H 張毅恆 銀獎 5H 朱寶鈴 銀獎    

4P 林子鉑 銀獎 5P 葉浩宏 銀獎    

4H 劉亦菲 銅獎 5H 曾恩樂 銀獎    

4S 劉懿珞 銅獎 5S 周約為 銅獎    

 

7.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三年級 四年級 六年級 

3H 張皓鈞 銀獎 4H 張毅恆 銅獎 6H 林日韜 金獎 

3P 張羿唯 銅獎    6H 鄭德明 銅獎 

3H 鄭樂銘 銅獎     

3P 鄧見煕 銅獎     

 

 

 

 

 

 

 

學術比賽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第五屆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P.3-4 組別亞軍 5P 高啓珉 

普爾詩盃秋季朗誦節 2016 初小組普通話詩歌獨誦優異獎 2P 劉譯霏 

第八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
朗誦大賽 

最高榮譽大
獎(小學組) 

普通話對誦冠軍 
5H 翁卓謙 

粵語新聞組冠軍 

第十七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2017) 

中小組詩歌集誦二人組冠軍 3H 陳樂晞 

第八屆[中華挑戰盃]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賽 

高小組普通話新詩組亞軍 5P 高啓珉 

中小組普通話新詩組亞軍 3P 高加桓 

中國香港普通話傳藝學會香港校際
普通話朗誦比賽 

中小組冠軍 3P 高加桓 

第八屆「普藝盃」2016 朗誦才藝大賽 季軍 
5P 陳雋彥 第八屆「文化瑰寶」2017 朗誦才藝 

大賽 
P5-P6 粵語詩歌亞軍 

由始至終有你計劃愛生命講故事 
比賽 

普通話組冠軍 4H 黎樂晞 

第 19 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7 

優異星獎 4H 黎樂晞 

優異獎 3H 陳樂晞 

優異獎 3P 鄧見熙 

良好獎 2P 蘇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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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國際盃」才藝大賽 

初小組獨唱銀獎 3P 張嘉懿 

初小組普通話詩歌銀獎 3P 張嘉懿 

初小組雙人舞銀獎 
3P 張嘉懿 

3P 崔允婷 

第五屆全港 “藝海之星”綜藝比賽 
普通話小學詩歌優異 3R 何佳諾 

普通話小學詩歌亞軍 5P 何佳謙 

2016 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冠軍 3P 高加桓 

新雅 2016 年小學生創意閱讀及寫作
大賽 

香港原創組 — 初小圖畫組
優異獎 

3H 羅祉謙 

香港警務處及香港大學「網絡安全比
賽 2016」— 網上問答比賽網「樂」
安全挑戰賽 

最高平均分（冠軍） 全校曾參與學生 

優異獎 
6H 李俊晧 
6R 趙卓藝 
6P 廖曼芝 

第八屆(丙申)經典翹楚榜「經典與我」
徵文比賽 

小學組優異 6H 林嘉俊 

低碳新世代 2 挑戰賽 2016 高小組優異獎 5P 吳家瑜 

「全方位學習」海報設計、卡通人物
設計及徵文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6H 鄧文滔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優勝獎 2H 周睿孜 

初小組優勝獎 3S 蕭柏希 

高小中文組 5S 朱鎮源 

香港拯溺總會 2017 水上安全標語創
作比賽 

小學組別優異獎 3P 霍建衡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

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

比賽 

優異獎 

5H 羅栢朗 

5H 蔡振宇 

5H 翁卓謙 

5P 麥賀喬 

6H 林嘉俊 

6H 李俊晧 

6H 黃睿深 

6H 莊檹綦 

皇仁書院資優教育組主辦「STEM 小
小發明家資優創意計劃」 

最優秀發明獎金獎及 
最受歡迎設計獎 

5H 

黃㨗珉 

黃陞銘 

丁源杉 

黃希彤 

謝易臻 

朱寶鈴 

廉政公署「傳誠特務門 i」小學多媒

體短片創作比賽 
銅獎 

6H 李俊晧 

6H 李梓熙 

6H 尤梓驊 

6R 周一言 



14 

6R 雷希 

6R 林煒昇 

5R 蕭子匡 

香港言聽中心第十屆校際 

廣播劇比賽 
優異獎 

5R 黃逸濤 

5R 楊樂童 

5R 余子盈 

5S 吳若婧 

6S 李建融 

6S 黃柏龍 

第三屆商務全港小學師生寫照比
賽 — 我的繽紛社區 

高小組優異獎 5H 陳子正 

第三屆樂施「寫字扶貧」硬筆書法比
賽 

優異獎 3H 羅祉謙 

2017 年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初賽) 

