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埔宣道小學 

2017-2018 年度 
校外比賽獲獎項目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Solo Prose Reading Non-Open 

Primary 5 and 6 Boys SECOND 
6D Lau Lok Wa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THIRD 
1A Ho Affer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THIRD 
2C Lau Shing Cheung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s 

5 to 7 Boys and Girls THIRD 
2B Chei Lap Yin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First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1 to 3 Mixed Voice 
Choral Speaking Team 

Creative English Scheme 
District Champion (Kowloon) 

& Outstanding School Award 
Participated students 

Hong Kong Students Speech 

Competition 2018—Age 5-7 

Boys and Girls-English Poem 

Third place 2B Chei Lap Yin 

Asian English Usage Contest 

in Primary 5-6 Group 
Bronze Award 5A Chau Fai Ho Fabio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YLE Flyers 2A Chun Tin Yu 

TOEFL Junior test 
2017-18 TOEFL Junior 

Excellence Award 
4B Yum Pui Ga Zoe 

HKedcity 

Winter English 2018 
Second Runner-up 2E Luk Hui Wing 

英

文

科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Primary Section Kowloon 

Grand Champion2017-18 

Final Champion Best Speaker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Whampoa English Debate team 

九龍城區兒童故事演繹比賽 個人組(季軍)及小組(季軍) 2D 鄭卓朗 

特級優異獎 5A 徐子楠、5B 張天慧 

良好獎 5A 陳曦呈、5B張巧穎、6B 陳正曦 第十三屆小學生 

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 
優異獎 

5A 王皓霖、5A 張皓中 

5B 林恩悅、6B 吳爾亮 

中

文

科 

「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 

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 
中文組 優異獎 6A 鄭穎采 

第一頁



第二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4A 吳子諾、4A 梁樂言 

4A 張立昂、4B 陳承謙 
團體賽 優異獎 

6A 毛傳天、6B 林朗溢 

6B 譚啟然、6B 陳正曦 

個人賽 金獎 6B 譚啟然 

個人賽 銀獎 4A 梁樂言、5A 黃柏晴、5B 鄭宏道 

個人賽 銅獎 
4A 吳子諾、4B 陳承謙 

5A 李鎰榮、6B 林朗溢 

第四屆全港小學 

數學挑戰賽初賽 

個人賽 優異獎 
4A 張立昂、5B 冼泓諾 

6A 林丞軒、6B 伍芯悅 

團體賽 全場季軍 

急轉彎 殿軍 

銀獎 

6B 陳正曦、6B 林朗溢、6B 譚啟然 

銅獎 5A 黃柏晴、5A 徐子楠、5B 鄭宏道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 

數學比賽(九龍城區) 

智多星亞軍 6B 林朗溢 

第二十四屆 

香港小學數學奧林匹克比賽 
冠軍 6B 譚啟然 

2017 年第十三屆 

"IMC 國際數學競賽" (新加坡) 
金獎 6B 譚啟然 

World Class Tests : 

Mathematics (Secondary) 

World Class Tests : 

Problem Solving (Secondary) 

Distinction 6B 譚啟然 

二等獎 6B 伍芯悅、6B 陳正曦 小學數學精英大賽 

2017/18 三等獎 6A 林丞軒、6B 林朗溢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4A 梁樂言、4A 林學謙、4B 陳承謙 

5A 黃柏晴、5A徐子楠、5B 曾柏豪 

5B 冼泓諾、5B 鄭宏道、6B 譚啟然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3A 石濬嘉、3B 李芷晴、3C 馬逸涵 

3D 李婥婷、3E 郭倩彤、4A 張立昂 

4A 吳子諾、4A 陳 鋮、4B 戴敬鴻 

5A 李鎰榮、5A 黃穎宗、5B 蘇榮爍 

6A 林丞軒、6A 黃凱銘、6B 林朗溢 

6B 陳正曦、6B 伍芯悅 

數

學

科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 

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2B 石濬僖、2E 陸栩穎、3D 王孜業 

3E 何卓霖、4A 陳雋謙、5A 王皓霖 

5B 李衍鋒、6A 毛傳天、6A 李頌天 

6A 黃穎瑜、6B 劉柏賢、6B 麥佑嘉 

6B 黃穎韜、6B 章樂妍



第三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一等獎 
4A 梁樂言、4B 陳承謙 

5A 徐子楠、6B 譚啟然 

(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3A 石濬嘉、4A 林學謙、5A 黃柏晴 

5A 李鎰榮、5B 鄭宏道、5B 冼泓諾 

6B 伍芯悅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4A 吳子諾、5B 蘇榮爍、6A 林丞軒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4A 梁樂言、4B 陳承謙、5A 徐子楠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5B 冼泓諾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5A 李鎰榮 

