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7/7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科組 備註
19/5/2010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 花樣溜冰 5級 莫淑婷 5E 體育
21/5/2010 DS動力 DS動力皇游泳賽 - 50米捷泳 季軍 何靖欣 4D 體育
21/5/2010 DS動力 DS動力皇游泳賽 - 4 X 50米捷泳接力 季軍 何靖欣 4D 體育
22/5/2010 DS動力 DS動力皇游泳賽 - 25米背泳 亞軍 何靖欣 4D 體育
25/5/2010 Hong Kong Skating Union 花樣滑水 第四名 莫淑婷 5E 體育
26/5/2010 Hong Kong Skating Union Synchronized Performance隊列滑水 第一名 莫淑婷 5E 體育
30/5/2010 體育先鋒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2010 - Girl Group B個人全能(體操) 第二名 李鎧潼 3A 體育
30/5/2010 體育先鋒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2010 - Girl Group B平衡木(體操) 第三名 李鎧潼 3A 體育
30/5/2010 體育先鋒 體育先鋒體操比賽暨邀請賽2010 - Girl Group B自由體操(體操) 優異獎 李鎧潼 3A 體育1/6/2010 衛生署 開心果100日挑戰賽 - 傑出個人獎(初小) 冠軍 王子皓 3D 公民教育1/6/2010 衛生署 開心果100日挑戰賽 優異獎 王子皓 3D 公民教育
19/6/2010 油尖旺區校長會 青少年抗毒繪畫比賽 - 小學及特殊學校組 季軍 莫淑婷 5E 藝術
10/7/2010 The Mongoos Ltd 2010全港小學機械模型交流競賽 - 高小組 亞軍 劉樂希 5E 藝術
10/7/2010 The Mongoos Ltd 2010全港小學機械模型交流競賽 - 高小組 亞軍 陳展熙 5E 藝術
18/7/2010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女子兒童色帶組 冠軍 李沂芳 4D 體育
24/7/2010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珍‧愛‧家」左鄰右里社區關愛長者試驗計劃壁畫創作比賽 亞軍 陳展熙 5E 藝術
31/7/2010 Taekwondo Jet Kick Kwan All-Round Students Award

Schlorship

Awardee
李鎧潼 3A 體育

7/8/2010 聽濤雅苑 聽濤雅苑乒乓球大賽2010 - 男子兒童組 季軍 劉樂希 5E 體育
9/8/2010 Skate Asia 2010 World Ice Arena HangZhou China 跳躍和旅轉雙人組中級(溜冰) 第一名 莫淑婷 5E 體育
9/8/2010 Skate Asia 2010 World Ice Arena HangZhou China Interpretive 5級創意表演(溜冰) 第三名 莫淑婷 5E 體育

10/8/2010 Skate Asia 2010 World Ice Arena HangZhou China 步法5級(溜冰) 第四名 莫淑婷 5E 體育
12/8/2010 Skate Asia 2010 World Ice Arena HangZhou China 指定動作5級(溜冰) 第三名 莫淑婷 5E 體育
13/8/2010 Skate Asia 2010 World Ice Arena HangZhou China 花式個人滑5級(溜冰) 第二名 莫淑婷 5E 體育
22/8/201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水運會2010 - 女子青年組50米背泳 第二名 劉映瑤 5E 體育
22/8/2010 中華文化藝術節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 普通話朗誦第三輪決賽 - 少兒A組 銅獎 朱睿祈 4B 藝術
22/8/2010 中華文化藝術節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 普通話朗誦香港區初賽 - 少兒A組 優異獎 朱睿祈 4B 藝術
25/8/2010 恒生乒乓球學院 恒生乒乓球學院章別考試 金章 劉樂希 5E 體育
28/8/2010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2010年油尖旺區青少年暑期活動 - 繪畫創作比賽 亞軍 莫淑婷 5E 藝術
18/9/201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青少年乒乓球比賽(葵青區) 季軍 張紹衡 3D 體育
2/10/2010 澳門鋼琴協會 第一屆澳門 - 亞洲鋼琴公開比賽 二等獎 李鎧潼 3A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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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0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 第9屆菲律賓、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 三等獎 陳展熙 5E 藝術
20/10/2010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2屆校園藝術大使 嘉許狀 鍾希雅 6E 藝術
20/10/2010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第十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二等獎 鍾希雅 6E 藝術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 全場總亞軍 張琬玲 3A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 全場總亞軍亞軍 沈晞汶 3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丙組擲木球 殿軍 鄧志朗 4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 全場總亞軍 林靖兒 4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 全場總亞軍亞軍 黃齡儀 4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擲木球 全場總亞軍冠軍 李芷盈 4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女子丙組100米 全場總亞軍亞軍季軍 陳美英 4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區會陸運會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 全場總亞軍亞軍 何珈蔚 4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全場 全場總殿軍 許竣然 5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乙組60米 殿軍 陳宣尹 5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跳高 全場總殿軍亞軍 卜浚文 5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 全場總殿軍 周頌旻 5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60米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4x100米 全場總殿軍季軍亞軍 田子諾 5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 全場總殿軍 羅雋彥 5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 全場總殿軍 陳展熙 5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 全場總殿軍 羅仲熙 5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乙組跳遠 冠軍 莫淑婷 5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 全場總殿軍 楊浩霖 5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乙組 全場總殿軍 林洐正 5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100米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4x100米 全場總亞軍季軍亞軍 譚浩然 6B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4x100米 全場總亞軍亞軍 黃照正 6C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4x100米 全場總亞軍亞軍 甘朗賢 6C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跳遠 全場總亞軍亞軍 趙少奇 6D 體育第 2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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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                                                                                                                                            男子甲組4x100米 全場總亞軍亞軍 何旻曉 6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4x100米 全場總亞軍亞軍 蕭景年 6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 全場總亞軍 鄭焯聲 6D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男子甲組 全場總亞軍 劉雋傑 6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甲組60米 冠軍 林兆文 6E 體育
19/11/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陸運會女子甲組擲壘球 殿軍 侯凱妍 6E 體育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華爾茲 第一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探戈 第一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狐步舞 第一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快步舞 第一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維也納華硼爾茲 第一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維也牛仔舞 第七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維也倫巴舞 第四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維也森巴舞 第四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10-11歲維也鬥牛舞 第三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探戈 第三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快步舞 第二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狐步舞 第二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鬥牛舞 第二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維也納華爾茲 第一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森巴舞 第五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查查查 第六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倫巴舞 第六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牛仔舞 第六名 王婉姍 6B 藝術
6/12/2010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女子組11歲以下華爾茲 第三名 王婉姍 6B 藝術
16/12/20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女乙50米蝶泳 冠軍 劉映瑤 5E 體育
16/12/20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女乙50米背泳 冠軍 劉映瑤 5E 體育
16/12/20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4x50米四式接力 冠軍 劉映瑤 5E 體育
16/12/20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女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六名 劉映瑤 5E 體育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冼卓泳 1A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劉凱燕 1A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合格 陳嘉妍 1B 中文-粵語第 3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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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奕琳 1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李穎嵐 1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梁穎璇 1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嘉盈 1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蘇諾儀 1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黃傑朗 1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沈欣彤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陳卓欣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高卓妍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鄺佩婷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合格 李濼瑤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彭欣羨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李智賢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彥 1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鄭貽心 1D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衍文 1E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莫寶琳 1E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黃港生 1E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樂兒 2A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葉希彤 2A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蘇雅妍 