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6 年度校外比賽獲獎消息：
(截至 2016 年 6 月 3 日)
1. 荃灣區小學校際羽毛球錦標賽
男子團體
冠軍︰
4C 黃俊壹、5A 陳耀良、6C 王卓謙、6C 黃冠壹、6D 莊睿翀
女子團體
冠軍︰
5E 蘇善、5E 余亦芯、6A 謝晰喬、6A 廖思盈、5C 陳穎霖
男子單打
冠軍︰6C 黃冠壹
亞軍︰6D 莊睿翀
女子單打
冠軍︰5C 陳穎霖
亞軍︰6A 廖思盈
傑出運動員︰5C 陳穎霖、6A 廖思盈、6C 黃冠壹、6D 莊睿翀
2.

荃灣區小學推廣訓練計劃五人足球比賽
精英組 亞軍︰
4A 黃駿彥、4B 張晉謙、4C 李諾然、4D 姚澔澄、5C 何謙陶、5C 林曉揚
5C 黃兆康、5E 何思翰、5E 蕭栢浩、5E 黃俊軒
幼苗組 冠軍︰
2A 陳雋謙、2A 鄭綽朗、2A 周景澄、2A 梁栢源、2A 吳灝軒、2B 梁顥一、2B 鄧奕朗、2C 梁昭庸
2C 林文昇、2D 周爾樂、2D 馮文希、2E 楊浩霖、3A 李淳一、3A 徐柏森、3A 譚傑禧、3B 楊皓鈞
3B 楊皓然、3B 温熙顒、3B 黃天定、3C 李柏霖、3C 蘇倬毅、3D 周以軒、3D 利學賢、3D 鄧臻朗
3D 曾靖鈞、3E 陳浩宏

3.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2015/16
初小組隊際總冠軍︰本校
男子初小組 隊際亞軍︰3C 廖崇恩、3D 梁彥韜、3D 羅嘉濤、3B 吳恩浩、2B 李籽晅、2B 羅柏皓
2C 盧以諾、2D 彭展朗
女子初小組 隊際冠軍︰2B 黎晞賢、2D 陸愉澄、2E 鍾依玲、3A 鄺恩琳、3A 林諾詩、3C 陸愉臻
男子高小組

4.

隊際冠軍︰5A 羅泊棋、5B 鍾景霖、5B 賴朗澄、5C 黃竣熙、6A 張家祐、6A 葉智澄
6B 曾彥齊、6B 黃奕朗、6C 鄭泓軒、6C 黎卓恩、6D 蔡卓民、6D 鄺子溱

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學校計劃----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男甲經驗組 冠軍︰6A 張家祐
女甲經驗組 季軍︰5D 鄭碧澄
男乙經驗組 季軍︰4C 黃梓朗
女乙經驗組 冠軍︰4A 梁家萱 季軍︰3A 鄺恩琳
男丙經驗組 季軍︰2B 羅柏皓
女丙經驗組 季軍︰2B 黎晞賢、2E 鍾依玲

5.

簡易運動大賽---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男子甲組
亞軍︰6A 張家祐
女子甲組
冠軍︰5D 鄭碧澄
殿軍︰4A 梁家萱
女子乙組 冠軍︰3A 鄺恩琳

6.

2016 港澳盃初賽
金獎︰
1C 陳君灝、1C 黃梓丞、1D 陳智謙、2E 薛泳翹、3C 黃皓謙、3E 周梓朗、4C 聶子堯、5D 陳智毅
5D 鄭智朗、5E 蕭栢皓、6D 陳尚希、6E 方子璘
銀奬︰
1A 謝子燊、1C 何遵言、1C 關毅朗、1E 傅秀澄、2B 梁顥一、2C 鄭梓彤、2D 周爾樂、2E 楊浩霖
3A 鄭敬軒、3A 何樂怡、3E 吳宜皓、4A 趙正揚、4A 鄧哲丞、4C 黃梓朗、4E 梁諾晴、5B 阮天諾
5C 蔡家朗、5D 張楚晟、5D 黎晞恩、5D 戴慧明、5E 廖敬謙、5E 文贊舜、6D 劉昊霖
銅奬︰
1D 林映同、1D 老駿傑、2B 陳懿嘉、2D 鍾天慧、2E 陳祉澄、3A 黃晉軒、3C 盧冠丰、3C 蕭穎瑜
3D 鄭曜庭、3E 呂俊、5A 趙梓琦、5A 蕭穎妍、5B 陳璟和、5C 林曉揚、6D 文贊源

7.

第二十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一等獎︰6D 陳尚希、6E 許駿驊
二等獎︰6E 蔡浩鋒、6E 方子璘
三等獎︰6B 曾彥齊

8.

