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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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朗誦) 一、二年級集誦 - 冠軍 粵語集誦隊 

詩詞獨誦 - 季軍 3A 鍾佩熹 

2D 黎海怡 

第十七屆荃葵青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初級組    金獎 2D 黎海怡 

初級組    銀獎 2B 余東泰 

中級組    優異獎 
3A 曹鍶澄 

3A 吳芷晴 

高級組    金獎 5A 張詠嵐 

高級組    銀獎 5A 周凱駿 

第 24屆閱讀嘉年華 

-Ｗe Ｒead Ｒap Ｒap 故事演繹比賽 
冠軍 

3A 曹鍶澄 

5A 周凱駿 

5A 張詠嵐 

6A 龍溥廷 

第九屆升中伯樂計劃 中文科   銀獎 6A 關心怡 

小學生現場作文比賽 (小五、小六中文組) 

良好 

5A 劉曉澄 

5A 朱穎詩 

6A 葉蔚琳 

優異 

6A 鄭家皓 

6A 關心怡 

6A 龍倩湄 

「爸/媽，我想和你一起玩」全港小學生徵文比賽 中小組亞軍 4A 傅綺琳 

高小組優異 
5A 楊曉晴 

6B 林浩森 

皇仁舊生會中學(徵文比賽) 亞軍 6C 陳倩怡 

優異獎 6C 楊詠稀 

6C 邱超期 

2012 年小作家 優異獎 5A 馮學謙 

2012「小腳板夏日遊蹤」徵文比賽 高小組 - 優異獎 6A 關心怡 

普通話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朗誦) 詩詞獨誦 - 亞軍 3A 梁煒謙 

6A 關心怡 

詩詞獨誦 - 季軍 6A 林毅欣 

4A 何立言 

5A 楊曉晴 

2D 陳美延 

第九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最佳男演員 6A 龍溥廷 

第八屆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普通話) 季軍 6A 林毅欣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誦藝比賽 普通話詩詞 - 銀獎 3A 梁煒謙 

第三屆東方盃朗誦比賽 2012-香港 獨誦一、二年級組 - 冠軍 1A 馮哲韜 

2012 小小誦王總決賽 小學組 - 亞軍 1A 馮哲韜 

2012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古詩獨誦 - 銀獎 1C 蘇圃慧 

2012 第四屆 「中國盃」 朗誦節  古詩獨誦 - 季軍 1C 蘇圃慧 



2012 第七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繞口令(中小 A組) - 優異獎 4A 何立言 

第四屆 「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優異獎 3D 吳柏希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3 優異星獎 3A 梁煒謙 

英文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朗誦) 四至六年級女子集誦 - 季軍 英語集誦隊 

英語獨誦 - 冠軍 2A 屈愷林 

5A 陳樂蓓 

5B 黎森怡 

6A 鄭家皓 

英語獨誦 - 亞軍 6A 龍倩湄 

5A 楊曉晴 

英語獨誦 - 季軍 6A 吳卓榆 

5A 張詠嵐 

6A 龍溥廷 

2B 余東泰 

保良局屬下小學英語戲劇表演 金獎 本校英語話劇組 

  最佳演員獎 4A 林俐 

第九屆升中伯樂計劃 英文科   銅獎 6A 鄭家皓 

第八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英文組) 優異 6A 鄭家皓 

6A 關心怡 

6A 龍倩湄 

6A 葉蔚琳 

良好 6A 溫皓然 

5A 劉曉澄 

KINDLING Creativity Competition 2013 

Creating Awesome Adverts 
五、六年級組 - 第六名 6A 馮心妍 

數學 2012 年荃葵青小學數學競賽 優良獎 6A 鄭家皓 

第七屆香港盃全港心算比賽 中年級組 - 總冠軍 4B 楊濠誌 

2012 年多元智能盃 心算中級組 - 金獎 4B 楊濠誌 

心算高級組 - 銀獎 楊凱晴(已升中) 

小五組 - 三等獎 6A 鄭家皓 

2012 全港十八區(葵青)小學數學比賽 銀獎 6A 林卓恒 

6A 馮心妍 

6A 鄭家皓 

銅獎 6A 朱沛霖 

6B 王智軒 

6A 陳怡婷 

第 20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5A 李建霖 

6A 鄭家皓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3 優秀獎 6A 朱沛霖 

  三等獎 4A 何立言 

2013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總成績：三等獎 6A 鄭家皓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 鄭家皓 

2013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分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初賽 金獎 第四名 4A 何立言 



金獎 4A 何立言 

銀獎 6A 鄭家皓 

6B 王智軒 

6A 關心怡 

銅獎 6A 朱沛霖 

6A 林卓恒 

6A 曾嘉穎 

4A 司徒雪晴 

6A 溫皓然 

2013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分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晉級

