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校外獲獎紀錄 

(截至：24/6/2020) 

中文、英文、普通話 

第 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二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冠軍 2SC何淇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2GB李雨澄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英文) 季軍 6LD李元灝 

 

亞洲演藝文化學會 第七屆小演講家朗誦節 2019 

成績卓越學校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2019-2020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香港賽區) 小學三至四年

級組別 二等獎 

4LD黎嘉琪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香港賽區) 小學三至四年

級組別 三等獎 

4LD曾俊燃 

 

數學 

第五屆圓玄一中盃魔力橋數學比賽 

優秀表現獎 6LD張敬朗 

 

數學「華夏盃」2020初賽 

個人三等獎 4GB 鄞嘉雄  3LD 吳鈞濠  3GB 賴頌軒 

3LD 王曉文  4AN 黃思霖  6LD 張敬朗 

6LD 林嘉駿  6LD 池心柔  6LD 謝語詩 

6LD 楊智喬  6SC 吳煒明  5SC 周槿薰 

個人二等獎 3LD 周永煇  3GB 楊梓軒  6LD 彭可因 

6GB 陳東陽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系 

三十五週年校慶盃小學校際數學遊戲暨「STEM」常識問答挑戰賽 

個人賽 三等獎 6GB 陳東陽 

6LD 彭可因 

團體賽 二等獎 6GB 陳東陽 梁凱晴 

6LD 彭可因 伍樂晴 

 

 



常識 

Towngas校際環保科探大賽 2019 

小學組亞軍 5GB 周兆璋 

5LD龍文軒 

6LD 黃子晴 龔子珊 庾誠謙 

最受歡迎大獎 

 

第三屆 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殿軍   4LD 徐子琪 

優異獎 4GB 張俊翹 

4LD 龔子杰 

5LD 張啟聰 湯欽博 朱培元 

 

體育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20 

男子高級組四人大繩 殿軍 4AN 林振傑 4GB陳峻熙 5LD林明謄 6AN黃坤輝 

男子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殿軍 4GB 陳峻熙 5LD林明謄 6AN馮菻深 黃坤輝 6GB余卓穎 

交叉開跳 冠軍 6AN 馮菻深 

側擺開跳 季軍 6AN 馮菻深 

單車步 季軍 6AN 黃坤輝 

後交叉開跳 冠軍 6GB 余卓穎 

側擺交叉跳 亞軍 6GB 余卓穎 

單車步 殿軍 5LD 連心悠 

二重跳 殿軍 5LD 連心悠 

單車步 殿軍 5LD 林明謄 

側擺開跳 殿軍 5LD 林明謄 

交叉開跳 季軍 4SC 李昆達 

交叉開跳 殿軍 4GB 黎殷寧 

後交叉開跳 殿軍 4AN 歐穎文 

側擺開跳 季軍 3AN 周金逢 

側擺開跳 殿軍 2LD 吳君彤 

 

第十六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 

公開兒童組 優異 2SC張智堡 3LD周永煇 4LD徐霆軒 5AN袁傲揚 5LD梁敬穅

4LD林煒婷 6GB容浩然 6LD伍樂晴 6LD鍾晴怡 

金剛十八勢 季軍 3LD周永煇 

金剛十八勢 優異 2SC 張智堡 

評獎賽 卓越 2SC 張智堡 

評獎賽 精湛 3LD 周永煇 5AN袁傲揚 5LD梁敬穅 4LD林煒婷 6GB容浩然 

6LD 伍樂晴 6LD 鍾晴怡 



評獎賽 優異 4LD 徐霆軒 

潭腿上六路 優異 5LD 梁敬穅 6LD伍樂晴 

硬捶 優異 6LD 伍樂晴 鍾晴怡 

側擺開跳 殿軍 2LD 吳君彤 

 

 

五育中學三人籃球賽 

季軍 5GB 陳振南 5LD彭錦江 

6AN 謝宇邦 6GB陳東陽 

 

飛達新春兒童田徑錦標賽 

壘球 季軍 5AN 何昶昇 

跳遠 殿軍 2LD 王晞晨 

跳遠 第六名 2BE 卓心妍 

跳遠 第六名 5SC 孫柏翹 

跳遠 第七名 2GB 鍾曉汶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SC 李琛 

 

第 56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4AN 歐穎文  4AN 戴熙桐  4AN 周愷琳  4AN 賴詠霖 

4GB 黎殷寧  4LD 林煒婷  4LD 廖海靖  5GB 梁巧兒 

5LD 李紫程  5LD 朱敏怡  6AN 黃蓓茵  6LD 黃子晴 

2GB 翁  悅  3AN 何玥非 

 

視藝 

2018-2019年度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一等獎 6LD龔子珊 

二等獎 6LD劉心盈 曾朗瑔  劉縈樂 鍾晴怡 伍樂晴 黃子晴 

三等獎 3LD林茜童 6LD曾喆晞 

 

2019-2020年度荃灣區堆沙比賽 

兒童組 亞軍 6GB 陳東陽 李映彤 曾子棋 

6SC李奕藍 鍾家希 

 

2019-2020四旬愛心親子填色比賽 

初小組 冠軍 2GB 曾婉晴 

 

  



音樂 

第三屆香港陶笛公開大賽 2019 

銀獎 4GB 鄞家雄 

銀獎 4SC 李悅 

銅獎 4LD 郭景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