2015-2016 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一等獎︰6D 陳尚希、6E 方子璘
二等獎︰6E 許駿驊、6B 鄭弘浚
三等獎︰6A 楊泓澤

9.

常識百搭科學專題設計
傑出獎︰
4D 鄺以琳、5D 李德瑜 、5E 廖敬謙、6A 梁曉欣、6A 邱璐得、6B 曾祈恩

10. YMCA 第三十三屆新界會所盃羽毛球賽
女子兒童組 單打 季軍︰ 6A 謝晰喬
11.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5
A2M 男子色帶組 冠軍︰2B 羅柏皓
男子色帶組 季軍︰3C 李俊謙

12. HKYPAF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鋼琴及音樂比賽---鋼琴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一級組 季軍︰2A 龐智穎
朗誦及故事演講.書畫比賽---普通話朗誦小學自選組 P1-3 組 銀獎︰2A 龐智穎
13. 2015 第二屆香港青少年綱琴比賽
考試一級組 亞軍︰2A 龐智穎
14. 第五屆香港亞洲音樂比賽
鋼琴自選樂曲組

冠軍︰1C 陸俊朗

15. 2015 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
男子單打 9 歲組 季軍︰5D 黃耀民
16. 2015 全港公開青少年兒童武術分齡賽
男子小童組棍術 優異獎︰5D 趙澤烺
17. 2016 年第 18 屆'華杯'奧數之星創新思維初賽(香港選拔賽)
三等獎︰4B 曾匯民
18. 2015/2016 年度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錦標賽
M10 組別
冠軍︰4B 曾匯民
19. 香港拯溺總會 2016 拯溺(海洋及沙灘)分齡賽
女子少年甲跑游跑賽 冠軍︰5B 林禧媛
20.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A 趙朗熙、5A 蕭穎妍、5A 楊凱程、5B 陳璟和、6A 黎蔓萱、6C 蔣承熹、6C 許鐫曦
6C 梁芷晴、6C 王卓謙、6D 周潁妍、6E 吳雅諾
銀章︰
4D 陳以樂、5A 陳君樂、5A 關呈天、5A 曾曉諾、5A 黃凱靖、5A 甄晴、5B 李籽優、5B 林禧媛
5B 吳逸曦、5C 鄒宛凝、5C 蔡家朗、5C 盧以琳、5C 邵諾行、5C 黃子桐、5C 黃子恩、5D 陳智毅
5E 陳綺廷、5E 黎恩霖、5E 劉曉恩、5E 廖殷嵐、5E 呂洛芝、5E 文贊舜、5E 蘇善、6A 黃悅嫣
6A 葉智澄、6B 鄭弘浚、6B 李卓嵐、6C 黎卓恩、6C 羅嘉亨、6E 林顥蕎、5C 司啟津、5D 葉浩宏
5E 郭俊希、6A 彭知行、6A 楊泓澤
銅章︰
4A 趙正揚、4A 馮楚朗、4A 何獻之、4A 劉芷澄、4A 黃駿彥、4B 周卓穎、4B 羅熙柔、4B 李皓言
4B 廖海喬、4B 曾匯民、4C 何沛珊、4C 賈天丞、4C 郭宏軒、4C 莫天一、4C 蘇雋宇、4C 黃梓朗

4D 陳政聲、4D 鄺以琳、4D 黎家穎、4D 黃呈曦、4D 黃偉軒、4D 楊騫、4E 蔣汶珈、4E 許栢軒
4E 袁汶希、5A 何穎心、5C 盧俊亨、5C 黃竣熙、5E 許曉晴、5E 葉天正、5E 戴曦蕾、5E 鄧博軒
5E 溫芷穎、5E 余亦芯、6B 譚凱瑩、 6B 曾彥齊
(截 2016 年 5 月 6 日)
1.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D 歐卓盈

2.

荃灣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2016
傑出運動員︰5E 江彥朗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5B 梁均誌、6B 陳浚晞、6B 林守諾、6B 溫晞廷、6E 吳焯湳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6A 彭展晴、6B 陳恩晴、6B 陳詩婷、6B 何彥林、6C 吳穎妍、6C 梁芷晴、6E 曹爾桓
男子乙組團體 冠軍︰
5A 陳耀良、5A 郭晉然、5B 吳逸曦、5C 邵諾行、5D 張浩鑨、5E 江彥朗
女子乙組團體 冠軍︰
5B 林禧媛、5C 黃子恩、5C 黃子桐、5D 冼嘉楠、5E 劉曉恩、5E 梁慧琛
女子丙組團體 冠軍︰
2A 江羡萱、2C 伍楚媛、3A 梁曼鉞、3D 伍穎兒、4A 劉芷澄
男子甲組接力 季軍︰
5B 梁均誌、6B 陳浚晞、6B 林守諾、6B 溫晞廷、6E 吳焯湳
女子甲組接力 亞軍︰
6A 彭展晴、6B 陳恩晴、6B 何彥林、6C 吳穎妍、6C 梁芷晴、6E 曹爾桓
男子乙組接力 冠軍︰
5A 陳耀良、5A 郭晉然、5B 吳逸曦、5C 邵諾行、5D 張浩鑨、5E 江彥朗
女子乙組接力 冠軍︰
5B 林禧媛、5C 黃子恩、5C 黃子桐、5D 冼嘉楠、5E 劉曉恩、5E 梁慧琛