金獎 

2D 黃敬言、3D 李婥婷、4A 梁樂言 

4A 吳子諾、4B 陳承謙、5A 徐子楠 

6B 譚啟然 

銀獎 

4A 林學謙、4B 卓 峯、5A 黃柏晴 

5A 李榮鎰、5B 曾柏豪、5B 冼泓諾 

6B 林朗溢 

2018 港澳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暨 2018 亞洲國際數 

學奧林匹克公開賽初賽 

銅獎 

1B 林殷湉、1D 鄭卓然、2B 石濬僖 

3A 石濬嘉、3B 李芷晴、3C 馬逸涵 

3D 王孜業、4A 張立昂、5B 李衍鋒 

6A 林丞軒、6B 陳正曦、6B 伍芯悅 

晉級賽 金獎 4A 林學謙、4B 陳承謙 

晉級賽 銀獎 5A 李榮鎰、5B 冼泓諾、6B 陳正曦 

晉級賽 銅獎 3D 李婥婷、4A 吳子諾 

決賽 金獎 2D 黃敬言 

2018 亞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公 

開賽晉級賽及決賽 

決賽 銅獎 1B 林殷湉 

團體賽 四年級優異獎 
4A 林學謙、4A 吳子諾 

4B 陳承謙、4B 卓 峯 

團體賽 五年級優異獎 
5A 李榮鎰、5B 冼泓諾 

5A 黃柏晴、5B 曾柏豪 

團體賽 六年級優異獎 
6A 張卓熙、6A 毛傳天 

6B 譚啟然、6B 陳正曦 

個人賽 金獎 4B 陳承謙、5A 黃柏晴、6B 譚啟然 

個人賽 銀獎 4A 林學謙、5B 曾柏豪 

全港數學大激鬥 

2018 校際賽 

個人賽銅獎 
3A 石濬嘉、3D 李婥婷、4A 吳子諾 

5A 李榮鎰、5B 冼泓諾、6B 陳正曦 

總成績二等獎 

數學競賽一等獎 

計算競賽二等獎 

6B 譚啟然 

數

學

科 

2018 香港小學 

數學精英選拔賽 

總成績三等獎 6B 林朗溢



第四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數學競賽三等獎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 毛傳天、6B 林朗溢 

6B 陳正曦、6B 伍芯悅 

2018《環亞太杯》 

國際數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3C 馬逸涵 

數

學

科 
香港數學盃 2018 

全港綜合數學能力大賽 
團體賽優異獎 4A 林學謙、4A 吳子諾、4B 陳承謙 

走過自然天地 2018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物速查「100」 
球蘭獎 

4E 梁一樂、5B 羅凱加 

5D 葉俊軒、5D 鍾浩謙 常

識

科 
第二十一屆常識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嘉許獎 

4A 潘 晴、5A 李鎮希、5A 王皓霖 

5A 莫苗欣、5B 陳治豪、5E 靖 翹 

6D 影 曦 

普

通

話

科 

第七屆善行盃全港才藝大賽 
初小普通話詩歌 

銀獎 
1E 陳穎彤 

集誦比賽 冠軍 本校聖經集誦隊 聖

經

科 

第二十四屆聖經 

朗誦節比賽 獨誦 冠軍 1B 林 儁 

電

腦

科 

2017/18 香港小學電腦 

奧林匹克比賽 
銀獎 5A 黃柏晴 

優秀團體獎 黃埔宣道小學 

金獎 4A 邱悅芯 

銀獎 

2B 葉穎心、4A 鄧凱恩 

5B 陳栩詩、5D 盧卓彤 

畢業生 陳駿橋 

銅獎 

2A 阮鍕儀、3E 許凱婷 

3C 温匡悠、5A 林卓潁 

畢業生 湯惠盈、周玥 

優秀獎 3C 陳澤天 

二等獎 
5A 林卓潁、5B 陳栩詩 

畢業生 陳美姍 

三等獎 
5D 盧卓彤 

畢業生 陳駿橋 

第三十九屆 

日本中國國際書畫大賽 

優秀獎 4A 鄧凱恩 

第六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 

大賽 2017(環保袋設計)中童組 
金獎 5B 林恩悅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銅獎 2C 張紫陶 