銅獎 
6P 林靖堯 

6P 聶善衡 

 

其他方面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香港公益金 2016/17 年度環保為公益慈
善清潔遠足及「你想」環保籌款活動 

銅獎 

軒尼詩道官立 
小學(銅鑼灣) 教育局公益

少年團灣仔
區委員會 

「主題活動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
義賣籌款 

季軍 

「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 亞軍 

灣仔區模範生計劃 
初級組 

3H 羅文杰 

3P 張羿唯 

高級組 
6H 莊檹綦 
6H 袁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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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獲獎組別 

粵語詩歌集誦比賽 良好獎 粵語詩歌集誦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3H 陳樂晞 3H 黃君怡 3G 戴君而 3G 何卓樺 4H 陳駿寅 4H 黃煥堃 

3H 陳思弦 3H 余子敬 3G 曾冠僑 3S 凌敏婧 4H 許諾 4R 何承恩 

3H 鄭樂銘 3R 管彥博 3G 吳若曦 3S 盧芯悅 4H 林鈞揚 4R 李翰炫 

3H 植雅榆 3R 林瀚聰 3S 周希姸 3S 布森 4H 廖雋言 4R 余穎欣 

3H 何銘軒 3R 丁玉浠 3S 孔清瑤 3S 譚凱謙 4H 龍芍攸 4G 廖立旻 

3H 韓欣悅 3R 佟思穎 3S 關儉鍩 3S 鄧弘智 4H 衞迦裕 4S 張凱淇 

3H 林映同 3G 陳卓潁 3S 郭燊豪 3S 丘雅雯 4H 黃心愉 4S 蘇泳熹 

3H 黃珈琳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粵語詩文 
獨誦比賽 

冠軍 
4H 陳政霖 

優良獎 

3R 佟思穎 

優良獎 

5P 呂逸桐 
6H 莊檹綦 3G 王羿羲 5P 崔允泰 

亞軍 

2R 蔡曉睛 3S 孔清瑤 5P 廖天灝 
4H 邵天燊 3S 凌敏婧 5S 陳建廷 
4G 陳政熙 4H 陳駿寅 6R 林煒昇 
5H 何穎軒 4H 黎樂晞 6R 文珈晞 
5H 丁源杉 4H 龍芍攸 6R 黃炫栩 

季軍 5H 李洛銘 4H 許諾 6G 謝朗澄 

優良獎 

1G 黎子祺 4R 羅曉彤 6P 陳日朗 
1P 林希哲 4R 梁彥禧 6S 邱煒舜 
2H 徐梓軒 4G 關伊彤 

良好獎 

2R 杜昀霖 
2H 余沛瑤 4G 方詩嫚 2R 蔡文達 
2H 張穎妍 4P 任思朗 2G 鄺浚瑋 
2H 洪卓孜 4P 陳泳熹 3H 植雅榆 
2H 董泀廷 4S 蘇泳熹 3G 呂樂軒 
2H 陳信僖 5H 翁卓謙 3G 何卓樺 
2H 温志睿 5H 蔡振宇 4H 董天宙 
2R 蔡東諾 5H 李松祐 4H 林鈞揚 
2R 許力行 5H 黃光暉 4R 葉洛溰 
2R 馬梓晞 5H 洪正樺 4G 林苡蓁 
2G 伍雅晴 5H 黃㨗珉 5G 盧學禮 
2P 蘇彥寧 5H 黃希彤 5G 鄭昀靖 
2S 陶小林 5G 劉蕙芯 5P 陳雋彥 
3H 黃君怡 5P 麥賀喬 6H 陳依明 
3H 羅祉謙 5P 高啟珉 6R 黎思慧 
3H 伍振睿 5P 黃熙恩   
3H 陳樂晞 5P 趙亭皓   