2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楊愷喬 2D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呂耀城 2D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鄭耀文 2D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濼兒 3A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江子蔚 3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曾莛嫣 4E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關朗謙 5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姚紀延 5D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唐啟雄 5D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梁澤臨 5D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俊彥 6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周樂遙 6B 中文-粵語第 4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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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許繕詠 6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潘可欣 6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潘嘉穎 6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周活寧 6B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陳雪婷 6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郭婉希 6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姚泳琦 6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逸楹 6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簡穎漩 6C 中文-粵語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蔡佳妤 1A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梁穎璇 1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馮嘉盈 1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孟騏 1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王樂恩 1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張芷晴 1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鄒芷蕎 1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洋洋 2A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懮良 林俊朗 2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懮良 梁啟源 2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懮良 何江濤 2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懮良 周錦烔 2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林泳軒 2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江雪瑩 2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楊凱晴 2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嘉烯 3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彭正瑤 3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郭穎儒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韋愷昕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芯彤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唐晴欣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逸山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張紹衡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陳昕瑤 3D 普通話第 5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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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蘇天穎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杜淑賢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駿亨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岑富明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王子皓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胤延 3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梁雪瑩 4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蘇蕙嫻 4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浩旻 4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周佩雯 4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周嘉瑤 4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譚敏璇 4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程樂怡 4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袁浩霖 4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黃安安 5A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劉映瑤 5A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吳嘉欣 5A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黎慧詩 5A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何詠琳 5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張晞妍 5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鍾穎琳 5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鍾可盈 5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鄧子瑜 5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洛夷 5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許朗晞 5D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陳綠舒 5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麗名 5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趙悅彤 5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葉富泰 5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廖浩鈞 5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利思敏 6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子瀅 6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卓軒 6B 普通話第 6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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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許伊晴 6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王婉姍 6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潘可欣 6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賴商隱 6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宏臻 6B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雪婷 6C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簡穎漩 6C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鍾希雅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任    凱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王涴宜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陸希雯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侯凱妍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馮烙恩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林兆文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梁嘉怡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許晉誠 6E 普通話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 - 普通話集誦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麥展晴 1A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湯嘉得 1A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梁穎璇 1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洪子朗 1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以遨 1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朱芷翹 1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嘉慈 1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阮麒潤 1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施希錞 1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薛梓淇 2A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林泳軒 2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侯尚延 2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黃智謙 2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天昕 2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沈振鵬 2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何江濤 2B 英文第 7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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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鍾超浚 2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郭曦琳 2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黎惠權 2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林承蔚 2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李穎欣 2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奕朗 2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蘇雅妍 2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劉慧倩 2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湯愷恩 2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黎穎豪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王謹銘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郭灝銘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樂天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鍾卓穎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余洛彤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江雪瑩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葉芓希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馮卓琳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梁穎欣 2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李鎧潼 3A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姜祉慧 3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曾建業 3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賴晉朗 3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昕瑤 3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鄺頌文 