女子丙組接力 冠軍︰
2A 江羡萱、2C 伍楚媛、3A 梁曼鉞、3D 伍穎兒、4A 劉芷澄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 季軍︰6B 林守諾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殿軍︰6B 林守諾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 冠軍︰6A 彭展晴
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 殿軍︰6A 彭展晴
女子甲組 100 米胸泳 亞軍︰6B 陳恩晴
女子甲組 50 米胸泳 殿軍︰6B 何彥林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亞軍︰6E 曹爾桓
季軍︰6C 吳穎妍

男子乙組 100 米胸泳 冠軍︰5A 陳耀良
男子乙組 50 米胸泳 冠軍︰5A 陳耀良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5B 吳逸曦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冠軍︰5B 吳逸曦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季軍︰5C 邵諾行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亞軍︰5E 江彥朗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冠軍︰5E 江彥朗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5B 林禧媛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5B 林禧媛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殿軍︰5C 黃子恩
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 殿軍︰5C 黃子桐
女子乙組 100 米胸泳 殿軍 5E 劉曉恩
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 殿軍︰5E 劉曉恩
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 亞軍︰5E 梁慧琛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

冠軍︰5E 梁慧琛

女子丙組 50 米背泳

季軍︰3A 梁曼鉞

3.

香港香港跆拳道會國際邀請賽 2015
套拳
季軍︰6B 曾祈恩

4.

日本跆拳道品勢賽 2016
女子組
女子組

季軍︰4B 劉梓櫻
21 公斤以下博擊賽

季軍︰劉梓瀅

5.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5
女子色帶組 亞軍︰4E 蔣汶珈

6.

多元智能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6
女子色帶組 亞軍︰4B 劉梓櫻

7.

2016 年博學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一至二年級 冠軍︰2A 江瑞楹

8.

離島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 FJ 組單打 冠軍︰5B 黃樂兒

9.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9 歲或以下)

冠軍︰5B 黃樂兒

10. 荃灣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FJ 組
亞軍︰5B 黃樂兒
11. 西貢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9 歲或以下)

冠軍︰5B 黃樂兒

12. 教師子女獎學金
學習業成績優異獎︰5B 陳璟和
13. 2015 年(龍城活力杯)國慶游泳比賽
男子 9 歲 50 米自由泳
第三名、男子 9 歲 50 米蛙
14. 北區壁球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7-11 歲)組

殿軍︰4A 梁加萱

15. 速動全港親子兒童田徑分齡賽 2016
女子 2009 年組立定跳遠
冠軍︰1D 劉梓瀅
女子 2006 年組跳遠
殿軍︰4B 劉梓櫻
男子 2007 年組跳遠
季軍︰3C 劉健裕

第五名︰5B 吳逸曦

(截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
1.

全港十八區荃灣區小學數學比賽
荃灣區數學比賽數學急轉彎
亞軍︰ 6A 邱璐得 、6B 鄭弘浚、6C 鄭曉藍

2.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組----良好
1A 馬景軒、1B 何逸瑤、1B 李芷蕎、1B 梁健超、1B 黃呈昕、1D 陳以亮、1D 徐子翀
1D 高天慧、1D 林梓燊、1D 吳晞姸、1D 余心悅、1E 陳東、1E 白紀昀、1E 黃晉廷
2B 張雪、2B 伍穎琳、2B 余玥、2C 陳潔善、2C 陳芷悠、2C 陳泓熙、2C 李愷駿
2C 羅樂琳、2C 黃曉盈、2D 陳欣喬、2D 鍾思源、2D 鍾天慧、2D 劉詠恩、2E 鍾依伶
2E 許心呈、2E 謝智翔、3A 陳璟月、3B 王以欣、3C 賴海澄、3D 趙恩琦、3D 張敏熙
3D 趙卓羚、3D 馮臻晞、3E 何卓姸、3E 吳宜皓、3E 潘昊禮、3E 冼逸希、3E 葉熙賢

3.

