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520152015----16161616 鄧金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鄧金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鄧金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鄧金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5C 洪君波 高小組金獎 

5C 宮博文 高小組優異獎 

 

第第第第 676767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比賽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比賽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比賽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比賽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12121212 月月月月/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獨誦獨誦獨誦獨誦    

2A 江景洋 季軍 

4A 梁海琳 季軍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獨誦獨誦獨誦獨誦 

5B 馬卓盈 季軍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獨誦獨誦獨誦獨誦 

6A 潘鴻嫣 季軍 

 

2015201520152015----16161616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4444 月月月月/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5A 李和洛 專題研習比賽 

優異奬 6A 陳景承 

5A 李和洛 
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奬 
5C 洪君波 

6A 石景熙 

6A 陳景承 

交流團優秀學生奬 
6A 吳曼筠 

5A 許佳陽 

5A 陳泳濤 

 

第第第第 52525252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小學高級組小學高級組小學高級組小學高級組))))    

中國舞中國舞中國舞中國舞————雀躍雀躍雀躍雀躍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2A 吳子君 甲級獎 

2A 張明青 甲級獎 

2A 李旭翹 甲級獎 

2A 姚奧蒓 甲級獎 

2B 田凱晴 甲級獎 

2B 董子桐 甲級獎 

2C 吳梓寧 甲級獎 

2C 王天愉 甲級獎 

2C 邱鍶琦 甲級獎 

2C 柯思曼 甲級獎 

2D 潘紀霖 甲級獎 

3A 楊翊 甲級獎 



3C 謝楹煕 甲級獎 

3C 林淼玲 甲級獎 

3C 周培淳 甲級獎 

4A 林語薰 甲級獎 

4A 莊家霖 甲級獎 

4A 譚天懿 甲級獎 

4B 林恩如 甲級獎 

4B 何燕梅 甲級獎 

4C 梁茜汶 甲級獎 

5A 許潔怡 甲級獎 

5A 郭彤 甲級獎 

5A 林珍妮 甲級獎 

6A 陸杏梅 甲級獎 

 

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    

港島東區校際港島東區校際港島東區校際港島東區校際田徑田徑田徑田徑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1111 月月月月/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6B 柯森燁 
男子特別組 100 米

季軍 

6B 廉鈺 男子甲組 60 米季軍 

6B 麥俊軒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

第五名 

外展外展外展外展((((聯校聯校聯校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田徑章別挑戰日田徑章別挑戰日田徑章別挑戰日((((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1111 月月月月/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6B 柯森燁 男子 C 組跳高亞軍 

外展外展外展外展((((聯校聯校聯校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田徑章別挑戰日田徑章別挑戰日田徑章別挑戰日((((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3333 月月月月/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6B 柯森燁 男子 C 組跳高亞軍 

6B 麥俊軒 男子 C 組跳高季軍 

李陞小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李陞小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李陞小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李陞小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男子組 4X1004X1004X1004X100 米米米米))))    

((((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2222 月月月月/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6B 柯森燁 冠軍 

6B 廉鈺 冠軍 

6B 麥俊軒 冠軍 

5A 吳揚遠 冠軍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5555 月月月月/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柯森燁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閩僑中學主辦閩僑中學主辦閩僑中學主辦閩僑中學主辦    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小學數理遊蹤邀請賽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5A 許佳陽 金獎 

5A 李和洛 金獎 

6A 丁天俊 金獎 

6A 石璟堯 金獎 

5A 林靖濤 銀獎 

5A 陸贊暉 銀獎 

5A 洪梓悅 銀獎 

5C 洪君波 銀獎 

6A 甄正文 銀獎 

6A 朱浩龍 銀獎 

6B 麥俊軒 銀獎 

6B 柯森燁 銀獎 

5A 陳顥文 銅獎 

5A 洪耀城 銅獎 

6A 施曉鈞 銅獎 

6B 鄧國斌 銅獎 

6B 林曉晴 銅獎 

「「「「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202011116666((((香港賽區香港賽區香港賽區香港賽區))))初賽初賽初賽初賽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5A 李和洛 一等獎 

