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基樂小學          (截至 19-8-2021) 

2020-2021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學校於各項校外比賽中，共取得 4 項冠軍、3 項亞軍、8 項季軍 

、302 優異獎，共 316 項獎項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中文)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小學五年級 

冠軍及優良獎 5D 廖苒君 

季軍及優良獎 5D 謝睿敏 

優良獎 5D 文曉盈 

優良獎 5D 蕭雯蔚 

良好獎 5A 林紫晴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小學六年級 

亞軍及優良獎 6D 陳美華 

優良獎 6A 袁志恩 

優良獎 6B 譚小悠 

優良獎 6C 林芷澄 

優良獎 6C 黃梓淇 

良好獎 6A 莊舒楠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小學三年級 

優良獎 3C 歐陽喜盈 

優良獎 3C 莫紫彤 

優良獎 3D 蘇嘉欣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小學二年級 
優良獎 2A 梁袓霖 

良好獎 2A 莊茹淳 

散文獨誦-粵語-女子組-小學五、六年級 

優良獎 5D 楊婉珊 

良好獎 6C 成諾 

良好獎 6D 柯舒藍 

良好獎 6D 邱潁雯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小學五、六年級 

優良獎 6C 黃梓淇 

優良獎 6D 陳美華 

優良獎 6D 韓昕澄 

優良獎 5C 陳沁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小學三、四年級 

優良獎 3C 陳心姸 

優良獎 3C 蔡善雅 

優良獎 3C 區雅倩 

優良獎 3D 劉爾軒 

優良獎 3D 蘇嘉欣 

優良獎 3D 吳冠曉 

優良獎 4D 陳恆玉 

良好獎 3C 顏子晴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中文)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小學五、六年級 

優良獎 5D 何嘉雯 

優良獎 5D 廖苒君 

優良獎 5D 文曉盈 

優良獎 5D 楊婉珊 

良好獎 5D 麥詠琳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獎 1A 高樂悠 

優良獎 1A 勞建寶 

優良獎 1A 尹家慎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小學三、四年級 良好獎 3C 吳智霖 

 

 

 

STEM 比賽成績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

比賽 2020－知識產權偵

探班 – 高小組比賽 

優異獎 6D 胡昌楷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C 楊浩然 5D 鄭譽龍 5D 何卓朗 

5D 盧錦妍 5D 黃鳳兒 5D 伍卓賢 

5D 謝睿敏 5D 楊婉珊 5D 余芷珊 

2020/21 香港小學電腦奧

林匹克比賽 

優異獎 6D 莫俊鍶 6D 胡昌楷 6D 蔡嘉翀 

6C 周清宜     

全港小學 020 編程解難

大賽 

優異獎 6D 胡昌楷 6C 周清宜 4C 林祖賜 

      

2020 優秀網站選舉及健

康手機/平板電腦應用程

式選舉 

冠軍 

聖公會基樂小學   

 

 

 

視覺藝術比賽成績 

樂活博覽 2021「海洋樂悠

油」填色比賽 

優異獎 4A 梁晞彤 4B 姚學霖 4D 梁炎越 

      

紅十字少年團填色比賽

2020-2021 

 

公開組總亞軍 4D 梁炎越 

    

 

 

 

宗教科比賽 

二十七屆 

聖經朗誦節 

優異獎 2B 岑樂峰       

嘉許獎 4D 岑樂童 5C 胡峻豪 5C 李心荍 5D 張靄琪 

5D 文曉盈 5D 楊婉珊 6C 成諾 6D 柯舒藍 



廣東話獨誦 6D 邱潁雯       

第二十七屆 

聖經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嘉許獎 5C 楊浩然 5C 鄭周     

        

        

 

 

 

