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 菁英金獎 6A 鍾佩熹

菁英銀獎 6A 林傲芹

亞軍 6A 林傲芹

季軍 6A 鍾佩熹

2015/2016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創意寫作比賽 亞軍 6A 林傲芹

優異獎 6A 鍾佩熹

一、二年級詩詞集誦 - 冠軍 女子粵語集誦隊

詩詞獨誦 - 冠軍 3A 郭卓沂

詩詞獨誦 - 季軍 5C 黃咏恩

詩詞獨誦 - 季軍 3B 陳柏羲

詩詞獨誦 - 季軍 4A 陳奕孜

「Express我的夢想」創作比賽2015 季軍 6A 林傲芹

Facebook 最多讚好作品 6A 林傲芹

小學硬筆組 - 季軍 3A 梁歆云

小學毛筆組 - 冠軍 6A 林傲芹

保良局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5A 鄭旭希

第二屆「細味人生—德育文章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6A 周樂怡

第二屆「細味人生—德育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4C 蔡瑜澄

6A 黃晴怡

6A 黃穎濡

5A 林巧嵐

5A 馬敏寧

6A 郭子軒

5A 何柏澄

5A 盧汀琦

5A 屈愷林

5A 屈愷桐

6A 曹鍶澄

獅子盃：小學中文徵文比賽 季軍 6A 周樂怡

中華翰墨情-兩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比賽 優等獎 6A 林傲芹

詩詞獨誦 - 冠軍 1D 張芷菁

詩詞獨誦 - 冠軍 6A 廖子健

詩詞獨誦 - 亞軍 2D 張煒軒

詩詞獨誦 - 亞軍 5B 詹子晴

詩詞獨誦 - 亞軍 5A 盧汀琦

英文 英語獨誦 - 冠軍 2A 譚焯琳

英語獨誦 - 冠軍 2B 任凱澄

英語獨誦 - 亞軍 2D 何朗熙

英語獨誦 - 亞軍 2B 張曉淇

英語獨誦 - 季軍 3A 何嘉寶

英語獨誦 - 季軍 3A 梁禧哲

英語獨誦 - 冠軍 6A 廖子健

一至三年級集誦 - 冠軍 英語集誦隊

「燃亮創意、絕妙好詩」英文詩歌創意寫作比賽 冠軍 5A 丘瑞琪

第六名 5B 謝芷桐

第七名 5B 彭子珊

第十一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5A 陳煦晴

5A 陳珈汶

5A 林巧嵐

5A 馬敏寧

5A 丘瑞琪

6A 周樂怡

6A 鍾卓枬

6A 鍾佩熹

6A 廖子健

6A 曾智翹

6A 蔡俊皓

優異獎

良好獎

2015/2016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小學組）

2015/2016中國語文菁英計劃-中華文化問答比賽

保良局世德小學

2015-2016年度校外比賽成績一覽表     

第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朗誦)

「小王子的第八行星」創作比賽
優異獎

第22屆葵青區書法比賽

第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朗誦)

普通話 第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

第十一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優異獎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英文 第十一屆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5B 詹子晴