賽 
金獎 1D 何俊霆 

銅獎 4A 何立言 

6A 朱沛霖 

6A 林卓恒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丰克邀請賽 2013-總

決賽 
四年級--三等獎 4A 何立言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丰克邀請賽 2013-初

賽 
六年級  一等獎 6A 鄭家皓 

六年級  二等獎 6B 王智軒 

6A 關心怡 

6A 潘麒光 

六年級  三等獎 6A 吳卓榆 

6A 朱沛霖 

6A 張子謙 

6A 龍倩湄 

五年級   二等獎 5A 李建霖 

五年級   三等獎 5A 李啟豐 

四年級   一等獎 4A 何立言 

四年級   三等獎 4A 司徒益霖 

常識 第十六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傑出獎 6A 張麗偲 

6A 溫皓然 

6A 關芷筠 

6A 葉蔚琳 

6A 鄭家皓 

第九屆升中伯樂計劃 科學科   銀獎 6A 龍溥廷 

通識大比拼問答比賽 隊際賽-亞軍 6A 潘麒光 

6A 莫家昊 

6A 梁健俊 

燕京盃葵青區小學校際通識能力挑戰賽 2012 優異獎 6A 龍倩湄 

6A 溫皓然 

6A 鄭家皓 

6A 馮心妍 

6A 司徒雪晴 

初賽個人成績甲等獎 6A 鄭家皓 

初賽個人成績乙等獎 6A 李欣妍 



燕京盃葵青區小學校際通識填字遊戲挑戰賽 2012 小學組 - 優異獎 5A 梁璟朗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問答比賽 2012 個人賽(小學組)優異獎 6A 張麗偲 

音樂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第二名 6A 葉蔚琳 

6B 陸凱晴 

1A 張卓熙 

鋼琴獨奏-第三名 4A 梁展維 

6A 黃梓欣 

4B 楊濠誌 

鼓令二十四式擂台賽 迎新組 - 季軍 本校鼓隊 

2012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口琴/初小組 亞軍 3A 梁煒謙 

第十三屆香港(亞太區)鋼琴大賽舒伯特作品比賽 四級組 -  二等獎 5A 劉曉澄 

2013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童組 - 銅獎 5A 劉曉澄 

第七屆音樂演奏評分賽 小提琴 - 三等獎 2B 蘇煒麟 

視藝 2012 國際合作社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  一等獎 6A 梁彥朗 

世界賽  三等獎 6A 林卓恒 

6A 翁曉盈 

香港賽 三等獎 6A 梁彥朗 

6A 林卓恒 

6A 翁曉盈 

第九屆升中伯樂計劃 視藝科   銅獎 6A 關心怡 

第二十五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兒童組 - 銀獎 6B 何翰林 

第 12屆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兒童組 - ȓ等獎 5A 周凱駿 

2012「彩繪人生」繪畫比賽 二等獎 1D 莫駿謙 

6B 劉晉言 

第 12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青少年組 - 三等獎 5D 陸穎嵐 

「樂在畫中」兒童繪畫大賽 2013 兒童組 金賞 6B 劉晉言 

評審團 銅賞 6B 劉晉言 

《基本法》漫畫/動態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冠軍 6B 劉晉言 

第 19屆世界和平書畫展國際青少年書畫評獎 國畫組-銀獎 6B 何翰林 

書法組-銅獎 6B 何翰林 

第五屆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交流大賽 繪畫-銅獎 1C 蘇圃慧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高級組-入圍獎 6B 劉晉言 

GNET STAR 全港兒童繪畫大獎賽 銀獎 1C 蘇圃慧 

衛生生活-攝影比賽 優異獎 6A 馮心妍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異獎 4B 李珈熹 