視

藝

科 

《中國少年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特等獎 5E 陳思翰



第五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作品》（第 20卷）暨 

2017“華夏兒藝＂全國少年兒 

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一等獎 

3A 王梓昕、3D 劉安淳、4A 李翰堔 

4A 林學謙、4A 梁栢謙、4A 陳雋謙 

4A 黃琬婷、4A 邱悅芯、4A 馮宇安 

4B 李恩瑜、4B 林愷茵、4B 花帶喜 

4D 溫智溢、5A 李嘉晞、5A 劉心樂 

5B 張巧穎、5B 鄧凱霖、5C 周汶鋒 

5C 郭家程、5D 陳嘉怡、5E王子洛 

6A 王卓賢、6A 馬銘琛、6A 黃穎瑜 

6A 歐子榆、6C 何昊軒、5B符綽嫻 

畢業生 余頌欣、畢業生 周眷 

畢業生 黃晞由、畢業生 劉恩諾 

畢業生 鄭穎瑩、畢業生 左嘉希 

畢業生 林卓謙 

二等獎 74 人 

三等獎 57 人 

My Australian Christmas Card 

Competition 2017 
精選獎 6C 陸雪盈 

第七屆國際巡迴賽 

(加拿大‧温哥華站)： 

繪畫/書法/攝影/中英文 

寫作比賽 兒童組-繪畫 

亞軍 2E 許奕謙 

2018 當代青少年及兒童 

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兒童 A組-素描組 冠軍 2D 李瑾熙 

兒童畫 良好 1B 蔡宇軒 2018 當代青少年及兒童 

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兒童畫 優異 1B 蔡紫瑤 

2017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海洋大冒險兒童繪畫比賽 
第一名 

第八屆蘭亭獎 

世界青少年兒童書畫大賽 
金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 

學生選舉暨展覽 
最後 15強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夏日樂悠悠 優異獎 及 P4-P6 網上人氣作品 

全國青少年兒童書畫大賽 金獎 

6C 何昊軒 

西洋畫一等獎 5B 符綽嫻、6C 何昊軒、6A 歐子榆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7 西洋畫二等獎 1B 蔡宇軒、1B 蔡紫瑤、5A 莫苗欣 

2017 抗流感戰隊填色比賽 積極參與獎 黃埔宣道小學 

視

藝

科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金獎 2D 葉文慧



第六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二等獎 
5A 林卓潁、5B 陳栩詩 

畢業生 陳美姍 

優秀獎 3C 陳澤天 

第二十二屆日本菲律賓 

中國國際書畫大賽 

優秀團體獎證書 黃埔宣道小學 

PaperOne TM Express 我的祝福 

利是封創作比賽 2017 
高小組優異獎 5B 林恩悅 

第六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 

大賽 2017(環保袋設計)小童組 
金獎 3B 黎駿熙 

2017 回歸盃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 A組-素描 亞軍 4A 吳子諾 

兒童 A組-素描 冠軍 4A 吳子諾 

兒童 A組-素描 亞軍 2D 李思哲 

兒童畫 冠軍 5B 符綽嫻 

兒童畫 亞軍 3E 郭倩彤 

兒童畫 亞軍 2D 麥紫揚 

兒童晝 季軍 6C 何昊軒 

兒童畫 優異 2D 溫以藍 

兒童畫 優異 5B 羅彥智 

水粉彩 冠軍 5B 趙才寶兒 

水粉彩 季軍 4A 邱悅芯 

水粉彩 優異 1D 楊樂晴 

水粉彩 優異 4A 黃琬婷 

水粉彩 優異 5B 陳栩詩 

書法 優異 3B 鍾婉兒 

中國畫 優異 3B 鍾婉兒 

2018 當代青少年及兒童藝術節 

新春繪畫比賽 

油畫／塑膠彩 優異 2A 阮鍕儀 

XIX International Painting 

Competition“Joy of Europe＂ 
第三名 5B 吳愷霖 

銅獎 3E 馮 哲 

銅獎 5A 李嘉晞 

金獎 3E 郭倩彤 

銀獎 3B 黎駿熙 

銅獎 5A 楊子鈞 

視

藝

科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8 

銅獎 5D 梁禮晉



第七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2017 全港兒童抱枕設計比賽 優異 2B 熊尚言 

彩虹守護者兒童雜誌 

四格漫畫比賽 
優異 1D 黎承羲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Awards For Children and 