2015 年度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
自由組手男童 6-7 歲組別 亞軍︰3C 馬駿康

4.

飛達秋季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5
女子 2004 年組 800 米

季軍︰6E 方晴

5.

第二十屆新界區新春冬泳錦標賽
女子少年 A 組
第五名︰2A 江羨萱
男子少年 B 組
第五名︰5E 江彥朗

6.

第 13 屆飛達新星田徑大賽 第二站
女子 2008 年組跳遠
冠軍、女子 2008 組 60 米
2C 陳芷悠

亞軍、女子 2008 組 100 米 季軍︰

(截至 2016 年 3 月 23 日)
1.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銀樂隊
小學 - 13 歲或以下比賽----優良
3A 鄺恩琳、3A 錢樂融、3B 蔡樂怡、3C 蘇倬毅、3C 蘇倬穎、3E 丁悅兒、4A 賴諾行
4A 麥天昕、4A 鄧哲丞、4A 謝天諾、4A 黃駿彥、4B 陳賜恩、4B 賴永謙、4B 司徒宇軒
4C 張鳴軒、4C 趙海桐、4C 賈天丞、4C 黃梓朗、4C 黃俊壹、4C 葉信謙、4D 陳良昊
4D 霍亮愉、4D 高潁霖、4D 梁愷晴、4D 楊鈞皓、4D 楊騫、4E 張潔澄、4E 葉寧山
4E 羅雅烯、4E 姚紫露、5A 張樂晴、5A 何穎心、5A 關呈天、5B 何彥祖、5B 李籽優
5B 蕭學聰、5C 林曉揚、5C 林子淵、5C 黃竣熙、5C 葉翱熙、5D 陳智毅、5D 鄭智朗
5D 張灝泓、5D 李健朗、5E 鄭竣謙、5E 蔡瑜軒、5E 何思翰、5E 郭忠、5E 呂天晴

5E 鄧博軒、6A 陳希喬、6A 張澤壹、6A 岑惠桁、6A 謝晰喬、6A 黃睿怡、6B 趙柔雅
6B 何彥林、6B 呂晴、6B 黃奕朗、6B 葉啓朗、6C 潘日曦、6C 王智明、6E 陳芷遙
6E 方子璘、6E 黃樂臻
2.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組----優良
4A 李易聰、4B 周卓穎、4B 朱皓謙、4B 許穎、4B 盧悦婷、4C 何沛珊、4C 葉姿延
4E 張潔澄、4E 劉恩希、4E 黃汶萱、5A 趙朗熙、5A 温卓然、5A 楊欣溢、5B 陳曉潼
5B 李天藍、5B 吳芷琦、5B 黃焌維、5B 邱漪麒、5C 陳穎霖、5C 鄒宛凝、5C 林子淵
5C 黃浩然、5D 陳令欣、5D 陳彥希、5D 鄭碧澄、5D 盧凱琳、5E 許曉晴、5E 吳卓凝
5E 蘇善、6B 劉靜潼、6B 譚凱瑩、6B 阮灝殷、6C 吳曈忻、6D 劉穎琳、6E 陳芷遙
6E 方晴、6E 吳雅諾

3.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5
冠軍︰1D 蔡天恩

4.

多元智能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2016
冠軍︰1D 蔡天恩

5.

第四屆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
普通話小學詩歌(P1-2 組別) 亞軍︰2A 唐澄
普通話小學散文朗誦比賽(P1-2 組別) 冠軍︰2A 唐澄

6.

第 21 屆 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小學組（小一至小二）：自選誦材
冠軍︰2A 唐澄

7.

校園拔萃盃 － 第八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組英語詩歌朗誦

金獎︰2A 林芷瑜

8.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6 第一站
女子 2004 年組 400 米 冠軍︰6E 方晴

9.

港島四區壁球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組(10 歲或以下) 殿軍︰4C 黃梓朗

10. 壁球生力軍招募計劃 2015-2016
男子組(9 歲或以下)
冠軍︰3D 梁彥韜
11. 足球小將培訓坊五角足球邀請賽

第三名︰3E 陳浩宏
12.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華南賽區)
晉級賽 一等獎︰4E 梁諾晴

(截至 2016 年 3 月 9 日)
1.

第二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3C 黃皓謙、4C 聶子堯、6D 陳尚希、6E 方子璘
銅獎︰3E 周梓朗、4A 鄧哲丞、4E 梁諾晴、6A 邱璐得、6B 鄭弘浚

2.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5
冠軍︰6D 文贊源

3.

Y2Y 定向錦標賽(中距離)
MC 冠軍︰5C 林曉揚

4.

第 13 屆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第一站
女子 08 年組-60 米
第三名、女子 08 年組-100 米
2C 陳芷悠

5.