3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朱浩正 3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張紹衡 3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秉諺 3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駿亨 3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江心月 4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俞裕修 4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蘇蕙嫻 4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俞安安 4B 英文第 8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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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李銘軒 4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程樂怡 4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周嘉瑤 4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智傑 4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陳螢 4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江衍蔚 5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郭雅儒 5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關朗謙 5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余善恒 5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葉駿亨 5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駱皓泓 5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莫淑婷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游昊嵐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趙悅彤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林     睿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吳栩妍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胡子珧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呂沚悅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柏禧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陳展熙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廖浩鈞 5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合格 潘可欣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江佩妍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許恩捷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許雪晴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子瀅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利思敏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陳卓軒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黃宏殝 6B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簡穎漩 6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雪婷 6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譚穎芯 6C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丁文超 6C 英文第 9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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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朱穎祈 6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薛穎霖 6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黎穎姿 6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戴德恩 6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余弘雋 6D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周芷晴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周倩兒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董聆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陸希雯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侯凱妍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鍾希雅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林兆文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葉嘉俊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翁立希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卓言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區卓丞 6E 英文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梁穎璇 1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以遨 1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胡天諾 1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何卓泓 1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薛梓淇 2A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劉譽鋒 2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周昊霖 2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林泳軒 2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梁啟源 2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蘇雅妍 2C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穎欣 2C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郭曦琳 2C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姜祉慧 3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蔡煦凝 3C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施雅懿 3C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郭穎儒 3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趙雪盈 4B 聖經第 10 頁，共 29 頁



2011/7/7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科組 備註10----11 11 11 11 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俞安安 4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巧潁 4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仇穎妍 4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葉    婧 4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陳鍶銘 4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吳芷晴 4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蕭樂珊 4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林永添 4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梁嘉諾 4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程樂怡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建庭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陳   螢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盧家聲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曾莛嫣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昕羨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袁浩霖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周嘉瑤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伍映潸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張頌祺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智傑 4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郭雅儒 5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勞凱琳 5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洛夷 5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梁澤臨 5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黃曉潼 5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熊顥喬 5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林欣瑜 5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陳展熙 5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羅翊汶 5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陳綠舒 5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胡子珧 5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何雅妍 5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昶羚 5E 聖經第 11 頁，共 29 頁



2011/7/7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科組 備註10----11 11 11 11 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仇俊禧 5E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慧文 6A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子怡 6A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黃子瀅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曉盈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曾諾浠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張敏慧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李詠渝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熊加怡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陳藹琦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譚卓婷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禤詠濤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江佩妍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榮譽優異 王婉姍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異 張     鷹 6B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簡穎漩 6C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陳藹慈 6D 聖經
23/12/2010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良好 譚嘉嵐 6D 聖經
23/12/2010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第十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二等獎 黃奕嘉 1B 藝術
23/12/2010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八福"金句比賽 季軍 黃奕嘉 1B 聖經
23/12/2010 香島教育機構 第二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傑出小學生獎 鍾希雅 6E 中文
23/12/2010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 聯校跆拳道公開大賽2010男子A組FIN B 亞軍 李秉諺 3D 體育
23/12/2010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 普誦話朗誦比賽 卓越獎 袁浩霖 4E 普通話2010/12/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青年音樂滙演 - 弦樂團比賽 (小學組) 銀獎 音樂

4/1/2011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良 江衍蔚 5B 英文