Teenagers 2017 

1st Prize 

2nd Prize 

2nd Prize 

6E 羅澤騫 

1E 高琪涵 

6A 林依晴 

2017 兒童繪畫大獎賽 金獎 3C 王煦安 

全港青少年書畫比賽 西畫小學組優異獎 5A 林卓潁 

培道 X Barbie 第三屆旗袍設計 

(全港小學)邀請賽 
優異獎 5A 李嘉晞 

童晝世界繪畫比賽 

(2018 年曆咭) 
季軍 5E 陳思翰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優異 5E 畢子灝 

童心護海濱親子繪畫比賽 優異 6A 王卓賢 

新亞中學 45周年校慶小學 

填色及創作比賽 
踴躍參與學校獎 黃埔宣道小學 

樂在畫中兒童及青少年 

繪畫大賽 2018 
兒童組 金獎 6A 蔡紫晴 

視

藝

科 

“ST.CYRIL AND METHODI＂ 

BITOLA – MACEDONIA 
金獎 5B 吳愷霖 

第十屆全港學生公開音樂比賽 鋼琴預備組 A 曲目組 季軍 3A 余頌曦 

一級小提琴 季軍 2B 蔡曉凝 

低音大提琴 中級組 季軍 6B 李啟碩 

笛獨奏 小學初級組 季軍 6A 馬肇聰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3D 蔡百翹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5A 王皓霖 

二胡獨奏 中級組 季軍 6B 李恩琪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1E 楊俊樂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1B 何羿霆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2C 王暄羽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 5B 邱志謙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3D 鄭施惠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樂節 

一級小提琴獨奏 季軍 5A 周暉皓 

HKYPAF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年 

表演藝術節 2017 

小提琴公開分齡組 

兒童 B組 金獎 
3A 馬健恒 

2017 香港青年音樂匯演 交響樂團(小學組) 優異 管弦樂團 

音

樂

科 

聯校音樂大賽 2018 敲擊樂團小學組 金獎 敲擊樂團



第八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小學合唱團(高級組) 金獎 Alliance Singers 

小學合唱小組 金獎 Alliance Singers 

管弦樂團小學組 金獎 管弦樂團 

小學合奏(敲擊樂) 金獎 敲擊樂團 

手鈴及手鐘小學組 金獎 手鐘 A隊 

手鈴及手鐘小學組 銀獎 手鐘 B隊 

初級組金獎 手鐘 B隊 香港國際手鈴 

奧林匹克 2018 中級組銀獎 手鐘 A隊 

國際聯校音樂大賽 2017 
小四至小六(4分鐘之內) 

鋼琴組 亞軍 
5E 陳栩潼 

2018 香港青少年音樂大賽 兒童高級組 (管樂) 季軍 5B 鄧顥澄 

音

樂

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樂節 二胡獨奏 初級組 季軍 6E 簡歷信 

殿軍 男子足球校隊 九龍東區小學校際 

足球比賽 (男子組) 傑出運動員 6B 吳宇曦 

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 亞軍 

傑志盃全港小學五人足球 

挑戰賽(奪標組) 
季軍 

匯知盃小學足球賽 

(金盃賽) 
冠軍 

香工思高盃小學 

足球邀請賽(盃賽) 
冠軍 

聖三一足球邀請賽 季軍 

九龍城區小學新春 

七人小型足球邀請賽 
季賽 

正覺盃小學四人足球錦標 

賽 2017 
季軍 

第十屆卍慈足球 

邀請賽(碗賽) 

第十屆卍慈足球 

邀請賽(碟賽) 

殿軍 

男子足球校隊 
足

球 

足動全城女子七人賽 

小學組(碟賽) 
亞軍 女子足球校隊 

季軍 籃球校隊 九龍東區小學校際 

籃球比賽 (男子組) 傑出運動員 6C 陳浚暉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開放日暨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 

