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基樂小學          (截至 10-6-2022) 

2021-2022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學校於各項校外比賽中，共取得 4 項冠軍、6 項亞軍、 

2 項季軍、2 項殿軍、20 項優異獎，共 34 項獎項 
 

體育運動比賽成績 

2021 - 2022 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

際田徑比賽 

女甲擲球亞軍 

(葉紹勝) 

張靄琪 6D 
  

女乙 100 米殿軍 

(王俊賢、梁學民、黃清容) 

李卓妍 5A 
  

男乙跳高殿軍 

(葉錦霞) 

郭浩峰 5C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 21-22(吳

嘉雯) 
二重跳優異獎 陳均灝 4C   

交叉開跳優異獎 楊溢灝 6C   

雙腳 陳均灝 4C 蔡善雅 4C 

邱凱婷 5D   

雙腳跳翡翠章 歐陽喜盈 4C 陳慶斌 6D 

雙腳跳白金章 楊溢灝 6C 郭守軒 6A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英文朗誦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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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獎 陳懿 6D 

優良獎 鄭怡玫 6D 

優良獎 謝睿敏 6D 

優良獎 黃心妍 6C 

優良獎 盧錦妍 6D 

優良獎 李子茵 6C 

優良獎 黃心瑜 6C 

優良獎 區雅炫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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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獎 吳詠怡 5D 

優良獎 謝芷晴 5D 

優良獎 黃晞兒 5D 

優良獎 黃韻心 5B 

優良獎 陳詠彤 5D 

優良獎 李芷善 5B 

優良獎 成欣怡 5D 

優良獎 羅雅文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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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及優良獎 潘碧翠 4C 

良好獎 梁鍶彤 4C 

優良獎 趙栩燁 4C 

優良獎 蔡善雅 4C 

優良獎 黃梓琳 4C 

優良獎 歐陽喜盈 4C 



優良獎 鍾泳欣 4D 

優良獎 彭芷悠 4C 

優良獎 李俊彤 4D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 Girls 

優良獎 陳善庭 3B 

優良獎 林彥希 3B 

優良獎 卓穎 3C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2 - Girls 優良獎 高樂悠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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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獎 鄭譽龍 6D 

優良獎 何卓朗 6D 

良好獎 陳慶斌 6D 

優良獎 伍卓賢 6D 

優良獎 彭志滔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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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獎 張奕樂 4A 

優良獎 鄭譽尊 4C 

優良獎 蔡亦翰 4C 

優良獎 黃禹熙 4A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 Boys 

優良獎 李瑞博 3A 

優良獎 盧鈺謙 3D 

優良獎 黃立邦 3D 

優良獎 李祉樑 3D 

優良獎 岑樂峰 3D 

優良獎 勞睿熹 3A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2 - Boys 
優良獎 方良戩 2B 

優良獎 陳南亦 2B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中文朗誦節比賽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獎 高樂悠 2A 

良好獎 利芯悠 1A 

優良獎 鄺梓瑜 1A 

良好獎 韓曦兒 1A 

優良獎 黎紫琳 1A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 - 小學五、六年級 

良好獎 蕭雯蔚 6D 

優良獎 鄭鈺藍 6D 

優良獎 謝睿敏 6D 

良好獎 黃鳳兒 6D 

優良獎 文曉盈 6D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 - 小學五、六年級 優良獎 邱凱正 6B 

散文獨誦 – 粵話 - 女子組 - 小學四年級 
良好獎 梁書瑈 4C 

優良獎 蘇嘉欣 4D 

散文獨誦 – 粵話 - 女子組 - 小學六年級 良好獎 楊婉珊 6D 



良好獎 何嘉雯 6D 

詩詞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優良獎 李美儀 2B 

良好獎 黃凱晴 2B 

良好獎 何梓妤 2B 

詩詞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四年級 

優良獎 歐陽喜盈 4C 

優良獎 蘇嘉欣 4D 

優良獎 蔡善雅 4C 

優良獎 陳心妍 4C 

詩詞獨誦 - 粤語 - 女子組 - 小學六年級 

優良獎 麥詠琳 6D 

優良獎 謝睿敏 6D 

良好獎 蕭雯蔚 6D 

詩詞獨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一年級 良好獎 陳浩霆 1C 

詩詞獨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優良獎 黃信熹 2C 

優良獎 蔡銘洋 2C 

詩詞獨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三年級 

良好獎 韓棹朗 3D 

良好獎 李熙 3A 

優良獎 麥栢朗 3C 

詩詞獨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四年級 良好獎 譚頌謙 4A 

詩詞獨誦 - 粤語 - 男子組 - 小學六年級 優良獎 李曉光 6B 

 

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 優秀 林艾飛 1B 潘煒麟 1B 李瑞博 3A 

梁書瑈 4C 何嘉雯 6D 楊婉珊 6D 

季軍 勞睿熹 3A     

冠軍 蘇嘉欣 4D     

 