4/1/2011 英語發展中心 英語聽說王比賽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hampionship) 冠軍 張頌祺 4E 英文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黃詩汶 3A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張琬羚 3A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黃思蕎 3A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朱曉琳 3B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錢希汶 3B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蔡煦凝 3C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陳昕瑤 3D 藝術

弦樂團高團
第 12 頁，共 29 頁



2011/7/7日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科組 備註10----11 11 11 11 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校 外 比 賽 成 績 紀 錄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蘇天穎 3D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易頌茵 4A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羅泳娛 4B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俞安安 4B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彭依琳 4E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譚敏璇 4E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盧萬悅 5E 藝術
13/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東方舞(高級組) 甲級獎 莫淑婷 5E 藝術
15/1/2011 YMCA 2010青年會兒童及少年水運會 - 50米蛙泳 季軍 周嘉瑤 4E 體育
15/1/2011 香港啟研文學研習會 全港中小幼學生普通話才藝大獎賽 - 故事組 冠軍 周嘉瑤 4E 普通話
15/1/2011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第十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法攝影大賽 3等獎 周嘉瑤 4E 藝術
15/1/2011 油尖旺區議會 油尖旺暑期填色創作比賽 優異獎 周嘉瑤 4E 藝術
15/1/2011 HK Amateur Swinning Association 香港公開水域游泳系列賽(第三部) 第七名 劉映瑤 5E 體育
15/1/2011 新界區體育協會 50米背泳 亞軍 劉映瑤 5E 體育
15/1/2011 新界區體育協會 50米蝶泳 亞軍 劉映瑤 5E 體育
15/1/201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游泳比賽 - 女子青年組50米背泳 第二名 劉映瑤 5E 體育
15/1/201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游泳比賽 - 女子青年組50米胸泳 第二名 劉映瑤 5E 體育
15/1/201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游泳比賽 - 女子青年組50米蝶泳 第二名 劉映瑤 5E 體育
15/1/2011 深圳市武術協會 第十二屆深圳市傳統武術比賽 - 自選拳 二等獎 陳展熙 5E 體育
15/1/2011 深圳市武術協會 第十二屆深圳市傳統武術比賽 - 集體器械 一等獎 陳展熙 5E 體育
15/1/2011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圖形滾軸溜冰公開賽2010 Distinction 余善恒 5B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3年級組- 正拳賽 亞軍 林東聯 3D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4年級組 - 速度賽 冠軍 張鎮銘 4D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4年級組 - 套拳賽 冠軍 張鎮銘 4D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5年級組 - 速度賽 亞軍 唐啟雄 5D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5年級組 - 速度賽 冠軍 梁文博 5C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5年級組 - 套拳賽 亞軍 梁文博 5C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高級帶5年級組 - 蠅量級 季軍 梁文博 5C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6年級組 - 速度賽 冠軍 周希哲 6C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6年級組 - 正拳賽 亞軍 周希哲 6C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男子小學初級帶6年級組 - 正拳賽 季軍 杜乾禧 6C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3-4年級組 - 速度賽 冠軍 沈晞汶 3B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3-4年級組 - 正拳賽 季軍 沈晞汶 3B 體育第 13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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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3-4年級組 - 速度賽 季軍 麥楚穎 3A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2-4年級組 - 套拳賽 季軍 俞安安 4B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高級帶2-4年級組 - 正拳賽 冠軍 俞安安 4B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5-6年級組 - 速度賽 亞軍 游昊嵐 5E 體育
17/1/2011 第十二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小學初級帶5-6年級組 - 正拳賽 冠軍 游昊嵐 5E 體育
18/1/2011 區際游泳 區際游泳女乙 50米蝶泳 季軍 劉映瑤 5E 體育
18/1/2011 區際游泳 區際游泳女乙 50米背泳 冠軍 劉映瑤 5E 體育
18/1/2011 區際游泳 區際游泳女乙  4X50米四式接力 冠軍 劉映瑤 5E 體育
20/1/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區會小學聯校視覺藝術創作比賽 - 共賀廣州亞運(高級組) 亞軍 薛文滔 6E 藝術
20/1/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區會小學聯校視覺藝術創作比賽 - 共賀廣州亞運(高級組) 優異 莫淑婷 5E 藝術
27/1/2011 香島教育機構 第二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最優秀  鍾希雅 6E 學術
27/1/2011 九龍西潮人聯會 九龍西潮人聯會學業獎學金 進步獎 陳諾言 6E 學術
27/1/2011 九龍西潮人聯會 九龍西潮人聯會操行獎學金 進步獎 李子怡 6A 學術
27/1/2011 九龍西潮人聯會 九龍西潮人聯會獎學金 奮發圖強獎 陳雪婷 6C 學術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梁融瓌 1A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湯嘉得 1A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陳俊旭 1C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朱芷翹 1C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梁炘琦 1A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特等獎 張子揚 2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一等獎 林俊朗 2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沈振鵬 2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侯尚延 2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黃翠詩 2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周宇豪 2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黃惠昕 2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冼煒逸 2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王謹銘 2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林汶琦 3D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吳家明 3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盧毅研 3D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顏道生 3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一等獎 簡駿樂 4B 數學第 14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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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一等獎 梁大儀 4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盧家聲 4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李心怡 4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李昕羨 4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徐熙來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鄭卓男 5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李子聰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周鎮全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馮潤霖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葉駿亨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何詠琳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余善恒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韋倩怡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劉樂希 5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梁澤臨 5D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關朗謙 5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田子諾 5D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一等獎 利思敏 6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黃宏臻 6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區卓丞 6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陳進榮 6E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二等獎 林志軒 6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李曉盈 6B 數學
27/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1（香港賽區） 三等獎 林雅穎 6E 數學
30/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高級組(意大利三人舞) 甲級獎 何雅妍 5E 藝術
30/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高級組(意大利三人舞) 甲級獎 黃子瀅 6B 藝術
30/1/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高級組(意大利三人舞) 甲級獎 孔家晴 6C 藝術
24/2/2011 長者及康復服務工作小組 「我愛社區無障礙 - 深水埗」填色及繪畫比賽 優異 莫淑婷 5E 藝術
24/2/2011 長者及康復服務工作小組 「我愛社區無障礙 - 深水埗」填色及繪畫比賽 優異 陳昊進 6D 藝術
24/2/2011 長者及康復服務工作小組 「我愛社區無障礙 - 深水埗」填色及繪畫比賽 優異 林兆文 6E 藝術
24/2/2011 路德會包美達社區中心 「健康人生」計劃小學生填色比賽 亞軍 李秉諺 3D 藝術
24/2/2011 路德會包美達社區中心 「健康人生」計劃小學生填色比賽 季軍 江子蔚 3B 藝術
28/2/2011 香港鋼琴音樂協會 第十六屆香港 - 亞洲鋼琴公開比賽 第二名 李鎧潼 3A 音樂第 15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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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2011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2010年油尖旺區青少年暑期活動 - 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 吳瑋曦 6B 藝術
28/2/2011 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夏日創意填色比賽 - 高級組 優異 吳瑋曦 6B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歐尚儒 2B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盧溋楠 3A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葉曉琳 3A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陳美英 4D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梁嘉諾 4D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黃智傑 4E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陳洛夷 5B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李曉穎 5B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鍾可盈 5B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黃皜妍 5C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朱沛怡 5E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吳栩妍 5E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陳逸楹 6C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群舞) 甲級獎 高以恩 6E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三人舞) 甲級獎 歐尚儒 2B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三人舞) 甲級獎 黃智傑 4E 藝術
