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9 年度校外比賽獲獎消息：
(截至 2018 年 12 月 01 日)
1. 2018-2019 年度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200 米
冠軍：6D 陳浩宏
男子甲組跳遠
冠軍：6D 陳浩宏
男子甲組鉛球
冠軍：6C 錢樂融
男子甲組 4 x 100 米接力
冠軍:
6B 陳浩宏、6B 曾靖鈞、6A 利學賢、6D 楊皓然、6D 羅嘉濤、6E 周梓朗
男子乙組 100 米
男子乙組 200 米

亞軍：5D 方溍希
亞軍：5B 廖梓亨

男子乙組跳高
男子乙組壘球
男子丙組 100 米

季軍：5B 羅柏皓
冠軍：5A 林靖朗
冠軍：4A 劉潤龍
季軍：4E 林敬晞
男子丙組 4x100 米 冠軍：
4A 劉潤龍、4E 林敬晞、4E 王健朗、4A 鄧柏橋、4C 陳智謙、4D 梁迅華
女子甲組 200 米
殿軍：6A 陳恩昕
女子甲組跳高
冠軍：6A 陳恩昕
女子甲組跳高
殿軍：6B 賴海澄
女子甲組壘球
冠軍：6C 鄺施愛
女子甲組 4 x 100 米接力
亞軍：
6A 陳恩昕、6B 賴海澄、6C 鄺施愛、6C 林諾詩、6D 蕭穎瑜
女子乙組 60 米
亞軍：5D 李凱晴
女子乙組 100 米
冠軍：5D 陳芷悠
亞軍：5D 何思諾
女子乙組跳遠
冠軍：5D 何思諾
女子乙組壘球
季軍：5B 鍾依伶
女子乙組 4 x 100 米接力 亞軍：
4D 何逸瑤、4E 蔡天恩、5B 鍾依伶、5D 陳芷悠、5D 何思諾、5A 伍楚媛
2.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
雙打
季軍：5C 黃千容、5E 伍穎琳
3.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 H 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6E 楊悅霏
少年公開組 200 米自由泳
亞軍：6E 楊悅霏
4.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 HI 組個人四式
季軍：6E 楊悅霏
100 米背泳
季軍：6E 楊悅霏

5.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H 組 100 米背泳 冠軍：6E 楊悅霏
H 組 200 米自由泳 季軍：6E 楊悅霏
6.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少年組 9 至 12 歲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6E 楊悅霏
50 米自由泳 11 至 12 歲組
季軍：6E 楊悅霏
7. 2018-2019 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單車花式)
男子組 U11 (7-9 歲)
殿軍：3A 葉天樂
8.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8
男童色帶組
冠軍：6C 林霆羲
男童色帶組
季軍：5A 馮文希
女童色帶組
冠軍：4E 蔡天恩
9. 第 21 屆日中青少年書畫音樂交流大會
書畫作品選拔賽 香港區優秀作品：2A

葉翺心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
1. Tecnifibre Squash Cup Hong Kong 2018
Women's B Grade
Plate Winner: 5D 陳芷悠
2.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六年級粵語詩詞集誦 亞軍:
5A 陳梓蕎 、5A 陳欣喬、5A 鄭綽朗、5A 蔣進謙、5A 盧以諾、5A 麥清瑤、5A 伍楚媛
5A 杜蔓阡、5A 黃曉盈、5A 黃敬甡、5A 黃朗甡、5A 黃悅婷、5B 陳祉澄、5B 鍾依伶
5B 黎蒨、 5B 林子雅、5B 劉心祈、 5B 呂柏瑤、 5B 陸愉、 5B 吳灝軒、5B 唐澄
5B 曾朝謙、5C 陳雋謙、5C 陳婞媮、5C 陳潔善、5C 張雪、 5C 吳思聰、5C 龐智穎
5C 黃心悅、5C 殷嘉蔚、5C 余貞臻、5D 陳嘉嬈、5D 鄭梓彤、5D 何思諾、5D 江芷睿
5D 黎晞賢、5D 林梓傑、5D 彭展朗、5E 陳蒨炘、5E 陳絲緣、5E 陳懿嘉、5E 張正謙
5E 符焯堯、5E 江瑞楹、5E 梁晴琳、5E 梁顥一、5E 麥芷恩、5E 吳烯銚、5E 吳辰殷
5E 鄧奕朗
3.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四至六年級英詩集誦 亞軍:
4A 顧曉儀 、4A 林心渝、4A 馬迎、4A 黃蒨妍、4B 梁明悅、4B 余蔚然、4C 陳沚寧
4C 羅晴禧、4C 蘇巧柔、4C 王婕寧、4D 余玥、5A
麥清瑤、5A 伍楚媛、5B 劉心祈

4.