6B 林泳欣

6B 譚凱寧

數學 數學科 - 優異獎 6A 廖子健

解難分析科 - 優異獎 6A 廖子健

3A 何嘉寶

4A 陳智昇

5A 余東泰

5A 黃愷曦

二等獎 3A 李昀澤

一等獎 4A 何俊霆

華夏之星 4A 何俊霆

個人總成績 - 二等獎 6A 曹鍶澄

計算競賽 - 三等獎 6A 曹鍶澄

數學競賽 - 一等獎 6A 曹鍶澄

數學競賽 - 三等獎 6A 廖子健

第23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組 - 銀獎 6A 曹鍶澄

小五組 - 銅獎 5A 林巧嵐

小四組 - 銅獎 4A 陳智昇

3A 李昀澤

3A 譚樂瑤

3A 王健行

3A 何嘉寶

4A 張俊暉

5A 黃愷曦

3A 李昀澤

4A 陳智昇

5A 余東泰

6A 曹鍶澄

一等獎 4A 何俊霆

4A 何俊霆

6A 廖子健

4A 張俊暉

4A 陳智昇

5A 余東泰

6A 曹鍶澄

3A 譚樂瑤

5A 黃愷曦

6A 曹鍶澄

6A 廖子健

6A 曾智翹

6A 廖子健

6A 蘇韻蘋

6A 鍾佩熹

6A 鍾嘉兒

6A 鍾卓枬

特等獎 4A 何俊霆

三等獎 5A 余東泰

6A 廖子健

6A 蘇韻蘋

6A 曾智翹

6A 鍾卓枬

6A 鍾嘉兒

6A 鍾佩熹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2016(初賽) 三等獎 2B 王易

3A 何嘉寶

3A 李昀澤

3A 梁禧哲

良好獎

2016 COMO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初賽)

全港十八區(葵青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優良獎

小三組 - 銀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2016(晉級賽) 三等獎

二等獎

2015-16全港(葵青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優良

三等獎

荃葵青小學數學競賽(2015) 優異獎

2015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2016(總決賽)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晉級賽) 金獎

銀獎

銅獎

2016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2016(初賽) 三等獎 3B 李汝森

5A 余東泰

5A 林巧嵐

6A 鍾嘉兒

3A 王健行

4A 陳智昇

5A 黃愷曦

6A 曹鍶澄

4A 何俊霆

4A 張俊暉

3A 譚樂瑤

4A 何俊霆

4A 張俊暉

5A 余東泰

6A 曹鍶澄

6A 廖子健

銀獎 4A 陳智昇

3A 任思衡

3A 楊昕澄

3A 謝琛瑤

5A 林穎妍

5A 黃愷曦

5B 詹子晴

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生博覽會2016 最佳攤位設置獎 6A 黃卓言

6A 佘綽桐

6A 麥詩蕾

6B 黃家逸

5A 陳珈汶

5A 鍾卓頴

5B 李樂宜

5B 蘇煒麟

金獎 4A 何俊霆

銀獎 4A 張俊暉

19th常識百搭創新科技及科學探究展覽比賽 嘉許獎 6A 黃卓言

6A 麥詩蕾

6B 黃家逸

5A 陳珈汶

6A 蔡俊皓

6A 曹鍶澄

6A 鍾卓枬

音樂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B 林卓宏

2B 鄧文晞

2C 梁嘉浚

2D 劉桐炘

2C 陳家禾

4A 嚴巧晴

1A 黃睎韻

4C 梁凱詠

4D 吳詠儀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6 管弦樂合奏組 - 季軍 本校管弦樂團

第十三屆香港鼓令24式擂台賽 優異獎 本校鼓隊

話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小學廣東話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粵語話劇組成員

傑出合作獎 粵語話劇組成員

香港創意戲劇節2016 優異獎 5B 劉潔禕

5B 劉韶嵐

5D 黃韻之

二等獎

一等獎

銅獎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初賽) 金獎

小學組  亞軍

鋼琴 - 冠軍

鋼琴 - 亞軍

鋼琴 - 季軍

常識

兩文三語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2016 AESC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初賽)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視藝 2015國際光及光基技術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 一等獎 1B 林子堯

世界賽 三等獎 6B 李穎妍

6B 黃羨瑜

世界賽 三等獎 4A 王卓榆

5A 陳煦晴

5A 陳旖琪

香港賽 一等獎 4A 蘇圃慧

4A 呂思慧

5A 陳珈汶

5A 林巧嵐

香港賽 二等獎 1B 林子堯

香港賽 二等獎 4A 梁愷晴

6B 李穎妍

6B 黃羨瑜

香港賽 三等獎 4A 王卓榆

5A 陳煦晴

5A 陳旖琪

荔園動物HIDE N SEEK--立體動物紙糊製作比賽 亞軍 3A 譚樂瑤

季軍 3A 潘曉玲

優異獎 4A 黃靖忻

公益少年團-愛與和平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6A 黃穎濡

保良局「家」多點「Fun」全港小學親子四格漫畫創作 優異獎 4B 趙日天

Fotmo 立體相片模型比賽 小學組  冠軍 6A 黃晴怡

6A 曾佩珊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比賽 一等獎 6D 盧紫柔

二等獎 2D 趙博聞

3A 杜學儒

3A 譚鴻浚

5A 陳旖琪

6D 何洛雯

三等獎 1A 繆傑智

2A 劉倬熒

 3A 潘曉玲

3A 陳彥寧

3A 李昀澤

4D 陳苡晴

5A 林巧嵐

6A 林傲芹

6D 賀釋瑤

6D 陳雨晴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板畫設計比賽 小學組 - 優異獎 4C 招俊然