5/3/2011 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 第47屆學校舞蹈節 - 現代舞高年級組(三人舞) 甲級獎 朱沛怡 5E 藝術

10/3/2011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正字大行動 最佳表現獎 俞安安 4B 藝術
10/3/2011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第十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二等獎 施雅懿 3C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維也納華爾茲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快步舞 第二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狐步舞 第二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鬥牛舞 第二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探戈 第三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華爾茲 第三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森巴舞 第五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牛仔舞 第六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倫巴舞 第六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查查查 第六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華爾兹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孤步舞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第 16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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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快步舞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探戈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維也納華爾兹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鬥牛舞 第三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倫巴舞 第四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森巴舞 第四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節2010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 牛仔舞 第七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常舞坊藝苗舞蹈學院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拉丁舞五項全能 第二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常舞坊藝苗舞蹈學院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華爾茲 第二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常舞坊藝苗舞蹈學院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探戈 第五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黃大仙文娛協會 2010年黃大仙文娛盃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 鬥牛舞 第三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黃大仙文娛協會 2010年黃大仙文娛盃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 倫巴舞 第三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黃大仙文娛協會 2010年黃大仙文娛盃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 華爾茲 優異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黃大仙文娛協會 2010年黃大仙文娛盃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 探戈 優異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黃大仙文娛協會 2010年黃大仙文娛盃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 狐步舞 優異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華爾茲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探戈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維也納華爾茲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狐步舞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快步舞 第一名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鬥牛舞 一等獎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倫巴舞 二等獎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森巴舞 三等獎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查查查 三等獎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七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牛仔舞 三等獎 李詩敏 6E 藝術
1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梁利 1A 中文-粵語
15/3/2011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組委會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普通話朗誦少兒A組 優異 朱睿祈 4B 普通話
15/3/2011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 第九屆籃球章級訓練計劃學員晚會 進步球員獎 利思敏 6B 體育
15/3/2011 公民體育會 公民暑期青少年田徑訓練班60米女子丙組 冠軍 利思敏 6B 體育
15/3/2011 公民體育會 公民暑期青少年田徑訓練班跳遠女子丙組 冠軍 利思敏 6B 體育
15/3/2011 蔡功譜中學 蔡功譜中學4X100米接力賽 殿軍 林兆文 6E 體育
15/3/2011

深水埗區議會長者及康復服務工作小組與香港傷健協會九龍西傷健中心合辦 「我愛社區無障礙 - 深水埗」填色及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林兆文 6E 藝術第 17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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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011 -- 全港小學機械人模型交流競賽 - 高小組 亞軍 陳展熙 5E 科學
16/3/2011 -- 全港小學機械人模型交流競賽 - 高小組 亞軍 詹至樂 5E 科學
16/3/2011 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關社填色大比拼 - 初級組 優異獎 容禮紳 4B 藝術
16/3/2011 香港保護兒童會 「愛‧遊戲」填色創作比賽 - 高級組 優異獎 吳瑋曦 6B 藝術
16/3/2011 香港保護兒童會 「愛‧遊戲」填色創作比賽 - 初級組 優異獎 馮家欣 3A 藝術
16/3/2011 香港保護兒童會 「愛‧遊戲」填色創作比賽 - 高級組 優異獎 林兆文 6E 藝術
8/4/2011 香港保護兒童會 「愛‧遊戲」填色創作比賽 - 高級組 亞軍 林兆文 6E 藝術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梁融瓌 1A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李俊言 1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李嘉盈 1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陳嘉妍 1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洪子朗 1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梁穎璇 1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一級 良好 陳俊旭 1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謝承臻 1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一級 優良 謝承臻 1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曾燕妤 1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周錦烔 2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李喆盈 2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優良 劉慧倩 2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優良 黃碧淇 2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楊凱晴 2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鍾卓穎 2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六級 第一名 江雪瑩 2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優良 楊凱晴 2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優良 蕭敏晴 2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優良 江雪瑩 2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優良 梁己悦 2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李鎧潼 3A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顏凱晴 3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袁天樂 3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洪敬謙 3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譚思敬 3B 音樂第 18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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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曾建業 3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江子蔚 3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譚沚盈 3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葉卓穎 3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一級 良好 李秉諺 3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曾栢朗 3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張紹衡 3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郭穎儒 3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王雅婷 3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陳浚略 4A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彭志堃 4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第二名 梁大儀 4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趙雪盈 4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六級 優良 江心月 4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9歲或以下) 優良 李心怡 4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9歲或以下) 優良 俞安安 4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六級 優良 仇穎妍 4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二級 良好 詹文禮 4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楊剴童 4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周昊泓 4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葉舒琳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大提琴獨奏 - 初級組 第二名 曾莛嫣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圓號獨奏 - 小學 (初級組) 第三名 袁浩霖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9歲或以下) 第三名 陳螢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木琴獨奏 - 小學 優良 黃智傑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蔡欣璇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9歲或以下) 優良 程樂怡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9歲或以下) 優良 彭依琳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9歲或以下) 優良 袁浩霖 4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郭雅儒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中提琴獨奏 (初級組) 良好 張芷穎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長笛獨奏 - 小學 (初級組) 良好 