數學科比賽成績 

第九屆數學棋盤比賽暨全港

Rummikub 聯校小學邀請賽初

賽 

團體達標獎 鄭怡玫 6D 余芷珊 6D 何卓朗 6D 

庄艾莉 5D     

個人賽銀獎 鄭怡玫 6D     

個人賽銅獎 余芷珊 6D     

第 9 屆聯區 Rummikub 小學邀

請賽 

優異獎 陳慶斌 6D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

賽 2021（香港賽區） 

小一級三等獎 洪德信 1D     

小二級三等獎 葉爽白 2C 蔡善朗 2D   

小三級二等獎 卓穎 3C     

小三級三等獎 勞睿熹 3A 馬樂彤 3D 洪啟迪 3D 

小四級二等獎 彭芷悠 4D     

小四級三等獎 蔡善雅 4C 歐陽喜盈 4C 蔡亦翰 4C 

小六級三等獎 彭志滔 6D 鄭怡玟 6D 鄭鈺藍 6D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

賽 2021（香港賽區） 

小二級二等獎 蔡善朗 2D     

小三級一等獎 洪啟迪 3D     

小四級二等獎 蔡善雅 4C 蔡亦翰 4C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

賽 2022 

小二級三等獎 蔡善朗 2D     

小三級三等獎 洪啟迪 3D     

小四級三等獎 蔡善雅 4C 蔡亦翰 4C   



中文科比賽成績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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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獎 李心荍 6C 黃鳳兒 6D 謝睿敏 6D 

楊婉珊 6D     

二等獎 錢宇翔 6C 余芷珊 6D 文曉盈 6D 

鄭怡玫 6D     

「星佑盃」全港中小學中文粵

語辯論友誼賽(小學組) 

優勝隊伍 鄭怡玫 6D 文曉盈 6D 彭志滔 6D 

黃鳳兒 6D     

2021-2022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 

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

決賽（香港賽區） 

一等獎 李心荍 6C 鄭怡玫 6D   

二等獎 錢宇翔 6C 黃鳳兒 6D 余芷珊 6D 

楊婉珊 6D     

三等獎 謝睿敏 6D 文曉盈 6D   

 

 

 

常識科比賽成績 

全城攜「守」基本法標語創作 參與證書 陳思瑋 4C 林祖賜 5D 吳雅甜 5D 

鄭怡玫 6D 湯敏蕎 6D   

國家安全教育通通識 每八周最強知識

王 

陳思瑋 4C     

國家安全教育通通識 每九周最強知識

王 

陳思瑋 4C     

2021 年校園健康軍團 嘉許狀 

(證書及襟章) 

蔡善雅 4C 歐陽喜盈 4C 梁書瑈 4C 

郭子柔 4C     

 

視覺藝術科比賽成績 

「向老師致敬學生比賽 2021」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入選六強 陳芄錡 6A 邱嘉鈞 6B 麥詠琳 6D 

吳璐珈 6D 彭志滔 6D 黃鳳兒 6D 

第 13 屆「春雨故事由我創」

親子創作比賽 

中級組優異獎 
梁書瑈 4C   

 

 
 

觀塘區小學無煙 WhatsApp 貼

圖設計比賽 

季軍 陳芄錡 6A     

優異獎 楊浩然 6C     

觀塘區防火委員會主辦 

「防火安全文件夾填色及創

作比賽」 

初小組冠軍 劉凝駿 1A     

高小組優異獎 林卓穎 4B 黃梓晴 4D 曹詠詩 6A 

鄭怡玫 6D     

 

圖書科比賽成績 

2021 新地齊讀好書「閱讀馬

拉松」 

閱讀「悅」想留言獎 梁書瑈 4C     

閱讀「悅」受歡迎大

獎 

梁書瑈 4C     

閱讀「悅」積極投入

獎 

梁書瑈 4C     

 



 

音樂科比賽成績 

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季軍及銀獎 李海澄 4A 

銀獎 高樂悠 2A 

銀獎 劉恩言 2C 

銅獎 吳曉彤 4B 

銅獎 鄭譽龍 6D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季軍及銀獎 蘇逸鎵 2A 

銀獎 洪德信 1C 

銀獎 梁潔芳 4A 

銀獎 陳心妍 4C 

銀獎 歐陽喜盈 4C 

銀獎 黃晞兒 5D 

銅獎 黃立邦 3D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銀獎 梁書瑈 4C 

銀獎 陳慶斌 6D 

銅獎 麥詠琳 6D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銀獎 許芊琳 6D 

分級小提琴獨奏-二級 銅獎 張子健 5D 

分級小提琴獨奏-三級 銅獎 林景嵐 5D 

大提琴獨奏-中級組 銀獎 譚心 5D 

箏獨奏-中級組 銀獎 吳雅甜 5D 

箏獨奏-初級組 

銀獎 李美儀 2B 

銀獎 李東穎 2D 

銀獎 馮梓珊 5D 

 

 

其他比賽成績 

香港紅十字會「七項紅人競

技日」活動 

優異獎 鄭鈺藍 6D 林景嵐 5D 吳雅甜 5D 

      

未來領袖嘉許計劃 2021  兒童組嘉許證書 

 

黃心妍 6C 楊溢灝 6C   

      

香港紅十字會東九龍總部傑

出紅十字少年會員 
傑出紅十字少年會

員 

 

馬心穎 6C 鍾浠榆 6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