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基樂小學          (截至 23-6-2020) 

2019-2020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學校於各項校外比賽中，共取得 11 項冠軍、10 項亞軍、 

6 項季軍、5 項殿軍、200 項優異獎，共 232 項獎項 
 

體育運動比賽成績 

九龍東區 

小學遊戲比賽 

 

 

團體獎︰女子初級組團體冠軍 

女子初級組—單人跳繩亞軍 
謝卓妍 2A 歐陽喜盈 2C 

莫紫彤 2D   

女子初級組—持棒穿圈冠軍 
劉  星 2B 馮詩淇 2C 

袁穎欣 2D   

女子初級組—擲接豆袋殿軍 
何心悠 2B 歐陽鍾鈺 2C 

何芷晴 2C 蘇嘉欣 2D 

女子初級組—障礙賽亞軍 

呂苡心 1B 周子琪 1C 

林貝淇 1C 陳善汶 2C 

吳冠曉 2C 鍾泳欣 2C 

郭子柔 2D   

團體獎︰女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女子高級組—雙人跳繩冠軍 
湯曉晴 3C 邱凱渟 3D 

林紫晴 4A   

女子高級組—持棒穿圈冠軍 
林曉均 3D 黃彩恩 4C 

吳玥瞳 4D   

女子高級組—擲接豆袋亞軍 
何梓祺 3A 庄艾莉 3D 

鄭怡玫 4C 張靄琪 4D 

女子高級組—障礙賽殿軍 

梁晞彤 3B 李卓妍 3C 

陳湘琴 3C 伍玥怡 4A 

黎梓喬 4A 蘇希晴 4B 

楊天怡 4C   

團體獎︰男子初級組團體殿軍 

男子初級組—單人跳繩亞軍 
馬信行 2B 陳均灝 2C 

    

男子初級組—持棒穿圈季軍 
黃浩褘 2A 黎駿綽 2B 

何嘉榮 2C   

男子初級組—擲接豆袋季軍 
韓棹朗 1D 范翊喬 2B 

曾皓森 2B 陳翌暢 2D 

團體獎︰男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男子高級組—雙人跳繩冠軍 
楊溢灝 4A 郭守軒 4B 

    

男子高級組—持棒穿圈冠軍 
黎亦昇 3B 庄永發 4C 

洪瑋成 4C   

男子高級組—擲接豆袋亞軍 
黃子軒 3A 楊應恩 3B 

邱嘉鈞 4A 陳梓鴻 4C 



體育運動比賽成績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 4x100 米殿軍 王銘鋒 6A 林芍瑜 6B 

姚靜思 6C 朱嘉樂 6C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殿軍 朱嘉樂 6C   

男子甲組推鉛球亞軍 王銘鋒 6A   

男子甲組擲壘球優異獎 鄧灝賢 6C   

男子乙組 60 米優異獎 劉子熙 3B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季軍 陳彥伊 6C   

女子甲組跳遠優異獎 陳珮彤 5B   

女子乙組跳遠優異獎 謝雪怡 5D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第七名 朱鍵瑩 5D   

第 16 屆德藝雙馨裙舞小三、

小四比賽 
冠軍 張文甄 3D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銅牌 曾紀穎 5C 胡昌楷 5D 

范程安 6D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英文朗誦節比賽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6 - Girls 

優良獎 江樂詩 6A 

優良獎 譚綽瑤 6D 

優良獎 王湘尤 6D 

優良獎 徐羨渝 6D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5 - Girls 

優良獎 韓昕澄 5D 

優良獎 邱潁雯 5D 

優良獎 陳美華 5D 

優良獎 陳敏晞 5D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Girls 

優良獎 畢詠欣 4B 

優良獎 麥詠琳 4B 

優良獎 黃心妍 4C 

優良獎 區雅炫 4C 

優良獎 許芊琳 4D 
優良獎 陳懿 4D 
優良獎 廖苒君 4D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 Girls 優良獎 岑樂童 3D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2 - Girls 季軍及優良獎 潘碧翠 2C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Boys 

優良獎 彭志滔 4C 

優良獎 楊浩然 4C 

優良獎 陳慶斌 4D 
優良獎 鄭譽龍 4D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2 - Boys 
優良獎 蔡亦翰 2C 