4C 馬曉妍

4C 黃偉權

5A 陳煦晴

5B 張雯熙

5B 詹子晴

5B 李樂怡

5B 謝芷桐

5C 莊煒楠

5C 江祈志

5C 李承謙

第二屆「細味人生—漫畫續作比賽」 優異獎 5A 林巧嵐

向魚翅說不-明信片設計比賽2015 季軍 4A 梁愷晴

「保護海洋靠你我」網站橫額設計比賽 優異獎 4A 梁愷晴

反賭博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6B 馮穎彤

體育 15-16 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 青衣區男子組-金獎 本校男子組運動員

青衣區女子組-第三名 本校女子組運動員

中國舞高級組-優等獎 本校舞蹈高級組

中國舞低級組-甲等獎 本校舞蹈低級組

香港賽 三等獎

第52屆學校舞蹈節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體育 小學高級組 - 金獎 本校舞蹈高級組

小學高級組 - 銀獎 本校舞蹈表演組

小學初級組 - 金獎 本校舞蹈低級組

表演組 - 金獎 本校舞蹈表演組

低級組 - 金獎 本校舞蹈低級組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冠軍 本校女子籃球隊

最佳運動員 6B 丘健妤

6C 張汶錡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亞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全港區際足球比賽(青衣區代表) 全港季軍 6B 陳建霖

6D 高偉峰

4A 何建臻

4A 張文浩

15-16青衣區校際足球比賽 亞軍 本校男子足球隊

2015-2016青衣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100米  冠軍 6D 高偉峰

男甲200米  冠軍 6D 高偉峰

男甲鉛球  冠軍 6D 高偉峰

男甲 4X100米  季軍 本校男甲接力隊

男乙60米  殿軍 5D 陳穎博

男乙跳遠  亞軍 5D 陳穎博

男乙壘球  亞軍 5B 陳子軒

男乙 4X100米  殿軍 本校男乙接力隊

男丙60米  季軍 4B 盧俊傑

男丙100米  季軍 4C 招俊然

女甲200米  殿軍 6A 曹鍶澄

女甲鉛球  殿軍 6C 張汶錡

女甲 4X100米  殿軍 本校女甲接力隊

女乙100米  亞軍 5C 黃芷鈴

女乙200米  季軍 5C 黃芷鈴

女乙跳高  冠軍 5C 黃芷鈴

女乙跳遠  殿軍 5A 黃明欣

女乙 4X100米  亞軍 本校女乙接力隊

女丙60米  殿軍 4A 王敏行

女丙 4X100米 亞軍 本校女丙接力隊

男甲團體獎  季軍 男子田徑隊甲組

男乙團體獎  殿軍 男子田徑隊乙組

男丙團體獎  殿軍 男子田徑隊丙組

女甲團體獎  殿軍 女子田徑隊甲組

女乙團體獎  亞軍 女子田徑隊乙組

女丙團體獎  季軍 女子田徑隊丙組

2015-2016年度保良局屬下小學第12屆聯合運動會 女乙100米  亞軍 5C 黃芷鈴

男甲400米  冠軍 6B 陳建霖

男甲鉛球  冠軍 6D 高偉峰

女乙 4X100米 殿軍 本校女乙接力隊

女乙團體獎  殿軍 女子田徑隊乙組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100米自由泳 - 亞軍 6C 呂卓謙

男乙50米蛙泳 - 亞軍 5B 黃浩一

男乙50米蝶泳 - 殿軍 4C 陳浚旗

男乙100米蛙泳 - 殿軍 5C 蘇卓軒

男乙四式接力 - 季軍 男乙四式接力隊

男丙50米自由泳 - 冠軍 4A 何建臻

男丙50米自由泳 - 殿軍 2C 陳家禾

男丙50米背泳 - 冠軍 4A 何建臻

男丙自由接力 - 亞軍 男丙自由接力隊

女甲50米蛙泳 - 亞軍 6C 莊觀寧

女甲50米蛙泳 - 殿軍 6B 譚凱寧

女甲50米蝶泳 - 亞軍 6B 譚凱寧

女甲50米背泳 - 亞軍 6A 李焯琳

第44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第29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體育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50米自由泳 - 亞軍 5C 任詠琳