冠軍：2 人 

亞軍：5 人 

季軍：1 人 

優良：56 人 

良好：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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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獲獎組別 

英語詩歌集誦比賽 優良 英語詩歌集誦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2H 陳之翰 2H 范卓陶 2H 林珈丞 2H 楊政瞳 2R 董天詠 2P 余羲雯 

2H 陳信僖 2H 何彥澄 2H 駱彥臻 2H 余文楓 2G 陳懿德 2P 戴子皓 

2H 陳信諾 2H 許竣雄 2H 唐望之 2H 余沛瑤 2G 周玉玟 2S 趙芷加 

2H 陳筱妤 2H 洪卓孜 2H 曾盈菲 2H 袁一丹 2G 卓樹里 2S 陳紀韻 

2H 周睿孜 2H 甘凱諄 2H 徐梓軒 2R 林沁蓓 2P 鍾愷祺 2S 劉臨鋒 

2H 張穎姸 2H 甘怡 2H 董泀廷 2R 蔡曉晴 2P 曲奕澤 2S 陳睿淇 

2H 周海嵐 2H 關景月 2H 溫志睿 2R 馬梓晞 2P 林子鈾 2S 胡鎧林 

2H 范卓皓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2nd 4H 楊晨悅 

Merit 

3R 曾詩敏 

Merit 

5R 陳柱暉 

3rd 5H 何穎軒 3R 何佳諾 5G 吳子謙 

Merit 

1H 陳煜暉 3R 廖卓禹 5G 杜昀叡 

1R 黃梓銘 3G 林煒曦 5P 崔允泰 

1R 盧澍熹 3P 梁智迪 5P 廖天灝 

1G 黎子祺 3P 鄧見熙 5P 吳卓嵐 

2H 周睿孜 3P 梁楚昕 5S 陸灝言 

2R 陳敬晞 4H 黎樂晞 5S 蔡卓倫 

2R 蔡文達 4G 廖樹仁 6H 王逸天 

2R 許力行 4P 鄺本立 6R 黃炫栩 

2R 蔡曉晴 4P 林子鉑 6R 袁諾芹 

2R 董天詠 4P 蔡文謙 6G 譚凱衡 

2G 香卓睿 4S 陳志熙 6G 謝朗澄 

2P 曲奕澤 5H 謝易臻 6P 黃心悅 

2P 林子鈾 5H 蔡振宇 6P 朱子亮 

3H 莊子瑤 5H 鄭道寧 6P 潘斯培 

3H 黃皜翹 5H 李洛銘 6S 毛禧瑜 

3H 陳思弦 5R 蕭子匡 6S 毛禧源 

3R 佟思穎 

5R 
LIMSIACO 

TERESA 

BUMAGAT 

  

3R 黃見澄   

    

 

亞軍：1 人 

季軍：1 人 

優良：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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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獲獎組別 

普通話詩詞集誦比賽 冠軍 普通話詩詞集誦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3P 陳柏丞 3P 高加桓 3P 黃希恩 4P 陳泳熹 4P 林子鉑 4P 戴肇宏 

3P 陳偉淙 3P 劉一謙 3P 楊丰赫 4P 張嘉晉 4P 李芷羲 4P 蔡曦楠 

3P 張羿唯 3P 梁楚昕 3P 楊慧賢 4P 周恩中 4P 劉譯坤 4P 黃逸婷 

3P 鍾愷謙 3P 梁栢翹 3P 楊子穎 4P 馮靖喬 4P 盧妍燁 4P 任思朗 

3P 崔允婷 3P 蘇柏豪 3P 張嘉懿 4P 項寶珠 4P 麥家希 4P 葉啟進 

3P 霍曉正 3P 鄧見熙 3P 張瑜超 4P 關普哲 4P 潘梓嫣 4P 鄧顯權 

3P 方思婷 3P 唐書丞 3P 鄭紫蕊 4P 鄺本立 4P 施晉軒 4G 呂東儐 

3P 馮曉怡 3P 黃傲峻 3G 呂樂軒 4P 林曉銘     

 
 