體

育

科 

籃

球 

新亞盃小學 

三人籃球邀請賽 

亞軍 

籃球校隊



第九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林大輝中學全港小學 

籃球邀請賽 
銅盾賽亞軍 

籃球校隊 

全港學界精英 

乒乓球比賽 
男子個人冠軍 6A 萬啟山 

男甲團體冠軍 
6A 萬啟山、馬銘琛、張汛謙 

6C 劉綽楠、6E 陳晉匡 
九龍東區小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 6A 萬啟山、6C 劉綽楠 

澳、港學界埠際 

體育比賽 

男子小學組乒乓球賽 

個人及團體冠軍 
6A 萬啟山 

男子組冠軍 6A 萬啟山、6C 劉綽楠、6E 陳晉匡 

乒

乓

球 

第三屆全港小學區際 

乒乓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 6A 萬啟山 

中國舞高年級組 中

國

舞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群舞)優等獎 
中國舞低年級組 

女子 2008 年組 

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4E 陳家瑜 

男子 2008 年組 跨下二式 冠軍 4E 陳亮言 

男子 2008 年組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3C 曾昊謙 

男子 2009 年組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3D 朱逸朗 

男子 2008 年組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4B 鄺溢朗 

女子 2007年組 跨下二式 亞軍 5A 劉心樂 

男子 2007年組 跨下二式 亞軍 5C 羅凱以 

女子 2006 年或以前組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單車步 季軍 

6B 章樂妍 

女子 2007 年組 單車步 季軍 5A 莫苗欣 

女子 2008 年組 單車步 季軍 4D 黃依穎 

男子 2008年組 交叉開跳 季軍 4D 鄺裕興 

男子 2010年組 交叉開跳 季軍 2D 李灝燊 

男子 2008 年組 後交叉開跳 

季軍 
4B 許尚正 

體

育

科 

花

式

跳

繩 

全港分區小學 

跳繩比賽 2018 

女子 2006 年或以前組 

後側擺開跳(左右) 季軍 
6B 林卓盈



第十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女子 2008 年組 

後側擺開跳(左右) 季軍 
4E 傅焯琳 

女子 2008 年組 

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4B 陳曉童 

女子 2007 年組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4B 任姵嘉 

女子 2009 年組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3D 鄭恩悅 

男子 2007 年組 單車步 殿軍 5C 羅凱以 

女子 2007 年組 後單車步 殿軍 5C 彭麗盈 

女子 2008 年組 後單車步 殿軍 4E 陳家瑜 

女子 2008 年組 交叉開跳 殿軍 4E 水田呂悠愛 

女子 2007 年組 

後側擺開跳(左右) 殿軍 
4E 林宇英 

女子 2007 年組 

側擺交叉跳(左右) 殿軍 
5A 林卓潁 

男子 2006 年或以前組 

二重跳 殿軍 
6B 林朗溢 

女子 2008年組 跨下二式 殿軍 4D 黃依頴 

單車步 冠軍 3D 朱逸朗 

高小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6B 章樂妍 

高小 跨下二式開 亞軍 5A 莫苗欣 

高小 朋友跳側擺套人 亞軍 5A 莫苗欣、5A 王皓霖 

初小 三人單側迴旋 季軍 

高小 連鎖單車步 季軍 

3D 朱逸朗、2D 李灝燊、3C 曾昊謙 

4E 陳亮言、5A 吳秉陶 

初小 連續交叉跳 殿軍 2D 李灝燊 

初小 側擺開跳(左右) 殿軍 3C 曾昊謙 

聖誕跳繩嘉年華 2017 

高小 身後交叉開 殿軍 5A 劉心樂 

混合三年級至四年級組： 

雙人 60秒橫排跳 亞軍 
4B 許尚正、4D 黃依穎 

混合三年級至四年級組： 

大繩 120 秒出入 亞軍 

3C 曾昊謙、3D 朱逸朗、4B 陳曉童 

4B 任姵嘉、4E 陳家瑜、4E 林宇英 

混合五年級至六年級組： 

雙人 60秒朋友跳 亞軍 
5A 吳秉陶、5A 林卓潁 

混合五年級至六年級組： 

雙人 60秒橫排跳 亞軍 
5C 羅凱以、6B 林卓盈 

體

育

科 

花

式

跳

繩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7 

混合五年級至六年級組： 

個人 30秒交叉 季軍 
6B 章樂妍



第十一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混合三年級至四年級組 

團體獎季軍 
三、四年級跳繩校隊 

混合五年級至六年級組 

團體獎季軍 
五、六年級跳繩校隊 

男丙 50 米自由泳 亞軍 

(破大會紀錄) 

