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12 年度年度校外比賽成績一覽表 

 

科 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 第 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冠軍 余東泰 (1B) 

冠軍 吳芷晴 (2B) 

冠軍 張詠嵐 (4A) 

亞軍 陳樂蓓 (4A) 

季軍 何文愷 (1A) 

第 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集誦 冠軍 一、二年級集誦隊 

WE READ RAP RAP 

故事演繹大賽 
冠軍 

周凱晴 (6B) 

張詠嵐 (4A) 

周凱駿 (4A) 

楊康瑤 (6A) 

優異獎 

楊康瑤 (6A) 

楊諾賢 (6D) 

周凱晴 (6B) 

「愛‧傳世界」徵文比賽 優異獎   

大埔三育中學 

第七屆小學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小學中文組) 

優異獎 莫紹龍(6A) 

優異獎 梁朝威(6A) 

優異獎 林毅欣(5A) 

優異獎 關心怡(5A) 

優異獎 龍倩湄(5A) 

良好 鍾皜民(6A) 

良好 侯穎兒(6A) 

良好 林穎心(6A) 

良好 陸文韜(6A) 

葵青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初級組  金獎 曹鍶澄(2B) 

初級組  金獎 周凱駿(4A) 

高級組  金獎 周凱晴(6B) 

初級組  銀獎 吳芷晴(2B) 

初級組  優異獎 蘇韻蘋(2C) 

中級組  優異獎 張詠嵐(4A) 

英文 第 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獨誦 亞軍 何立言 (3A) 

季軍 黎森怡 (4B) 

第 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集誦 季軍 四 - 六年級集誦隊 

大埔三育中學 

 第七屆小學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小學英文組) 

Merit 龍倩湄(5A) 

Merit 林穎心(6A) 

Merit 何芊彤(6A) 

Proficiency 侯穎兒(6A) 

Proficiency 鄭芷晴(6A) 

Proficiency 李芷穎(6A) 

Proficiency 鍾皜民(6A)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2012 一等獎 陳映如 (3C) 

「華夏盃」 奧林匹克晉級賽-香港區 特等獎 陳映如 (3C) 



2012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金獎 鄭家皓(5A) 

2012 年香港珠心算、數學精英杯暨世界城市杯三短

選拔賽 
小五  三算組    總冠軍 鄭家皓(5A) 

小五  珠心算組  總冠軍 鄭家皓(6A) 

小五  數學組    金杯獎 鄭家皓(7A) 

2011 多元智能盃全港珠心算暨數學大賽 初級組     總季軍 楊濠誌 (3C) 

19th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五組    銀獎 鄭家皓(5A) 

全港 18區(葵青區)小學數學比賽 智多星-殿軍 何芊彤(6A) 

銀獎 吳玥澐(6A) 

銀獎 何芊彤(6A) 

銀獎 林穎心(6A) 

優異獎 莊展源(6A) 

優異獎 梁皓瑋(6A) 

優異獎 黃敬澔(6A)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年級  三等獎 郭子軒(2A) 

三年級  一等獎 陳映如 (3C) 

三年級  二等獎 鄭富行(3A) 

三年級  三等獎 司徒益霖(3A) 

三年級  三等獎 羅以恩(3A) 

四年級  一等獎 李建霖(4A) 

五年級  一等獎 鄭家皓(5A) 

五年級  二等獎 吳卓榆(5A) 

五年級  三等獎 司徒雪晴(5A) 

五年級  三等獎 張子謙(5A) 

六年級  二等獎 黃敬澔(6A) 

六年級  二等獎 何芊彤(6A) 

六年級  二等獎 莊展源(6A) 

六年級  二等獎 吳玥澐(6A) 

六年級  二等獎 梁皓瑋(6A) 

六年級  二等獎 林穎心(6A)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2 (香

港賽區) 
一等獎 

鄭家皓 (5A) 

第 21屆全國數學大王邀請賽(香港賽區) 三等獎 鄭家皓 (5A) 

第六屆香港盃全港心算比賽 中年級組  亞軍 楊濠誌(3C) 

常識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問答比賽 優異獎(個人) 張麗偲(5A)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11-12 優異獎 李珈熹(3C) 

15th 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比賽 

嘉許獎 

林穎心(6A) 

吳玥澐(6A) 

何芊彤(6A) 

余朗僖(6A) 

普通話 第 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亞軍 黃嘉韾(6A) 

季軍 林毅欣(5A) 

季軍 趙凱晴(1D) 

2011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獨誦 季軍 梁煒謙(2B) 



第七屆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 優異獎 關心怡(5A) 

第八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優秀演員 蔡巧易(6B) 

體育 2011-2012 年度青衣區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自由泳     冠軍 黃稀萳(6B) 