港島四區壁球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組(10 歲或以下)

第四名、女子 08 年組跳遠

第二名︰

第三名︰4A 梁加萱

6.

PRINCE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2015
女子 11 歲以下組別
殿軍︰4A 梁加萱

7.

第五屆香港亞洲音樂比賽
鋼琴自選樂曲組 殿軍︰1A 林心渝

(截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
1.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
甲級獎︰本校民族舞高級組 B
6A 徐翎堃、6A 黎蔓萱、6A 梁曦文、6A 馬澄、6A 彭展晴、6B 陳熹緩、6B 王恩晴、5C 李希婷
6C 李芷晴、6C 曾嘉悅、6D 歐卓盈、6D 張皓怡、6D 周潁姸、6E 方晴、6E 胡倩盈
兒童舞
甲級獎︰本校民族舞初級組
1A 吳婷婷、1A 高君如、1B 馬迎、1B 梅卓欣、1B 王心言、1C 顧曉儀、1D 高天慧、1D 黃偲雅

1E 劉潤龍、1E 吳芷穎、2A 郭紫悠、2A 羅心怡、2A 曾凱榆、2A 何思諾、2B 陳懿嘉、2B 蔡家晴
2C 林子喬、2C 麥清瑤、2C 伍楚媛、2C 劉心祈、2C 羅樂琳、2D 林子雅、2E 邱悅呈、3B 洪卓妍
3C 冼映桐、3E 丁悅兒
中國舞
乙級獎︰本校民族舞高級組 A
4A 馬綽嵐、4C 張倩綸、4C 賴華晴、4D 李嘉晴、4E 葉寧山、5A 陳嘉婷、5B 周暉苓、5B 羅悅瑩
5B 林禧媛、5B 彭詩晴、5B 黃樂兒、5D 黎晞恩、5D 戴慧明、5E 陳綺廷、5E 許曉晴、5E 吳卓凝
5E 戴曦蕾
兒童舞
甲級獎︰本校爵士舞低級組
1A 陳芯蕾、1A 徐伊茜、1B 戴子喬、1B 楊康婷、1C 劉珀銘、1C 李睿翹、1C 蘇朗橋、1C 黃梓丞
1D 蔡天恩、1E 陳嘉嬈、2A 林芷瑜、2B 張雪、2C 馮晞怡、2D 楊美琪、2D 陸愉澄、3A 李婧彤
3A 黃皚然、3C 劉宇軒、3C 蘇倬穎、3C 陸愉臻、3D 伍穎兒、3D吳雅詠、3E 徐敏珊、3E 葉可怡
現代舞
甲級獎︰本校爵士舞高級組
3B 沈祉希、4A 陳曉潣、4A 馮恩熙、4A 何靄慈、4A 劉樂怡、4A 張諾琳、4C 馮廷欣、4C 徐齡妡
4D 陳巧縈、4D 鄭智晴、4D 高潁霖、3E 徐子淇、4D 黃呈曦、4D 黃安悅、4E 羅雅烯、4E 黃鍩潼
4E 袁汶希、5A 黃凱靖、5B 朱映霖、5D 冼嘉楠、5D 蔡卓螢、6C 楊沛昕、6D 張予紅、6E 陳芷遙
6E 吳展桐、6E 謝卓霖、6E 黃曉晴
2.

2015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極速挑戰賽

亞軍︰6B 鄭弘浚、6E 黃瀚孜、6C 蔣承熹、4D 梁顥鶱、5C 林曉揚

3.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木管樂組
冠軍︰6B 呂晴

4.

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優異獎︰5D 何穎欣

5.

荃灣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2016
男子單打青少年組(MJ 組) 亞軍︰3D 陳柏希

(截至 2016 年 1 月 22 日)
1.

2015-16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男子甲組殿軍︰6A 張家祐
男子乙組亞軍︰5B 賴朗澄
男子乙組季軍︰5A 羅泊棋
男子丙組殿軍︰4C 黃梓朗
女子乙組亞軍︰5D 鄭碧澄
女子丙組冠軍︰4A 梁加萱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6A 張家祐、6B 黃奕朗、6D 蔡卓民、6A 葉智澄、6D 鄺子溱

男子乙組團體冠軍︰5B 賴朗澄、5A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3A 鄺恩琳、3A
女子乙組團體亞軍︰5D 鄭碧澄、5B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4A 梁加萱、4D
2.