周頌旻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圓號獨奏 - 小學 (初級組) 良好 李澧盈 5B 音樂第 19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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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二級 優良 梁凱淦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江衍蔚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1歲或以下) 優良 關汶鈺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1歲或以下) 優良 駱皓泓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1歲或以下) 優良 陳嘉晴 5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木笛二重奏 (11歲或以下) 第二名 陳嘉晴 / 黃曉潼5B / 5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粵曲獨唱 - 子喉獨唱 (小學高級組) 良好 梁諾心 5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梁文博 5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梁澤臨 5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1歲或以下) 優良 黃曉潼 5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1歲或以下) 優良 葉俊賢 5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 劉樂希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學獨奏 - 小學(初級組) 良好 仇俊禧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1歲或以下) 第二名 陳綠舒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第二名 羅翊汶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七級 第三名 陳展熙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1歲或以下) 第三名 趙悦彤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三級 優良 彭晴毅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中提琴獨奏 (初級組) 優良 陳柏禧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長笛獨奏 - 小學 (初級組) 優良 陳綠舒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笛獨奏 - 小學 (初級組) 優良 葉富泰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何雅妍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陳昶羚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譚思哲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陳柏禧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木笛二重奏 (11歲或以下) 優良 陳綠舒 / 趙悅彤5E / 5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黃俊穎 6A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優良 翟凱瑩 6A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陳卓軒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林志軒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 黃俊彥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中音木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第一名 利思敏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七級 優良 利思敏 6B 音樂第 20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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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圓號獨奏 - 小學 (高級組) 優良 利思敏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木笛獨奏 - 小學 優良 吳瑋曦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優良 利思敏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七級 優良 利思敏 6B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木笛二重奏 (13歲或以下) 第一名 利思敏 / 馮烙恩6B /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二胡獨奏 (初級組) 良好 譚穎芯 6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中提琴獨奏 (初級組) 第三名 王銘揚 6C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林軒丞 6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三級 第一名 陳頌琪 6D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五級 良好 馮烙恩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單簧管獨奏 - 小學 (初級組) 良好 林兆文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李卓言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董聆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 周倩兒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六級 良好 林兆文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翁立希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 高以恩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三級 第二名 譚立賢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五級 優良 陳進榮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中提琴獨奏 - 中級 優良 高以恩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中提琴獨奏 - 中級 優良 張旻柔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三級 優良 侯凱妍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五級 優良 周芷晴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優良 陳諾言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優良 馮烙恩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高音木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優良 李詩敏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楊蓁兒 6E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木笛二重奏 (13歲或以下) 第二名 陳諾言 / 翟凱盈6E / 6A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第三名 甲詩 上午校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隊 優良 乙詩 上午校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吹管樂小組 - 小學 優良 吹管樂小組 上午校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節奏樂隊 - 小學 (13歲或以下) 優良 節奏樂隊 上午校 音樂
30/3/201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銀樂隊 - 小學 (13歲或以下) 良好 管樂團 上午校 音樂第 21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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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01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聖公會聖馬利堂莫慶堯中學合辦 全港十八區(深水埗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陳進榮 6E 數學
8/4/201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聖公會聖馬利堂莫慶堯中學合辦 全港十八區(深水埗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黃宏臻 6B 數學
8/4/201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聖公會聖馬利堂莫慶堯中學合辦 全港十八區(深水埗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劉雋傑 6E 數學
8/4/201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聖公會聖馬利堂莫慶堯中學合辦 全港十八區(深水埗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麥杰豪 6B 數學
8/4/201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聖公會聖馬利堂莫慶堯中學合辦 全港十八區(深水埗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賴商隱 6B 數學
8/4/201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聖公會聖馬利堂莫慶堯中學合辦 全港十八區(深水埗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區卓丞 6E 數學
8/4/2011 華廈語言藝術研究學會 「華夏盃」第二屆粵港澳朗誦文學藝術人才大賽 - 高小組繪畫 優異獎 羅翊汶 5E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鬥牛舞新人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快步舞新人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森巴舞新人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維也納華爾茲舞新人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探戈新人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狐步舞新人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華爾茲新人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牛仔舞新人賽 第四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九龍城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倫巴舞新人賽 第四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狐步舞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探戈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快步舞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華爾茲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鬥牛舞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維也納華爾茲 第二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倫巴舞 第二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森巴舞 第三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查查查 第三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2010香港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開賽 - 牛仔舞 第四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快步舞新秀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維也納華爾茲新秀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華爾茲新秀賽 第一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牛仔舞新秀賽 第三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查查查新秀賽 第四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森巴舞新秀賽 第四名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中銀香港第53屆體育節-2010荃灣體育舞蹈公開賽(女子組)倫巴舞新秀賽 第五名 陳宣尹 5B 藝術第 22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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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011 常舞坊藝苗舞蹈學院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華爾茲B組 金獎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常舞坊藝苗舞蹈學院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拉丁舞五項全能 金獎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常舞坊藝苗舞蹈學院 第二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 探戈 金獎 陳宣尹 5B 藝術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馮嘉盈 1B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亞軍 梁穎璇 1B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李智賢 1C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冠軍 陳衍文 1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亞軍 王仟譽 1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薛梓淇 2A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梁嘉盈 2B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周錦烔 2B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一、小二獨誦〈廣東話組〉 亞軍 林澤聯 2C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季軍 顏凱晴 3B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俞安安 4B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李浩旻 4B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亞軍 周佩雯 4D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許昕祈 4D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伍映潸 4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亞軍 陳 螢 4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李昕羨 4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冠軍 曾莛嫣 4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彭依琳 4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亞軍 湯雋賢 4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三、小四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譚敏璇 4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五、小六獨誦〈廣東話組〉 季軍 羅翊汶 5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五、小六獨誦〈廣東話組〉 季軍 黃瑋琳 6E 宗教