50 米自由泳     冠軍 宗曉桐(5A) 

50 米自由泳     亞軍 楊曉晴(4A) 

50 米自由泳     亞軍 葉蔚琳(5A) 

50 米自由泳     亞軍 楊澤俐(6B) 

50 米自由泳     亞軍 余承緻(4C) 

50 米自由泳     季軍 區昊宏(5D) 

50 米自由泳     季軍 石鎧烽(6C) 

50 米背泳      亞軍 余承緻(4C) 

50 米背泳      亞軍 葉蔚琳(5A) 

50 米背泳      季軍 楊曉晴(4A) 

50 米背泳      殿軍 李珮嘉(4D) 

50 米背泳      殿軍 區昊宏(5D) 

50 米背泳      殿軍 張希慧(6D) 

50 米蛙泳      季軍 莫采瑤(3A) 

50 米蛙泳      季軍 鄭家皓(5A) 

50 米蛙泳      殿軍 蕭子浩(4D) 

50 米蛙泳      殿軍 王昱琪(6D) 

50 米蝶泳      季軍 鄭家皓(5A)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宗曉桐(5A)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石鎧竣(5A))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石鎧烽(6C)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張希慧(6D) 

100 米蛙泳     冠軍 范皓淳(6D) 

100 米蛙泳     冠軍 梁彥朗(5A) 

100 米蛙泳     亞軍 黃稀萳(6B) 

自由接力      亞軍 男丙組團體 

自由接力      季軍 男甲組團體 

自由接力      季軍 男乙組團體 

四式接力      亞軍 男甲組團體 

四式接力      季軍 男乙組團體 

自由接力      冠軍 女乙組團體 

自由接力      季軍 女甲組團體 

自由接力      季軍 女丙組團體 

四式接力      冠軍 女乙組團體 

四式接力      季軍 女甲組團體 

團體總成績 - 亞軍 男丙組團體 

團體總成績 - 季軍 男甲組團體 

團體總成績 - 季軍 男乙組團體 

團體總成績 - 亞軍 女甲組團體 

團體總成績 - 亞軍 女乙組團體 



團體總成績 - 季軍 女丙組團體 

第十屆保良局屬下小學聯合水運會 50 米白由泳  季軍 宗曉桐(5A) 

100 白由泳  季軍 宗曉桐(5A) 

葵青區游泳比賽 2011 100 米背泳        冠

軍               
余承緻(4C) 

100 米蝶泳        冠軍 余承緻(4C) 

200 米捷泳      第三名 張希慧(6D) 

200 米胸泳      第二名 張希慧(6D)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1/12 200 米捷泳      第二名 張希慧(6D) 

2011-2012 青衣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團體       殿軍 

陳曉澄(3D) 

宗曉桐(5A) 

馮靄汶(6A) 

黃稀萳(6B) 

劉倩晴(6D) 

女子雙打      殿軍 
宗曉桐(5A) 

黃稀萳(6B) 

男子團體      殿軍 

周凱駿(4A) 

林祉佑(6A) 

張柏慆(6A) 

黃政偉(6B) 

張浚銘(6B) 

男子單打      季軍 黃政偉(6B) 

男子雙打      殿軍 黃政偉(6B) 

  周凱駿(4A) 

2011-2012 青衣校際田徑比賽 男丙組團體      冠軍 男子丙組團體 

女甲組團體      殿軍 女子甲組團體 

女乙組團體      亞軍 女子乙組團體 

男乙跳遠        季軍 莫家昊(5B) 

男丙跳遠        殿軍 吳柏伸(4D) 

男丙 60米        冠軍 李瀚楠(4A) 

男丙 100 米       冠軍 李瀚楠(4A) 

男甲 200 米       亞軍 陸文韜(6A) 

男甲 400 米       殿軍 林啟淵(6B) 

男乙 200 米       殿軍 張栢浩(5D) 

男丙 4x100 米     亞軍 

陳俊樂(4B) 

李子健(4C) 

李瀚楠(4A) 

吳柏伸(4D) 

王首一(4A) 

男丙最佳運動員 李瀚楠(4A) 

女甲鉛球        冠軍 龍馥鎧(6B) 

女甲壘球        亞軍 劉倩晴(6D) 

女乙壘球        殿軍 司徒雪晴(5A) 



女乙跳高        殿軍 區嘉琳(5C) 

女乙跳遠        冠軍 宗曉桐(5A) 

女乙 60米        亞軍 宗曉桐(5A) 

女乙 100 米       亞軍 宗曉桐(5A) 

女乙 4x100 米     亞軍 

楊心怡(5C) 

區嘉琳(5C) 

宗曉桐(5A) 

翁曉盈(5A) 