羅泊棋、5B 鍾景霖、5C 黃竣熙、5B 黃竣琛
林諾詩、5A 張樂晴、4A 劉樂怡
李籽優、5E 廖殷嵐、5D 吳思穎、5C 盧以琳
黎家穎、4B 羅熙柔、4A 林明憲、3D 陳恩昕

荃灣區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單打
季軍︰5D 黃耀民
女子單打
冠軍︰6A 朱綽婷
男子團體
亞軍︰5D 黃耀民、6A 楊頌軒、6E 方子璘、6D 劉昊霖、3D 陳柏希
女子團體
冠軍︰6A 朱綽婷、5B 黃樂兒、6B 陳熹緩、2B 蘇珮程
傑出運動員︰5D 黃耀民、6D 劉昊霖、6A 朱綽婷、5B 黃樂兒

3.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第一名︰6C 王卓謙
第二名︰4A 麥天昕、5D 葉浩宏、5E 文贊舜
第三名︰3C 蕭穎瑜、4D 黃偉軒
第四名︰4B 曾匯民

4.

Panasonic 飛達春季兒童田徑錦標賽
女子 2008 組 60 米、100 米 冠軍︰2C 陳芷悠
女子 2008 組 全場總冠軍︰2C 陳芷悠

5.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2015-2016) 新界南區
個人金獎︰6D 陳尚希、6E 許駿驊
個人銀獎︰4C 賈天丞、4C 黃梓朗、4E 梁諾晴、5D 陳智毅、5D 鄭智朗
5E 廖敬謙、5E 蕭栢皓、6D 蕭穎瑜、6E 蔡浩鋒
個人銅獎︰4A 鄧哲丞、4C 聶子堯、5A 趙梓琦、5B 阮天諾、6A 邱璐得
6C 黎卓恩、6E 方子璘
個人優異獎︰4A 李易聰、4A 梁加萱、4A 吳爾翹、5B 陳璟和、5D 黎晞恩
6A 熊汶杰、6A 楊泓澤、6C 鄭曉藍
團體季軍︰6C 鄭曉藍、6D 陳尚希、6E 方子璘、6E 許駿驊
團體第四名︰5B 阮天諾、5D 陳智毅、5E 廖敬謙、5E 蕭栢皓
團體優異獎︰4A 趙正揚、4A 梁加萱、4A 鄧哲丞、4A 黃駿彥、4C 聶子堯、4C 黃梓朗
4D 鄺以琳、4E 梁諾晴、5B 陳璟和、5B 何彥祖、5D 鄭智朗、5D 黎晞恩
6A 熊汶杰、6A 邱璐得、6A 楊泓澤

6.

荃葵青小學數學競賽 2015
個人優異獎︰6D 陳尚希、6E 方子璘、6E 許駿驊

7.

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 2015
女童色帶組 冠軍︰4B 劉梓櫻

8.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5
女童色帶組 季軍︰4B 劉梓櫻

9.

第四屆青春中國中港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小學組小主持(香港總決賽) 金獎、小學組詩歌(香港總決賽)

金獎︰2A 唐澄

(截至 2016 年 1 月 8 日)
1.

全港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季軍︰5D 李卓樂、6D 文贊源

2.

2015/16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 J 組女子 100 米自由泳

3.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背泳

4.

5.

6.

季軍、少年組女子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6B 林守諾

第六屆 YM 分齡游泳賽
女子接力 III 組 4x50 自由式接力
香港拯溺總會
1600 米長途自救組

亞軍︰5B 林禧媛

優異獎(第六名) ︰5B 林禧媛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c4 組 100 米自由泳

第 2 名︰5B 吳逸曦

7.

2015 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短距離( 第四站)M12 組別 冠軍︰6C 王卓謙

8.

2015 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新界區 MD 組
冠軍︰6C 王卓謙

9.

飛達秋日長跑 2015
男子青年 I 組-4 公里賽

冠軍︰6C 王卓謙

10. 第七屆香港兒童親子田徑錦標賽 2015 暨國慶盃

季軍︰5B 林禧媛

2004 年組別跳遠

第三名︰6C 王卓謙

11. 中華秋季兒童親子田徑錦標賽 2015
2004 年組別跳遠
第一名︰6C 王卓謙
12. 飛達秋季少年田徑錦標賽
女子 08 年組 60 米
殿軍︰2C 陳芷悠
女子 08 年組 100 米
亞軍︰2C 陳芷悠
13. 2015 年第十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FA 組
個人全能第 3 名、FA4 組 少年自選長拳 第 1 名、FA4 組
A4 組
初級棍術第 2 名︰6D 杜卓芝

自選刀術 第 1 名

14. 卓言盃 - 全港兒童普英才能大賽 2015
P1-2 普通話三字經組 榮譽級冠軍︰2A 林芷瑜
15. 2015 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P.2)英文朗誦 冠軍︰2A 林芷瑜
16. The Master Cup -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P1-2 Champion︰2A 林芷瑜
17. The Orator's Cup Children Sino-English Speech Contest 2015
P1-2 Poetry Group (English) Champion︰2A 林芷瑜
18.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芭蕾舞雙人舞 - 兒童 A 組