5C 陳潔善、5C 張雪、 5C 吳思聰、5C
5E 陳絲緣、5E 陳懿嘉、5E 趙欣瑜、5E
6A 洪卓妍、6A 劉恩同、6A 蘇倬穎、6A
6C 趙卓羚、6C 林靜、 6C 林諾詩、 6C
6D 蕭穎瑜、6D 冼逸希、6D 鄧悅靈、6E
6E 葉可怡
2018-19 年度荃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殷嘉蔚、5D
江瑞楹、5E
楊斯睿、6B
容綺楠、6D
徐韻筠、6E

何思諾、5D
劉睎淳、5E
馮臻晞、6B
陳樂心、6D
李婧彤、6E

羅樂琳、5E
吳辰殷、6A
劉芷彤、6B
陳躍靈、6D
龐曉晴、6E

陳蒨炘
陳恩昕
葉熙賢
吳鎧琳
王以欣

男子團體冠軍：
6B 陳柏希、 6C 林焯軒、 5B 盧穎一、 4D 王卓言、 4E 林敬希
女子團體冠軍：
6A 蘇恩悅、 5A 蘇珮程、 6A 楊斯睿、 4A 盧樂兒
男子單打冠軍： 6B 陳柏希
女子單打冠軍： 6A 蘇恩悅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1. 荃葵青區小學 Rummikub 精英邀請賽
小學五、六年級組
二等獎、最佳隊員獎：6A

黃皓謙

2. 李惠利中學盃小學數學解難比賽
小學五年級組
團體亞軍：5C 楊浩霖、5D 鄭梓彤、5D 趙日希、5D 林梓傑
3.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蝶泳

亞軍：5D 江羡萱

4.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蝶泳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5D 江羡萱
季軍：5D 江羡萱

5. 「友聯盃」聯合水運會
女子 9-10 歲組 50 米自由泳
女子 9-10 歲組 50 米背泳

冠軍：5D 江羡萱
冠軍：5D 江羡萱

6.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女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5D

江羡萱

男子 8 歲或以下 100 米自由泳
亞軍：4B 楊文治
女子青少年 J 組 50 米胸泳
冠軍：3D
吳悅曦
女子青少年 J 組 50 米背泳
冠軍：3D
吳悅曦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 東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8
男子青少年單打 MH 組(11-12 歲) 季軍：6E 李焯安
2. 2018《中華盃》兩岸四地數學精英邀請賽 總決賽
小學四年級組
一等獎：5D 林梓傑
3. 麥銳思杯龍崗第十屆少兒羽毛球精英賽
男子單打戊組
第四名：3D 李儁諾
4. 耀才證券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2018
男子 11 歲以下
冠軍：5B
5. 2018-19 全港室內單車賽

羅柏皓

第四回合單車花式男子組 U11(7-9 歲)
(截至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季軍：3A

葉天樂

1. 2018 唯樂古箏藝術節暨第六屆"金韻杯"全國古箏邀請賽
少兒組
二等獎：5D 陳嘉嬈
2.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
小學二年級組
銅獎：3D 陳晞彤
3. 2018《中華盃》兩岸四地數學精英邀請賽 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組
一等獎：3D 陳晞彤
4.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8
西洋畫(第五組) 二等獎：3D 陳晞彤
(截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
1. Macau Junior Squash Open 2018
2.
3.
4.
5.
6.

Girls Under 11
Special Plate Champion︰5D 陳芷悠
沙田區壁球比賽 2018
女子青少年 FE 組單打
季軍︰5D 陳芷悠
港島四區壁球比賽 2018
女子青少年 FF 組單打
亞軍︰5D 陳芷悠
Head Hong Kong Junior Squash Open 2018
Girls Under 11 Special Plate Winner：5D 陳芷悠
2018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初小組
金獎︰2A 區駿、2A 劉信言
荃灣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8/19
男子青少年單打 MI 組
冠軍：6B 陳柏希

7. 黃大仙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8/19
男子青少年單打 10-11 歲組
冠軍：6B 陳柏希
8. 2018-19 全港單輪車賽
第一回合男子組 14 吋
亞軍：3A 葉天樂
第一回合男子組 18 吋
亞軍：3A 葉天樂
9. 港島四區壁球比賽 2018
男子青少年 ME 組單打
殿軍：6B 陳浩宏
(截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
1. 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

2.
3.

男子單打 8 歲組 冠軍︰3D 李儁諾
男子單打越級挑戰 9 歲組 季軍︰3D 李儁諾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018 羽毛球比賽
C 組單打 季軍︰6E 李焯安
黃大仙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8
MI 組單打 冠軍︰6E 李焯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