胡凱婷(5D) 

葉蔚琳(5A) 

2011-2012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八屆聯合運動會 女乙壘球   亞軍 司徒雪晴(5A) 

女甲鉛球   亞軍 龍馥鎧(6B) 

女乙 100 米  季軍 宗曉桐(5A) 

女甲壘球   殿軍 李芷穎(6A) 

第二十五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優等獎 初級舞蹈組 

優等獎 高級 A舞蹈組 

優等獎 高級 B舞蹈組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 中國舞蹈組 B組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低年級組   中國舞低年級組 

第四十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金獎 初級舞蹈組 

最佳表演獎 初級舞蹈組 

銀獎 高級 A舞蹈組 

金獎 高級 B舞蹈組 

11-12 青衣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冠軍 本校女子籃球隊 

11-12 青衣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      殿軍 男子羽毛球隊全體 

  女子團體      亞軍 女子羽毛球隊全體 

青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女子組) 季軍 本校女子排球隊 

青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男子組) 第四名 本校男子排球隊 

花式跳繩比賽(Double Dutch Contest) 

第三名 

楊凱晴 (6B) 

郭聿薇 (6B) 

黃凱桐 (6C) 

第四名 

鍾皜民 (6A) 

陳俊康 (6D) 

林芷琪 (6B) 

曾宥騏 (6B) 

聖誕跳繩嘉年華 

六人大繩   冠軍 

楊凱晴(6B) 

郭聿薇(6B) 

黃凱桐(6C) 

鍾皓民(6A) 

陳俊康(6D) 

林芷琪(6B)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優異獎 本校跳繩隊 

最突出造型獎   



屈臣氐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2011-2012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宗曉桐(5A) 

第九屆水陸鐵人耐力大比拼 冠軍 宗曉桐(5A) 

元朗區青年節長跑賽 2012 第一名 宗曉桐(5A) 

全港小學學界套拳比賽 藍紅色帶       亞軍 張晉偕 (5B) 

視藝 2011 國際森林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一等獎 

林穎心(6A) 

高蓓詩(6A) 

世界賽三等獎 
趙建達(6B) 

彭文思(6B) 

香港賽一等獎 
趙建達(6B) 

彭文思(6B) 

香港賽二等獎 
林穎心(6A) 

高蓓詩(6A) 

香港賽三等獎 楊雪穎(6D)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二等獎 林穎心(6A) 

二等獎 李肇鋒 6C) 

三等獎 劉晉言(5B) 

港鐵車站階梯設計比賽 優等獎 劉晉言(5B) 

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西畫組) 三等獎 劉梓駿(3B) 

2011 地球村繪畫比賽兒童組 二等獎 劉梓駿(3B) 

2011 第二十三屆 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銅獎 

林穎心(6A) 

何翰林(5B) 

音樂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初級組合唱       季軍 一至三年級歌詠隊 

鋼琴             冠軍 黃可明(5B) 

鋼琴             亞軍 楊凱晴(6B) 

鋼琴             季軍 胡凱婷(5D) 

鋼琴             季軍 王兆昇(5D) 

鋼琴             季軍 林祉佑(6A) 

亞洲國際手鈴協會 銅獎 本校手鐘隊 

2011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初小組 - 口琴    冠軍 梁煒謙 (2B) 

第四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曲目組         二級獎 楊濠誌 (3C) 

第六屆音樂演奏評分賽 小提琴(幼童組)  三等獎 勞鎧橦(1D) 

其他 香港學校戲劇節-3R 環保戰士 傑出舞台效果獎 

世德話劇組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2 

傑出獎 

龍溥廷(5A) 

歐永傑(5B) 

梁欣朗(5B) 

蔡巧易(6B) 

葵青區「第八屆影藝新秀金葵獎」 

最佳影片 

鄭芷晴(6A) 

楊康瑶(6A) 

關心怡(5A) 

馮煒珊(5A) 

數碼媒體創作 鄭芷晴(6A) 



金獎 

最佳原創作品 

最佳動畫/特效製作 

范愷翹(6A) 

關心怡(5A) 

龍倩媚(5A)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范愷翹(6A) 

林婉婷(6A) 

盧智滔(6A) 

黃天燁(6A) 

楊康瑶(6A) 

楊凱晴(6B) 

鄧慧珊(6B) 

郭聿薇(6B) 

黃俊燊(6B) 

李欣美(5C) 

李涴汶(6D) 

公益少年團葵青區-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 優異獎 李澤城(4A) 

第一屆「明日領袖獎」 明日領袖獎 林穎心(6A) 

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校際) 第四獎 全校 

2011 匯豐少年警訊獎勵計劃 

最佳少訊小學學校校支會 
葵青區冠軍 本校 JPC 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