19. 2015 第八屆新加坡國際音樂舞蹈比賽(中國賽區)
業餘組揚琴專業 獨奏金獎︰5C 邵諾行
20. 第四屆亞太新星鋼琴大賽
五級組 卓越獎︰4E 梁諾晴
21. 2015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2B 梁顥一

22. 2015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2B 梁顥一

亞軍︰2A 林芷瑜

23. 2015 第五屆香港金紫荊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初賽)
四級組 第一名︰5B 吳逸曦
24. 2015 第五屆香港金紫荊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決賽)
四級組 第五名︰5B 吳逸曦
(截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
1.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粵語 詩詞獨誦︰5E 廖敬謙、6A 朱綽婷
粵語 散文獨誦︰6E 方子璘
普通話 詩詞獨誦︰2A 鄭綽朗、2C 伍楚媛、3A 廖敬朗、4E 陶芓萑、5E 廖敬謙、6B 葉衍文
普通話 散文獨誦︰2A 鄭綽朗
英語 詩詞獨誦︰2A 林芷瑜、3E 陳樂心
亞軍︰
團體亞軍︰P.4-6 女子英詩集誦隊
粵語
粵語
普通話
普通話
英語

詩詞獨誦︰2B 梁顥一、4C 何沛珊
散文獨誦︰1B 何逸瑤
詩詞獨誦︰1A 徐伊茜、2A 陳蒨炘、2A 龐智穎、2A 唐澄、3E 陳樂心
4B 鍾銦庭
散文獨誦︰4E 胡皓泓、5E 温芷穎
詩詞獨誦︰2A 張駿謙、2C 羅樂琳、3C 鄺施愛、4B 陳賜恩、4C 馮廷欣
4C 何沛珊、6C 劉俊翹、6D 區棋

季軍︰
團體季軍︰P.5 粵語集誦隊
粵語
粵語
普通話

詩詞獨誦︰3C 鄺施愛
散文獨誦︰6B 呂晴
詩詞獨誦︰2D 麥芷恩、4B 陳賜恩、4C 何沛珊、5A 趙朗熙、6E 胡倩盈

普通話
英語

散文獨誦︰1C 顧曉儀、2A 唐澄、6C 梁芷晴、6E 胡倩盈
詩詞獨誦︰1D 蔡天恩、2D 吳辰殷、4B 鍾銦庭、4C 張倩綸
5E 郭忠、6A 黎蔓萱、6A 劉穎柔、6B 呂晴
6E 方晴、6E 黃曉晴

2.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
單打 第六名︰5C 陳穎霖
雙打 殿軍︰5E 余亦芯、6A 謝晰喬

3.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I 組 200 米自由泳

4.

5.

6.

7.

季軍︰6B 林守諾

2015/16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 J 組女子 100 米自由泳、青少年組女子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香港拯溺總會
1600 米長途自救組

優異獎(第六名)︰5B 林禧媛

第六屆 YM 分齡游泳賽
女子接力 III 組 4x50 自由式接力

亞軍 5B 林禧媛

2015 年第十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FA 組
個人全能
第 3 名︰6D 杜卓芝
FA4 組 少年自選長拳
第 1 名、自選刀術

第 1 名、初級棍術

8.

2015 第八屆新加坡國際音樂舞蹈比賽(中國賽區)
業餘組揚琴專業 獨奏金獎︰5C 邵諾行

9.

The Master Cup -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P1-2
Champion︰2A 林芷瑜

10. The Orator's Cup Children Sino-English Speech Contest 2015
P1 -2 Poetry Group (English)
Champion︰2A 林芷瑜
11.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亞軍︰2A 林芷瑜
12. 「卓言盃

」全港兒童普英才能大賽 2015

榮譽級冠軍︰2A 林芷瑜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

季軍︰5B 林禧媛

第 2 名︰6D 杜卓芝

1.