優良獎 鄭譽尊 2C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1 - Boys 優良獎 岑樂峰 1B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中文朗誦節比賽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五、六年級 

優良獎 黃梓淇 5C 

優良獎 韓昕澄 5D 

優良獎 陳美華 5D 

優良獎 曾韻菡 6C 

優良獎 鄭梓瑜 6D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三、四年級 
亞軍及優良獎 陳沁 4D 

優良獎 陳恒玉 3C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獎 顏子晴 2C 

詩詞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五年級 

冠軍及優良獎 黃梓淇 5C 

季軍及優良獎 林芷澄 5C 

優良獎 莊舒楠 5A 

優良獎 譚伊淋 5C 

優良獎 蘇卓妍 5C 

優良獎 陳美華 5D 

優良獎 邱潁雯 5D 

良好獎 張凱盈 5D 

良好獎 譚宇琳 5D 

詩詞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四年級 

冠軍及優良獎 廖苒君 4D 

季軍及優良獎 謝睿敏 4D 

優良獎 吳玥瞳 4D 

優良獎 蕭雯蔚 4D 

優良獎 何嘉雯 4D 

良好獎 楊珊 4C 

詩詞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優良獎 吳冠曉 2C 

優良獎 蘇嘉欣 2D 

良好獎 區雅倩 2D 

散文獨誦 - 粵語 - 女子組 - 小學五年級 

優良獎 成諾 5C 

優良獎 柯舒藍 5D 

良好獎 施依娜 5C 

詩詞獨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四年級 優良獎 陳慶斌 4C 

詩詞集誦 - 粤語 -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獎 聖公會基樂小學 

 

 

 

音樂科比賽成績 

觀塘區公開兒童歌唱比

賽 

高級組獨唱優異獎 廖苒君 4D 韓昕澄 5D 翟芯瑩 6D 

 

 

 

 

 



 

舞蹈比賽成績 

第五十六屆

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 ： 乙級獎 

曾子晴 3A 岑樂童 3C 謝睿敏 4D 黃敏婷 6B 

李芷善 3B 何智恩 4B 許芊琳 4D 方熙真 6C 

李泳萱 3C 洪詩穎 4B 曾子蕎 5A 陳梓嘉 6D 

黃晞兒 3C 温卓琛 4C 張珈瑶 6A   

甘雄姿 3C 廖苒君 4D 曾雅澄 6A   

 

 

數學比賽成績 

全港 RUMMIKUB 聯

校小學邀請賽(分區初

賽) 

個人傑出表現獎 許廸軒 6D     

銀獎 許廸軒 6D  

 

 

 

小學數學滿貫盃

2019-2020(初賽) 

金獎 胡昌楷 5D     

銀獎 許凱華 6C 錢宇翔 4D   

銅獎 龍沅淇 6C 莫俊鍶 5D   

聖公會小學第 23 屆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許凱華 6C 胡嘉熙 6C 林錫駿 6D 

范程安 6D     

魔力橋(Rummikub)小

學數學邀請賽 

優異獎 韓昕澄 5D 陳美華 5D 胡昌楷 5D 

庄鎔鋥 5D 莫俊鍶 5D 何睿鋒 4D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香港賽區） 

一等獎 莊茹淳 1A 李瑞博 1C 成睿 1C 

鄭周 4D     

二等獎 蔡亦翰 2C 張健超 2C 蔡善雅 2D 

任兆軒 3C 鄭怡玫 4C 洪傳竣 4C 

成曦 4D 何睿鋒 5D 庄鎔鋥 5D 

胡昌楷 5D 莫俊鍶 5D 顏芯琪 5D 

韓昕澄 5D 曾煒森 5D 范程安 6D 

許廸軒 6D     

三等獎 勞睿熹 1B 毛世戎 1C 李家謙 1C 

鄭譽尊 2C 歐陽喜盈 2C 鄧心愉 2C 

顏子晴 2C 張子桐 2D 張子謙 2D 

陳思瑋 2D 李愷正 3C 李庭亨 3D 

謝雅希 3D 鄭譽龍 4D 賴柏霖 4D 

陳懿 4D 陳慶斌 4D 盧錦妍 4B 

莫恒健 4D 廖苒君 4D 姚煒彬 5B 

周清宜 5C 林子新 5C 梁俊彬 5D 

譚宇琳 5D 金煒 5D 曾韻菡 6C 

許凱華 6C 林錫駿 6D 何偲如 6D 

鄭子軒 6D 李卿瑜 6D   

 