5A 洪梓悅 一等獎 

4A 梁偉熙 一等獎 

4A 郭晉豪 一等獎 

3A 莫進 一等獎 

6A 丁天俊 二等獎 

6A 宋俊晞 二等獎 

6A 曹莉 二等獎 

6A 石璟堯 二等獎 

6A 朱浩龍 二等獎 

5A 林雅淇 二等獎 

5A 蘇晉賢 二等獎 

4A 戴家耀 二等獎 

4A 陳鍇騫 二等獎 

4A 黎昕彤 二等獎 

4A 徐光遠 二等獎 



4A 吳崑銘 二等獎 

4A 劉俊毅 二等獎 

3A 顏鴻滔 二等獎 

3A 李元棟 二等獎 

3A 朱玿賢 二等獎 

6A 吳曼筠 三等獎 

6A 胡寶如 三等獎 

6A 施曉鈞 三等獎 

5A 陳增渝 三等獎 

5A 林靖濤 三等獎 

5A 林翔銘 三等獎 

5A 林貴榮 三等獎 

4A 蔡子櫟 三等獎 

4A 佘煒烽 三等獎 

4A 尤均釗 三等獎 

3A 顏鴻允 三等獎 

3A 林卓亨 三等獎 

3A 李和達 三等獎 

3A 曾卓謙 三等獎 

3A 黃永賢 三等獎 

3B 吳溢釗 三等獎 

3B 鄧綺晴 三等獎 

「「「「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2016(2016(2016(華南賽區華南賽區華南賽區華南賽區))))晉級賽晉級賽晉級賽晉級賽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3A 莫進 一等獎 

4A 郭晉豪 一等獎 

5A 洪梓悅 一等獎    

5A 李和洛 一等獎 

4A 徐光遠 二等獎 

4A 梁偉熙 二等獎 

4A 劉俊毅 二等獎 

5A 林雅淇 二等獎 

5A 蘇晉賢 二等獎 

6A 宋俊晞 二等獎 

6A 朱浩龍 二等獎 

3A 林卓亨 三等獎 

3A 李元棟 三等獎 

3A 朱玿賢 三等獎 



3A 黃永賢 三等獎 

4A 黎昕彤 三等獎 

4A 吳崑銘 三等獎    

4A 戴家耀 三等獎 

4A 佘煒烽 三等獎 

4A 蔡子櫟 三等獎 

4A 陳鍇騫 三等獎 

5A 林貴榮 三等獎 

5A 陳增渝 三等獎 

6A 石璟堯 三等獎 

6A 曹莉 三等獎 

6A 丁天俊 三等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港澳盃 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HKMO Open》》》》    

((((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5A 洪梓悅 金獎 

5A 李和洛 金獎 

4A 郭晉豪 金獎    

3A 吳仲賢 金獎 

3A 莫進 金獎 

5A 林貴榮 銀獎 

5A 許佳陽 銀獎 

5A 蘇晉賢 銀獎 

5A 林雅淇 銀獎 

6A 丁天俊 銀獎 

6A 朱浩龍 銀獎 

4A 戴家耀 銀獎 

4A 佘煒烽 銀獎 

4A 張智樂 銀獎 

4A 吳崑銘 銀獎 

4A 梁偉熙 銀獎 

4A 蔡子櫟 銀獎    

3A 顏鴻滔 銀獎 

6A 彭科倫 銅獎 

6A 施曉鈞 銅獎 

5A 林靖濤 銅獎 

4A 劉俊毅 銅獎 

4A 陳鍇騫 銅獎 

4A 黎昕彤 銅獎 



4A 譚天懿 銅獎 

3A 顏鴻允 銅獎 

3A 李元棟 銅獎 

3A 李和達 銅獎 

 

香港數獨之王爭霸戰((((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比賽日期：：：：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5A 許佳陽 冠軍 

 

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得獎得獎得獎得獎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4444 月月月月))))    

2A 郭希妍 鋼琴獨奏 (三級)  季軍 

5A 杜璟羲 小提琴獨奏 (四級) 季軍 

 

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得獎日期：：：：5555 月月月月/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A 莫進 灣仔區學校初級組模範生 

2A 黃恩喬 灣仔區學校初級組模範生 

6A 陳景承 灣仔區學校高級組模範生 

5A 李和洛 灣仔區學校高級組模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