比賽名稱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普通話詩歌/

散文獨誦比

賽 

冠軍 
2P 蘇彥寧 

優良獎 

3R 丁玉浠 

優良獎 

5P 崔允泰 

3H 陳樂晞 3R 何佳諾 5R 陳柱暉 

季軍 

3P 鄧見熙 3G 呂樂軒 5G 鄭金岐 

4H 黎樂晞 3P 黃傲峻 5G 韓春然 

5H 丁源杉 3P 鄧見熙 5G 劉蕙芯 

5P 胡熙還 4H 黃宇軒 5P 何佳謙 

優良獎 

1H 陳煜暉 4G 呂東儐 5P 薛曉彤 

1R 雷曜瑋 4P 盧妍燁 5P 龔浚豪 

1R 胡栩菡 4P 陳泳熹 6H 袁一冲 

1P 王森漫 4P 馮靖喬 6H 陳晉傑 

2H 周海嵐 4P 黃逸婷 6P 高芷晴 

2H 周睿孜 4P 鄺本立 6P 潘斯培 

2H 袁一丹 4S 雷曜鎂 

良好獎 

2S 蔡予曦 

2R 董天詠 5H 朱寶鈴 2P 施凱軒 

2G 許梓晴 5H 洪正樺 3P 方思婷 

2P 劉譯霏 5H 翁卓謙 4G 陸俊軒 

2P 曲奕澤 5H 何穎軒 5P 呂逸桐 

3H 林正澔 5H 黃陞銘 6H 簡頌恩 

3H 伍振睿      

 

冠軍︰2 人 

季軍：4 人 

優良：43 人 

良好：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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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項目 班別 姓名 名次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2H 林珈丞 季軍 
六級 5S 林子暘 季軍 

分級小提琴獨奏 一級 2H 袁一丹  冠軍 

三級 3H 林正澔 季軍 
箏獨奏 初級組 6R 范喆熙 季軍 
聲樂獨唱—中文 
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 

10 歲或以下 2G  許梓晴 
亞軍 
榮譽獎 

小號獨奏 初級組 5S 陸灝言 
亞軍 
榮譽獎 

中文聖詩 小學中級組  合唱團 
亞軍 
榮譽獎 

木笛隊 小學組  木笛隊 優良 

木笛小組 小學組  木笛小組 優良 

 

獲得榮譽獎狀學生名單： 

2G 許梓晴  5R 王清琦 5S 陸灝言     

 

獲得優良獎狀學生名單： 

1H 陳建仁 1R 古烜汶 1R 郭倩婷 1S 羅千奕 2H 袁一丹 2H 周海嵐 2H 洪卓孜 

2H 何彥澄 2H 陳信僖 2H 林珈丞 2H 周睿孜 2H 梁睿珩 2R 董天詠 2G 香卓睿 

2P 莫祖僑 2P 曲奕澤 2S 黃進譽 2S 陳睿淇 2S 曾子睿 3H 鄭樂銘 3H 林正澔 

3H 黃皜翹 3H 莫梓弘 3H 莊子瑤 3R 何佳諾 3P 朱皓麟 3P 蘇柏豪 3S 孔清瑤 

3S 郭燊豪 4H 董天宙 4H 黃梓維 4R 許俊樂 4G 廖立旻 4P 盧妍燁 4P 任思朗 

4P 陳泳熹 4P 黃逸婷 4S 李雨恬 4S 羅頞晴 5H 孫銘恆 5H 李洛銘 5H 李松祐 

5H 何穎軒 5H 蔡振宇 5P 吳家瑜 5P 廖天灝 5P 胡熙還 5P 黃國臨 5P 吳卓嵐 

5S 林子暘 5S 吳若婧 6H 陳晉傑 6H 袁一冲 6H 林日韜 6R 馮彥淳 6R 范喆熙 

6P 潘斯培 6P 林其澧 6P 高芷晴     

 

獲得良好獎狀學生名單： 

1R 郭倩婷 2H 陳信諾  2H 駱彥臻 2R 杜昀霖 2R 陳瀚林 2P 戴子皓 3P 鄧見熙 

4H 許諾 4H 鄭楷寧 4H 黃心愉 4G 岑鎧鏵 4P 戴肇宏 4P 蔡曦楠 5H 洪正樺 

5G 杜昀叡 5P 周啟謙 6H 司徒溢 6R 雷希 6P 林其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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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木笛隊獲得優良獎狀名單： 