 

 

 



 

朗誦比賽成績 

2020 香港學界

朗誦大賽 

英語集誦亞軍 周清宜 5C 關皓信 5D 楊力謙 5D 李卿瑜 6D 

陳敏晞 5D 梁俊彬 5D 翟芯瑩 6D 李穎怡 6D 

陳柏兆 5D 莫俊鍶 5D 陳梓嘉 6D 吳希汶 6D 

張凱盈 5D 顏芯琪 5D 鄭子軒 6D 蘇逸喬 6D 

徐卓軒 5D 蘇秀娜 5D 蔡浩然 6D 譚綽瑤 6D 

朱鍵瑩 5D 譚宇琳 5D 范程安 6D 謝振曦 6D 

胡昌楷 5D 曾柏森 5D 何偲如 6D 徐羨渝 6D 

黃宇聰 5D 曾煒森 5D 賴希敏 6D 王湘尤 6D 

金煒 5D 謝雪怡 5D 林曉靖 6D 吳芷霈 6D 

柯舒藍 5D 王雅汶 5D 李成恩 6D  

 

 

 

STEM 比賽成績 

余振強盃 STEM i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計算思維評估 

三等獎 莫俊鍶 5D 

    

第一屆世界 STEM 暨常

識公開賽初賽 

金獎 何偲如 6D     

銀獎 任兆軒 3C 林曉均 3D 蔡嘉翀 5D 

莫俊鍶 5D 謝雪怡 5D   

銅獎 張子謙 2D 張子桐 2D 李愷正 3C 

莫子曦 3D 鄭博允 4B 區雅炫 4C 

陳慶斌 4D 張靄琪 4D 陳美華 5D 

曾煒森 5D 陳怡君 6C 龍沅淇 6C 

曾韻菡 6C 賴卓琳 6C   

2019 優秀網站選舉及健

康手機/平板電腦應用程

式選舉 

投票人數最多學校

優異獎 
聖公會基樂小學 

「優秀網站選舉」投

票獎 

譚兆豪 6C 
    

 

 

 

英文比賽成績 

ENGLISH TRIVIA 亞軍 吳天恩 6B 范程安 6D 鄭子軒 6D 

林錫駿 6D 李卿瑜 6D 徐羨渝 6D 

 

 

 

 

 

 

 

 

 

 



 

中文比賽成績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

賽「菁英盃」現場作文初

賽 

一等獎 陳美華 5D     

二等獎 曾家圓 6A 周清宜 5C 王雅汶 5D 

韓昕澄 5D     

三等獎 陳麗霞 6A 柯舒藍 5D   

保良局主辦第十屆全

港小學校際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 陳怡君 6C   

 

 

 

 

 

其他比賽成績 

第 14 屆觀塘區傑出學生

選舉 

優秀學生獎 
李卿瑜 6D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

劃 

觀塘區優秀學生 
李卿瑜 6D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9 

優秀學生 
李卿瑜 6D     

2019 優秀義工獎勵計劃 優秀義工嘉許狀 蕭曉悠 6A 謝振曦 6D 翟芯瑩 6D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 70 周年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優秀學生 周清宜 5D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嘉許證書 吳希汶 6D     

童創未來獎學金 獎學金 徐嘉麗 1D 黎駿䮓 2B 楊紫涵 3D 

區雅炫 4C 林芷澄 5C 何嘉慧 6C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

獎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伍永富 4C     

進步嘉許狀 張瀚文 6A 李彥臻 5A   

香港紅十字會少年團七

項紅人競技日 

優異獎 周清宜 5C 葉籽希 5C   

個人全場總亞軍 胡昌楷 5D     

精神健康教育活動計劃 嘉許狀 聖公會基樂小學 

2019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獎 聖公會基樂小學 

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

計劃 

「關愛團隊」 訓輔組      

「全方位關愛老師」 單寶玲老師 

「關愛老師」 陳麗姬副校長 

關愛家長 陳曼怡女士(馮梓珊 3C) 

關愛校董 劉佩雯女士(吳希汶 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