8/4/2011 漢語聖經協會 第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 小五、小六獨誦〈廣東話組〉 優異 楊蓁兒 6E 宗教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蕭景年 6D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九西區田徑 - 100米 殿軍亞軍 譚浩然 6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甘朗賢 6C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黃照正 6C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何旻曉 6D 體育第 23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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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許俊然 5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九西區田徑 - 跳高 殿軍季軍 梁沛晞 6A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鄭焯聲 6D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胡翰琛 6D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甲團體 殿軍 劉雋傑 6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 殿軍 許恩捷 6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九西區田徑 - 100米 殿軍亞軍 林兆文 6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 殿軍 黎穎姿 6D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 殿軍 梁嘉怡 6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 殿軍 利思敏 6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九西區田徑 - 跳高 殿軍季軍 周樂遙 6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 殿軍 熊加怡 6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 殿軍 禢詠濤 6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女甲團體九西區田徑 - 推鉛球 殿軍亞軍 侯凱妍 6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九西區田徑 - 4x100米接力 季軍季軍 周頌旻 5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九西區田徑 - 4x100米接力 季軍季軍 陳展熙 5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九西區田徑 - 4x100米接力 季軍季軍 羅仲熙 5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九西區田徑 - 4x100米接力 季軍季軍 楊浩霖 5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九西區田徑 - 4x100米接力 季軍季軍 田子諾 5D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九西區田徑 - 跳高 季軍季軍 卜浚文 5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 季軍 羅雋彥 5B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男乙團體 季軍 林衍正 5E 體育
8/4/201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西區田徑 - 跳遠 亞軍 莫淑婷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50米自由泳 亞軍 朱浩正 3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朱浩正 3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團體 季軍 朱浩正 3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50米自由泳 亞軍 黃逸山 3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黃逸山 3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團體 季軍 黃逸山 3D 體育第 24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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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50米胸泳 第八名 吳仲恒 4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吳仲恒 4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團體 季軍 吳仲恒 4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乙50米背泳 第五名 羅泳娛 4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六名 羅泳娛 4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李伯深 4C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團體 季軍 李伯深 4C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乙50米胸泳 第八名 李沂芳 4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六名 李沂芳 4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六名 李慧翹 4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100米胸泳 亞軍 譚湋錤 5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譚湋錤 5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團體 亞軍 譚湋錤 5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乙50米背泳 第五名 何詠琳 5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六名 何詠琳 5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50米自由泳 第七名 區朗軒 5C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區朗軒 5C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團體 亞軍 區朗軒 5C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團體 季軍 董澤熹 5D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50米蝶泳 冠軍 劉映瑤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劉映瑤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團體 亞軍 劉映瑤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50米背泳 第七名 廖浩鈞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廖浩鈞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乙團體 季軍 廖浩鈞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50米蝶泳 殿軍 陳柏禧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陳柏禧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團體 亞軍 陳柏禧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50米背泳 殿軍 梁凱淦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團體 亞軍 梁凱淦 5E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100米自由泳 殿軍 李子治 6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團體 亞軍 李子治 6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100米胸泳 冠軍 鄺詠琳 6A 體育第 25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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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團體 亞軍 鄺詠琳 6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100米自由泳 亞軍 黃俊穎 6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黃俊穎 6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團體 亞軍 黃俊穎 6A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50米自由泳 第八名 許恩捷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許恩捷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團體 亞軍 許恩捷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50米胸泳 第六名 許伊晴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許伊晴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團體 亞軍 許伊晴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50米蝶泳 冠軍 陳藹慈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陳藹慈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團體 亞軍 陳藹慈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50米蝶泳 亞軍 鄭焯聲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鄭焯聲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團體 亞軍 鄭焯聲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50米背泳 亞軍 鍾希雅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鍾希雅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女甲團體 亞軍 鍾希雅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50米胸泳 第八名 陳進榮 6B 體育
8/4/2011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 男甲團體 亞軍 陳進榮 6B 體育

20/4/2011 靈糧幼稚園校友管弦樂團‧香港跆拳國藝會合辦 國藝會跆拳道邀請賽2011(套拳組) 冠軍 秦蔚瑩 1A 體育
20/4/2011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合作競技邀請賽 合作無間獎 歐卓文 1D 體育
20/4/2011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第二屆幼聯兒童英詩朗誦比賽2011 季軍 李業勤 2E 英文
20/4/2011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第二屆幼聯兒童英詩朗誦比賽2011 優秀獎 葉芓莃 2E 英文
20/4/2011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第二屆幼聯兒童英詩朗誦比賽2011 優秀獎 吳祉希 2E 英文
20/4/2011 深水棒球會 2010社區體朔會(第三屆)棒球邀請賽 冠軍 盧萬祈 2C 體育
20/4/2011 香港房屋協會樂年花園 樂年花園禁毒宣傳填色比賽 - 兒童組 亞軍 李立恒 1D 藝術
3/5/20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 Adjudicators' Award 演出獎 英語話劇組 同學 英文
3/5/20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效果獎 英語話劇組 同學 英文
3/5/20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學校戲劇節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傑出劇本獎 劇本獎 英語話劇組 導師 英文
3/5/20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男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男演員獎 仇俊禧 5E 英文