4H 鄭楷寧 4H 張嘉灝 4H 方卓熹 4H 顧皓翔 4H 廖雋言 4R 林浩霆 4R 吳泳賢 

4R 施雅琳 4R 李泓羲 4G 陳政熙 4G 莊詠欣 4G 李傲翺 4P 陳泳熹 4P 馮靖喬 

4P 葉啟進 4S 雷曜鎂 5H 馮曉欣 5H 吳卓軒 5H 黃光暉 5R 吳泳熹 5R 謝可柔 

5R 余子盈 5G 陳思儒 5G 韓春然 5G 盧學禮 5P 鄭錞智 5P 周啟謙 5P 崔允泰 

5P 何佳謙 5P 胡熙還 5P 龔浚豪 5S 吳若婧 5S 容正嵐 6H 簡頌恩 6H 李梓熙 

6H 曾文昇 6H 尤梓驊 6R 范喆熙 6P 林靖堯 6P 林其澧 6P 李昕熺 6P 李昕燑 

6P 聶善衡 6S 邱煒舜 6S 楊啟澤     

     

本校木笛小組獲得優良獎狀名單： 

5H 馮曉欣 5H 吳卓軒 5G 韓春然 5P 鄭錞智 5P 胡熙還 5P 龔浚豪 5S 吳若婧 

6H 簡頌恩 6H 李梓熙 6H 曾文昇 6H 尤梓驊 6R 范喆熙 6P 林其澧 6P 李昕熺 

6P 李昕燑 6P 林靖堯 6S 邱煒舜     

 

本校合唱團獲得榮譽獎狀(亞軍)名單： 

4H 趙庭毅 4H 楊晨悅 4H 黃心愉 4H 黃煥堃 4H 劉亦菲 4H 董天宙 4R 吳紫晴 

4R 梁巽然 4R 李安欣 4R 葉洛溰 4R 周朗毅 4G 方詩嫚 4G 盧沛儀 4G 關伊彤 

4G 岑鎧鏵 4P 盧妍燁 4P 任思朗 4S 蘇泳熹 4S 曾少菁 4S 張凱淇 4S 梁崇煒 

4S 羅頞晴 4S 張懿澄 4S 梁智堯 3H 陳思弦 3H 張皓鈞 3H 植雅榆 3H 林正澔 

3H 林映同 3H 唐明德 3H 黃皜翹 3H 黃浩恩 3R 朱瑋然 3R 林靖桐 3R 林瀚聰 

3R 連芷慧 3R 廖樹源 3R 劉卓霖 3R 黃見澄 3R 黃碩知 3G 仇洛安 3G 方藝霖 

3G 何卓樺 3G 何易熹 3G 林煒曦 3G 吳若曦 3P 方思婷 3P 梁楚昕 3P 楊慧賢 

3P 楊子穎 3P 馮曉怡 3S 周希妍 3S 郭燊豪 3S 凌敏婧 3S 盧芯悅 3S 布森 

3S 蕭柏希 3S 徐文萱 3S 黃詠琳 3S 袁梓琋    

 

個人獎項 團體獎項 

榮獲冠軍： 1 人 榮獲亞軍： 本校合唱團 

榮獲亞軍： 2 人 榮獲優良獎狀： 本校木笛隊 

榮獲季軍： 4 人 本校木笛小組 

榮獲榮譽獎狀： 3 人   

榮獲優良獎狀： 64 人   

榮獲良好獎狀： 19 人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小學組西方舞立陶宛舞甲級獎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H 孫紫悠 1G 蔡卓瑩 1G 黃凱澄 1P 王森漫 

2R 蔡曉晴 2R 董天詠 2G 許梓晴 2P 劉譯霏 

2P 余曦雯 3H 韓欣悅 3P 黃希恩 3P 張嘉懿 

4R 梁巽然 4R 葉洛溰 4G 關伊彤 4G 林苡蓁 

5R 余子盈 5G 陳思儒 5G 鄭昀靖 5G 劉蕙芯 

5P 呂逸桐 5P 黃熙恩     

資料截止：2017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