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季軍︰
6A 熊汶杰、6B 鄭弘浚、6B 葉衍文、6B 曾祈恩、6C 王卓謙
6C 黃冠壹、6D 陳進恩、6D 陳尚希、6D 蔡卓民、6D 文贊源
6E 王禮賢
男子乙組團體
亞軍︰
5A 陳耀良、5B 鍾景霖、5B 何彥祖、5B 賴朗澄、5B 盧正恆
5C 何可日、5E 蕭栢浩、5E 黃俊軒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6A 謝晰喬、6A 黃悅嫣、6B 陳熹緩、6B 何彥林、6B 李卓嵐
6B 呂晴、6C 李希婷、6D 歐卓盈、6E 方晴、6E 吳雅諾
女子丙組團體 殿軍︰
4B 劉梓櫻、4B 羅熙柔、4C 張倩綸、4C 何沛珊
4D 高潁霖、4D 林悳悅、4E 蔣汶珈
男子甲組 4X100 接力 殿軍︰6D 陳進恩、6B 鄭弘浚、6B 曾祈恩、6E 王禮賢
男子甲組 60 米

亞軍︰6B 鄭弘浚

男子甲組壘球

亞軍︰6C 黃冠壹

男子甲組壘球

季軍︰6A 張家佑

男子乙組 4X100 接力

亞軍︰5A 陳耀良、5E 蕭栢浩、5B 何彥祖、5C 何可日

男子乙組 60 米

𣪵軍︰5E 蕭栢浩

男子乙組壘球

季軍︰5B 賴朗澄

男子丙組跳遠

季軍︰4C 李諾然

男子丙組壘球

季軍︰4C 黃俊壹

女子甲組 4X100 接力 冠軍︰6D 歐卓盈、6E 方晴、6B 何彥林、6A 黃悅嫣

女子甲組 60 米

亞軍︰6B 何彥林

女子甲組 200 米

亞軍︰6B 呂晴

女子甲組跳高

季軍︰6B 呂晴

女子甲組壘球

亞軍︰6A 謝晰喬

女子甲組壘球

季軍︰6E 吳雅諾

女子乙組 60 米

殿軍︰5C 盧以琳

女子乙組壘球

季軍︰5D 鄭碧澄

女子丙組 100 米

冠軍︰4B 羅熙柔

女子丙組壘球

亞軍︰4D 林惪悅

2.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5
男童色帶組 季軍︰3C 林霆羲

3.

荃灣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16
男子單打青少年組(MJ 組) 冠軍︰5D 黃耀民

4.

油尖旺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5
男子單打青少年(J 組)
冠軍︰5D 黃耀民

5.

2015 年第九屆牽手紫荊花全港才藝大賽
P1 詩歌、P1 小主持、P1 兒歌
冠軍︰2A 唐澄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6 日)
1.

2015 年葵青國慶盃
冠軍、深井天主教小學足球賽
冠軍、基真小學足球賽
亞軍
荃灣國慶盃小學足球賽 2015
精英組
殿軍
4A 黃駿彥、4B 張晉謙、4D 姚澔澄、5C 何謙陶、5C 林曉揚、5C 黃兆康 、5E 何思翰
5E 蕭栢浩、5E 黃俊軒、6A 熊汶杰、6A 彭知行、6B 鄭弘浚、 6B 葉衍文、6C 周柏傲
6C 劉俊翹、 6D 區棋、 6D 陳恩樂、6E 余施雨

2.

2015 第八屆新加坡國際音樂舞蹈比賽（中國賽區）

業餘組二胡專業獨奏

金獎︰6C 許鐫曦

3.

第 3 屆國際青少年藝術節(香港)
鋼琴少年組 三等獎︰6C 許鐫曦

4.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J 組 50 米蝶式 亞軍︰2A 江羨萱
男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背泳 冠軍、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自由泳
男子青少年 I 及 G 組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5E 江彥朗
男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蛙胸泳

5.

6.

7.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蛙泳

冠軍、男子青少年 I 組 100 米胸泳

季軍、男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蛙泳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I 組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5A 陳耀良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C4 組 100 米自由泳

第 2 名︰5B 吳逸曦

8.

沙田區壁球比賽 2015、北區壁球比賽 2015
男子青少年 ME 組
季軍︰6B 黃奕朗

9.

2015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英詩獨誦(P.5-P.6)
季軍︰6C 劉俊翹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1.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鋼琴五級組
銀獎︰6C 劉俊翹
鋼琴兒童高級組
銀獎︰6C 劉俊翹

2.

2015 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兒童中級組 一等獎︰6C 劉俊翹

3.

2015 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
小學木管樂組
冠軍︰6B 呂晴

4.

2015 第八屆新加坡國際音樂舞蹈比賽（中國賽區）

季軍︰5E 江彥朗
冠軍︰5A 陳耀良

季軍︰5A 陳耀良

業餘組揚琴獨奏
5.

金獎︰5C 邵諾行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泰國總決賽)
三年級 銅獎︰4E 梁諾晴

(截至 2015 年 9 月 1 日)
1.

本校學生代表香港參與國際數學競賽(長春)(CIMC)獲得個人賽小組第三名
比賽成績：團體個人賽小組第三名
個人賽：謝詠恩獲（金獎）、郭裕亨（銅獎）

2.

萬鈞教育基金、馮漢柱教育信託基金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5 ︰6D 張愷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