女甲50米自由泳 - 殿軍 6A 李焯琳

女甲100米蛙泳 - 冠軍 6C 莊觀寧

女甲100米自由泳 - 冠軍 5C 任詠琳

女甲四式接力 - 亞軍 女甲四式接力隊

女乙50米背泳 - 殿軍 1A 安梓瑜

女乙50米自由泳 - 亞軍 5A 陳煦晴

女乙100米自由泳 - 殿軍 5C 黎芷晴

女丙50米蛙泳 - 亞軍 4B 鍾曉彤

女丙50米蛙泳 - 殿軍 4D 李筠霖

女丙自由接力 - 季軍 女丙自由接力隊

男乙團體 - 季軍 男子游泳隊乙組

男丙團體 - 冠軍 男子游泳隊丙組

女甲團體 - 亞軍 女子游泳隊甲組

女乙團體 - 季軍 女子游泳隊乙組

女丙團體 - 季軍 女子游泳隊丙組

2015-2016保良局屬下小學聯合水運會 男子丙組背泳 - 季軍 4A 何建臻

2015-16年度青衣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團體殿軍 3A 陳彥寧

5A 劉曉穎

5B 詹子晴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 - 季軍 6A 郭子軒

6A 林卓言

6A 梁煒謙

6D 郭家豪

女子團體 - 季軍 5A 黃明欣

5C 莊煒楠

6A 李焯琳

6A 曹鍶澄

男子單打 - 季軍 6A 林卓言

男子單打 - 殿軍 6D 郭家豪

保良局青衣區聯校羽毛球比賽 男子三、四年級組 - 亞軍 4B 羅明德

男子五、六年級組 - 冠軍 6D 郭家豪

男子五、六年級組 - 亞軍 6A 林卓言

女子三、四年級組 - 冠軍 4A 林倚葶

女子五、六年級組 - 冠軍 6A 曹鍶澄

女子五、六年級組 - 亞軍 5A 黃明欣

2015-2016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殿軍 本校男子排球隊

2015-2016花式跳繩嘉年華 小組-冠軍 2B 曾凱晴

2D 何思融

3D 甘茜瀅

個人 - 冠軍 2B 曾凱晴

2B 曾凱晴

個人 - 亞軍 5B 李樂宜

3D 甘茜瀅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6 初級組三人大繩 - 冠軍 本校花式跳繩隊

高級組四人大繩 - 冠軍 本校花式跳繩隊

六人大繩 - 冠軍 本校花式跳繩隊

六人大繩走八字 - 冠軍 本校花式跳繩隊

品勢跆拳道比賽 速度競技賽-季軍 1C 蔡珀喬

速度競技賽-殿軍 2C 馮學徹

IT 第十一屆影藝新秀金葵獎短片比賽 6A 鍾曉桐

6A 佘綽桐

6A 曹鍶澄

6B 丘健妤

優異獎 6A 鍾卓枬

6A 郭子軒

6A 羅樂瑤

6A 倫綽盈

最佳影片

最具創意大獎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IT 2014-2015全港小學中英文徵文比賽暨短片拍攝比賽 季軍 6A 林俐

6A 朱巧彤

6A 陸欣瑜

6A 張凱善

6A 蘇婥盈

其他 「第27屆閱讀嘉年華」We Read Rap Rap故事演繹比賽 季軍 5A 黎海怡

5A 屈愷林

5A 屈愷桐

5A 余東泰

第20屆荃灣葵涌青衣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初級組 - 優異獎 2C 梁嘉浚

中級組 - 金獎 4A 梁愷晴

中級組 - 優異獎 3A 何嘉寶

高級組 - 金獎 5A 余東泰

高級組 - 銀獎 5A 黎海怡

高級組 - 優異獎 5A 馬敏寧

親子組 - 金獎 3D 羅子軒

親子組 - 金獎 5A 林穎妍

普通話組 - 優異獎 3A 胡凱淇

我最喜愛急口令獎 6A 蔡俊皓

最佳急口令獎 6A 鍾佩熹

最佳急口令獎 6A 蔡俊皓

傑出創意獎 6A 郭子軒

6A 黃凱俊

6A 曾智翹

6A 蔡俊皓

6A 董庭彰

6A 林卓言

6A 陳藝文

6A 鍾嘉兒

6A 黃羨喬

6A 黃旨蔚

全港小學生《執到幸運?》急口令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