3/5/20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女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女演員獎 潘凱瑩 6D 英文第 26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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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女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女演員獎 陳螢 4E 英文
3/5/2011 英文百寳箱 英文百寳箱2010-2011油尖旺區 學校總冠軍 協和小學 上午校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麥展晴 1A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吳子進 1A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楊    溢 1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黃浚儒 1C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鄭貽聲 1D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譚旭勤 1D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張芷晴 1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伍祉澄 1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張子揚 2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李天昕 2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陳樂天 2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王謹銘 2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陳敬謙 2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陳胤延 3D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周以德 3D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李秉諺 3D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李駿亨 3D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蘇蕙嫻 4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麥凊欣 4D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陳    螢 4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張頌祺 4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陳展熙 5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利思敏 6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李詠渝 6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徐圓盈 6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阮曦嬅 6B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陳諾言 6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鍾希雅 6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李詩敏 6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吳仲賢 6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董    聆 6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許晉誠 6E 英文第 27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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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楊蓁兒 6E 英文
4/5/2011 小學英語發展中心 第三屆全港英語正讀運動 優異獎 翁立希 6E 英文
4/5/2011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 國藝會跆拳道邀請賽2011(套拳組) 優異獎 林泳軒 2B 體育
4/5/2011 飛達田徑會 第八屆飛達全港徑新星大賽60米 嘉許 關亦彤 1A 體育
4/5/2011 飛達田徑會 第八屆飛達全港徑新星大賽100米 嘉許 關亦彤 1A 體育
4/5/2011 飛達田徑會 第八屆飛達全港徑新星大賽立定跳遠 嘉許 關亦彤 1A 體育

25/5/2011 沙田節統籌委員會、沙田體育會 沙田節武術精英錦標賽2011 - M10男子長兵器組 第七名 陳展熙 5E 體育
25/5/2011 沙田節統籌委員會、沙田體育會 沙田節武術精英錦標賽2011 - M10男子劍術組 第二名 陳展熙 5E 體育
25/5/2011 沙田節統籌委員會、沙田體育會 沙田節武術精英錦標賽2011 - G18集體混合器械組 第一名 陳展熙 5E 體育
25/5/2011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第四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 英文兒歌獨誦 優良 梁利 1A 英文
25/5/2011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 荃城舞出繽紛體育舞蹈公開賽 - 拉丁獨舞Rumba 嘉許狀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 荃城舞出繽紛體育舞蹈公開賽 - 拉丁獨舞Cha Cha 嘉許狀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舞 Solo Jive 亞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舞 Lady Jive 冠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獨舞 Solo Rumba 冠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舞 Rumba 亞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舞 Lady Rumba 亞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舞 Lady Cha Cha 季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拉丁舞 Solo Cha Cha 優異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 -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嘉許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 - 拉丁組合Jive 亞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 - 拉丁組合Rumba 亞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 - Rumba / Cha Cha 及 組合Cha Cha 優異獎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2011 Mega Box Mini Latino Dance Sport Championships 優異獎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 District 18 Dance Council 2011 Hong Kong Open International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 拉丁組合Cha Cha 冠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 District 18 Dance Council 2011 Hong Kong Open International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 拉丁組合 Jive 季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 District 18 Dance Council 2011 Hong Kong Open International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 拉丁獨舞Rumba 亞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 District 18 Dance Council 2011 Hong Kong Open International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 拉丁獨舞Jive 季軍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 District 18 Dance Council 2011 Hong Kong Open International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 拉丁獨舞Cha Cha/shamba及組合Rumba 優異獎 伍晞翹 5D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維也納華爾茲(校際賽) 第一名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牛仔舞(校際賽) 三等獎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查查查(校際賽) 三等獎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森巴舞(校際賽) 三等獎 王婉姍 6B 體育第 28 頁，共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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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倫巴舞(校際賽) 二等獎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鬥牛舞(校際賽) 一等獎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快步舞(校際賽) 第一名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狐步舞(校際賽) 第一名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採戈(校際賽) 第一名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第7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 華爾茲(校際賽) 第一名 王婉姍 6B 體育
25/5/2011 深水區議會長者及康復服務工作小組 我愛社區無障礙 - 深水埗  填色及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莫淑婷 6B 體育
25/5/2011 2010深圳滑水邀請賽 個人自由滑花式5級第一名 獎牌 莫淑婷 6B 體育
30/5/2011  普通話教師學會 第十一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 初小組  唐詩組 優良 梁穎璇 1B 普通話
30/5/2011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第十一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 喳喳喳舞組 乙等級獎 陳芷瑩 1E 體育
30/5/2011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 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鍾卓穎 2E 藝術
30/5/2011 伯龍舞蹈學校 拉丁舞青少年單人單項JIVE 優異獎 陳芷瑩 1E 體育
30/5/2011 伯龍舞蹈學校 拉丁舞青少年單人單項SAMBA 亞軍 陳芷瑩 1E 體育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羅雋彥 5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許晉誠 6E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黃宏臻 6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陳進榮 6E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1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金獎 沈振鵬 2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2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金獎 林汶琦 3D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3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銀獎 吳家明 3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銅獎 郭穎儒 3D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5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銅獎 梁大儀 4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銅獎 簡駿樂 4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7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銀獎 李心怡 4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8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銀獎 羅雋彥 5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1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銅獎 麥嘉鴻 5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2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銅獎 譚心然 5E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3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金獎 黃宏臻 6B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金獎 陳進榮 6E 數學2011/6/2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5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香港賽區) 銅獎 劉雋傑 6E 數學2011/6/25 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會 「華夏盃」奧數之星創新思維決賽 三等獎 湯嘉得 1A 數學2011/6/25 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會 「華夏盃」奧數之星創新思維決賽 三等獎 李子聰 5B 數學第 29 頁，共 2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