體育 2012-13 年度青衣區全年總錦標 全體男子組組員 - 金獎 本校男運動員 

全體女子組組員 - 銀獎 本校女運動員 

優秀男子運動員 5B 吳柏伸 

優秀女子運動員 6A 宗曉桐 

2012-2013 年度保良局屬下小學第九屆聯合運動會 男丙團體獎 - 亞軍 男子丙組 

男丙接力 4X100 - 殿軍 4C 何卓曦 

4B 張銘希 

4C 郭家豪 



4C 譚臻榮 

男丙 60米 - 殿軍 4B 張銘希 

男丙 100 米 - 亞軍 4C 譚臻榮 

男丙 00米 - 殿軍 4C 何卓曦 

女甲接力 4X100 - 季軍 6A 宗曉桐 

6D 胡凱婷 

6C 區嘉琳 

6A 連彗心 

6A 葉蔚琳 

6A 關芷筠 

女甲 60米 - 殿軍 6D 胡凱婷 

女乙 200 米 - 殿軍 5B 莫紹瑩 

女甲擲壘球 - 冠軍 6A 司徒雪晴 

女甲推鉛球 - 季軍 6C 張曼琪 

女甲跳高 - 殿軍 6C 區嘉琳 

2012-2013 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團體獎 - 亞軍 男子乙組 

男丙團體獎 - 亞軍 男子丙組 

女丙團體獎 - 季軍 女子丙組 

女甲團體獎 - 殿軍 女子甲組 

男子最佳運動員獎 5B 吳柏伸 

男乙 4X100 米 - 冠軍 5A 李瀚楠 

5B 吳柏伸 

5A 王首一 

5B 陳俊樂 

5D 李子健 

5A 冼卓言 

男乙 60米 - 冠軍 5B 吳柏伸 

男丙 60米 - 亞軍 4C 何卓曦 

男乙 60米 - 季軍 5A 李瀚楠 

男乙 100 米 - 冠軍 5B 吳柏伸 

男丙 100 米 - 冠軍 4C 何卓曦 

男乙 200 米 - 殿軍 5A 冼卓言 

男乙跳遠 - 冠軍 5B 吳柏伸 

男丙跳遠 - 冠軍 4A 鄭富行 

女甲 4X100 米 - 亞軍 6A 宗曉桐 

6C 區嘉琳 

6D 胡凱婷 

6D 楊心怡 

6A 吳卓榆 

6A 葉蔚琳 

女丙 4X100 米 - 亞軍 4A 楊穎琳 

4A 王恩彤 

4A 劉貝嘉 



4A 潘柔雅 

女乙 4X100 米 - 殿軍 5B 莫紹瑩 

5C 鄧巧晴 

5A 林啟原 

5A 郭穎茵 

女甲 60米 - 亞軍 6A 宗曉桐 

女甲 100 米 - 亞軍 6A 宗曉桐 

女乙 200 米 - 季軍 5A 林啟原 

女丙跳遠 - 季軍 4A 王恩彤 

女甲跳遠 - 殿軍 6A 宗曉桐 

女丙壘球 - 殿軍 4A 楊穎琳 

女甲壘球 - 殿軍 6A 司徒雪晴 

燕京書院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隊-冠軍 

6A 宗曉桐 

6A 葉蔚琳 

6C 區嘉琳 

6D 胡凱婷 

男子隊-優異 

5A 冼卓言 

5A 王首一 

5B 吳柏伸 

6C 黎俊業 

皇仁舊生會銀禧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隊-亞軍 

6A 宗曉桐 

6A 葉蔚琳 

6C 區嘉琳 

6D 胡凱婷 

男子隊-季軍 

5A 李瀚楠 

5A 王首一 

5B 吳柏伸 

6C 黎俊業 

水陸鐵人比賽-賽站三 第一名 6A 宗曉桐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2012 第二名 6A 宗曉桐 

南區越野賽 2012 季軍 6A 宗曉桐 

2012-2013 年度青衣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團體 - 殿軍 

4A 潘樂琳 

4B 陳曉澄 

5A 吳雪苗 

6A 宗曉桐 

女子單打 - 季軍 6A 宗曉桐 

男子團體 - 亞軍 

5A 周凱駿 

6B 伍澤晞 

6B 李殷睿 

6B 鄒澔庭 

6B 林浩森 

男子雙打 - 冠軍 
6B 伍澤晞 

5A 周凱駿 



男子單打 - 季軍 5A 周凱駿 

少年乒乓球比賽 2012 兒童組 - 冠軍 5A 周凱駿 

2012-2013 年度青衣區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 亞軍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團體 - 亞軍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團體 - 季軍 男子丙組 

女子甲組團體 - 季軍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團體 - 季軍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團體 - 殿軍 女子丙組 