男丙 50 米背泳 冠軍 

4C 廖兆鋒 

女丙 50 米蛙泳 殿軍 

女丙 50 米背泳 殿軍 
4C 伍雪盈 

女乙 100 米蛙泳 殿軍 5B 張天慧 

男甲 100 米自由泳 優異 5B 鄭政謙 

女甲 100 米自由泳 優異 6B 鄧栢霖 

男乙 100 米自由泳 優異 5B 蘇柏陶 

男乙 100 米蛙泳 優異 5C 謝子博 

男甲 4X50 米自由泳接力 優異 
5B 鄭政謙、6C 鄭梓韜 

6D 黃思儒、6E 譚潤禧 

男丙 4X50 米自由泳 優異 
3D 郭鈞豪、4A 曾曦澎 

4C 廖兆鋒、4E 鄺尚賢 

女丙 4X50 米自由泳接力 優異 
2A 林梓英、2B 蔡曉凝 

4C 伍雪盈、4E 廖芷嫻 

男丙 團體季軍 

游

泳 

九龍東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女丙 團體優異 
游泳校隊 

第 61 屆體育節 

迷你排球邀請賽 
第五名 

排

球 2017-18 年度康文盃全港 

公開迷你排球挑戰賽 
全港第十三名 

女子排球隊 

HEAVY 組冠軍 5B 羅凱加 

FIY 組冠軍 6C 楊梓言 

康樂及文化事務處 

全港小學隊際跆拳道隊際 

比賽 2017 搏擊組 
WELTER 組季軍 5E 林欣桐 

冠軍 5B 羅凱加 

季軍 4E 鄺尚賢 胡氏搏擊比賽 2018 

季軍 4C 郭天樂 

男子個人品勢B1組一章 優異獎 2B 關梓朗 

體

育

科 

跆

拳

道 

明愛盃跆拳道比賽 2018 

明愛盃跆拳道比賽 2018 男子個人品勢B2組一章 優異獎 1D 邱政灝



第十二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男子個人品勢 B9組五章 季軍 3D 徐啟正 

男子個人品勢B11組七章 優異獎 4E 鄺尚賢 

女丙盃賽冠軍 2B 舒 韻 

女甲遺材賽冠軍 6B 鄧柏霖 

女乙遺材賽冠軍 4B 方晞彤 

男甲遺材賽冠軍 6A 馬肇聰 

男丙盃賽亞軍 1C 傅煦日 

女乙盃賽季軍 4B 江楚怡 

男乙盃賽季軍 4A 馬暐橋 

男甲盃賽季軍 6E 蕭頌楠、6D 黃晞正 

男甲盃賽優異 6A 馬銘琛、6D盧政霖、5A周暉皓 

男子總冠軍 

男甲團體冠軍 

男乙團隊季軍 

女乙團隊季軍 

壁

球 

富士菲林簡易小型壁球學 

校計劃 2017/2018 - 全港 

小型校際比賽(新校組) 

女丙團隊亞軍 

壁球隊 

羽

毛

球 

九龍東區小學校際 

羽毛球比賽 
團體優異 羽毛球隊 

體

育

科 

田

徑 

九龍東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乙組跳遠-冠軍 5E 鄭千蔚 

課

程

發

展

組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8 2 個傑出獎、1個優異獎 

5A 林卓潁、5A 劉心樂、5A 楊曉君 

5B 林恩悅、5B 張天慧、5B 鄧顥澄 

5B 邱志謙、5B 羅凱加、6A 黃心悅 

6B 呂梓陶、6B 樊雲昕、6B 李逸朗 

多

元

活

動

組 

陳南昌盃 

躲避盤小學邀請賽 

盾賽 殿軍 

躲避盤隊



第十三頁 

科

目 
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班別、姓名 

教

師

發

展

組 

九龍城區校長聯絡委員會 

九龍城民政事務處 合辦 

2017-18 

九龍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異獎 6A 鄭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