男子自由接力亞軍 男子乙組 

男子自由接力季軍 男子甲組 

男子自由接力季軍 男子丙組 

女子自由接力冠軍 女子甲組 

女子自由接力亞軍 女子丙組 

女子自由接力殿軍 女子乙組 

男子四式接力亞軍 男子甲組 

男子四式接力亞軍 男子乙組 

女子四式接力冠軍 女子甲組 

女子四式接力季軍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 亞軍 6B 黃天樂 

100 米自由泳  - 冠軍 6A 宗曉桐 

100 米自由泳  - 亞軍 6A 石鎧竣 

100 米自由泳  - 季軍 4B 梁閎傑 

100 米蛙泳    - 冠軍 6A 梁彥朗 

100 米蛙泳    - 亞軍 5D 蕭子浩 

100 米蛙泳    - 殿軍 5B 黎森怡 

50 米自由泳   - 冠軍 6A 宗曉桐 

50 米自由泳   - 亞軍 5A 楊曉晴 

50 米自由泳   - 季軍 6A 葉蔚琳 

50 米自由泳   - 殿軍 6A 石鎧峻 

50 米自由泳   - 殿軍 4B 劉梓駿 

50 米背泳     - 冠軍 6A 葉蔚琳 

50 米背泳     - 冠軍 3A 李焯琳 

50 米背泳     - 季軍 4A 郭家榮 

50 米背泳     - 季軍 6D 區昊宏 

50 米背泳     - 殿軍 5C 余承緻 

50 米背泳     - 殿軍 1A 何建臻 

50 米蝶泳     - 亞軍 5A 楊曉晴 

50 米蝶泳     - 季軍 5C 余承緻 

50 米蝶泳     - 殿軍 6A 鄭家皓 

50 米蛙泳     - 亞軍 6A 梁彥朗 

50 米蛙泳     - 亞軍 5B 區昊言 

50 米蛙泳     - 殿軍 4A 郭家榮 

50 米蛙泳     - 殿軍 6A 鄭家皓 



第十屆保良局屬下小學聯合水運會 
50 米自由泳 - 季軍 6A 宗曉桐 

100 米自由泳 - 季軍 6A 宗曉桐 

青年會短池賽 - 第二回 200 米自由式 - 第一名 6A 宗曉桐 

第 49屆學校舞蹈節 初級組 - 甲等獎 低年級舞蹈組 

高級組 - 優等獎 高年級舞蹈 A組 

第 41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初級組 

第二十六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初級組  - 金獎 低年級舞蹈組 

高級組 - 金獎 高年級舞蹈 A組 

高級組 - 金獎 高年級舞蹈 B組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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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本校女子排球隊 

2012-2013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冠軍 本校男子排球隊 

12-13 青衣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 本校男子羽毛球隊 

女子團體殿軍 本校女子羽毛球隊 

男子單打 - 亞軍 5B 吳柏伸 

女子單打 - 殿軍 6A 宗曉桐 

11-12 保良局青衣區聯校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 - 冠軍(2)   

       - 亞軍(1) 本校 P.3-6 學生 

       - 季軍(2)   

女子組 - 冠軍(2)   

       - 亞軍(1)   

       - 季軍(2)   

12-13 保良局青衣區聯校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 - 冠軍(2)   

       - 亞軍(2)   

       - 季軍(2)   

       - 殿軍(1) 本校 P.3-6 學生 

女子組 - 冠軍(2)   

       - 亞軍(2)   

       - 季軍(2)   

       - 殿軍(2)   

青衣區校際足球比賽 亞軍 本校足球隊 

勵誠會傑出學員培訓獎勵計劃聯校跆拳道公開大賽

2012 
搏擊組 - 冠軍 4C 呂立賢 

國藝會跆拳道套拳邀請賽 2012 亞軍 2B 蘇煒麟 

2013 年度香港誠和會空手道大賽 

混合隊制套拳 - 冠軍 1D 招俊然 

自由組手 - 冠軍 1D 招俊然 

混合套拳 - 亞軍 1D 招俊然 

香港競技體操友好分齡賽(小學男子新秀組) 

跳箱--亞軍 4B 楊濠誌 

自由操--殿軍 4B 楊濠誌 

兩項全能--季軍 4B 楊濠誌 

IT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6A 黃梓欣 

6A 朱沛霖 

6A 關心怡 



6A 張麗偲 

6B 李殷睿 

6B 梁欣朗 

6B 梁浩明 

6B 錢穎欣 

6D 唐均浩 

第十八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評審推薦 6A 關心怡 

話劇 Agent Penny 與 Will Power 之第一屆理財特攻隊創意劇場比

賽 
傑出劇本創作亞軍 本校話劇組 

保良局創意戲劇節 2013 

榮譽獎 

6A 關心怡 

6A 張麗偲 

6B 歐永傑 

6A 龍溥廷 

傑出獎 

4A 陸欣瑜 

5B 劉慧嵐 

5A 陳樂蓓 

5A 王首一 

6B 梁欣朗 

6C 黃瑋倫 

6B 謝家朗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2/13 

傑出演員獎 
6A 龍溥廷 

6B 梁欣朗 

傑出合作獎 本校戲劇組 

傑出整體演出獎 校校戲劇組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 團體獎亞軍 本校戲劇組 

其他 2012 年葵青區傑出義工獎勵計劃(少年組) 傑出義工 6D 屠嘉輝 

2012 葵青區少年警訊-傑出小學支會獎 冠軍 本校少年警訊隊 

第五屆香港女子圍棋大賽 10-12 歲組 - 亞軍 6A 鄭家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