數學比賽成績 

2021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

請賽初賽 
二等獎 5C 成曦 5D 鄭譽龍 6D 莫俊鍶 

 6D 胡昌楷     

三等獎 5D 梁永樂 5D 賴柏霖 6D 譚展程 

6D 何睿鋒 6D 庄鎔鋥 6D 顏芯琪 

6D 曾煒森     

優異獎 5D 曹鈞霖 5D 陳慶斌 5D 彭志滔 

5D 彭敬易 6D 韓昕澄   

Eye Level Critical Thinking 

Math Challenge ( 數學邏輯

思考大挑戰 ) 

優異獎 1D 莊承希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2021 銀獎 3C 蔡善雅 3D 蔡亦翰 6D 胡昌楷 

  6D 顏芯琪     

銅獎 4B 黃彥翹 4C 顏卓民 4C 林祖賜 

 4D 杜梓鴻 5C 成曦 5D 陳慶斌 

 5D 黃彩恩 5D 賴柏霖 6D 莫俊鍶 

 6D 庄鎔鋥 6D 何睿鋒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1 

(香港賽區) 

金獎 2B 卓穎 6D 莫俊鍶   

銀獎 2A 徐柏喬 2C 朱延生 6C 周清宜 

 6D 胡昌楷     

銅獎 1B 蔡善朗 2B 勞睿熹 2C 劉嚴墨 

 3C 蔡善雅 3C 歐陽喜盈 3D 蔡亦翰 

 4C 顏卓民 5C 洪傳竣 6D 何睿鋒 

 6D 陳泓銜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銅獎 1B 蔡善朗 3C 蔡善雅 3D 蔡亦翰 



2021(香港賽區) 優異獎 3C 歐陽喜盈     

華夏盃晉級賽 二等獎 5D 賴柏霖 6D 莫俊鍶   

三等獎 1B 蔡善朗 1C 劉恩言 3C 蔡善雅 

 6D 庄鎔鋥 6D 何睿鋒 6D 胡昌楷 

 6D 顏芯琪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賽 
銅獎 6D 庄鎔鋥     

 

 

 

 

 

 

 

數學比賽成績 

小學數學滿貫盃 20-21 季軍 3C 鄭譽尊     

金獎 6D 胡昌楷 5D 鄭譽龍   

銀獎 6D 莫俊鍶 5D 賴柏霖 4D 庄艾莉 

 3D 蔡亦翰 3D 袁穎欣   

銅獎 

 
6D 何睿鋒 6D 韓昕澄 6D 顏芯琪 

 
5D 彭志滔 5D 黃彩恩 4B 黃彥翹 

 4C 林祖賜     

 

 

 

體育運動比賽成績 

全港網上分齡跳繩比

賽 2020 
三十秒單人繩速度跳

30s 第 5 名(10-11 歲男子

組) 

5C 楊溢灝 5D 陳慶斌   

三分鐘單人繩耐力跳

3MINS 第 6 名(10-11 歲

男子組) 

5C 楊溢灝     

三十秒單人繩速度跳

30s 第 9 名(8-9 歲女子

組) 

4D 邱凱渟     

金章 2A 張晉嘉 3C 蔡善雅 4B 姚學霖 

2A 林子楠 3C 郭子柔 4C 梁祖堯 



賽馬會「齊跳高飛」跳

繩計劃網上金銀章別

挑戰賽 

2B 潘彥琳 3C 區雅倩 4C 顏卓民 

3A 謝卓妍 4A 張子健 4D 邱凱婷 

3B 馬信行 4A 梁晞彤 4D 庄艾莉 

3C 歐陽喜盈 4A 呂思毅   

3C 陳均灝 4B 劉俊廷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英文)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1 and 2- Boys 

季軍及優良獎 2B 岑樂峰 

優良獎 1A 尹家慎 

良好獎 1A 勞建寶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 Boys 
優良獎 3C 鄭譽尊 

優良獎 3D 蔡亦翰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Boys 
優良獎 4D 陳孜潼 

優良獎 4D 李愷正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5 - Boys 

優良獎 5D 陳慶斌 

優良獎 5D 鄭譽龍 

優良獎 5D 何卓朗 

優良獎 5D 伍卓賢 

優良獎 5D 彭志滔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3- Girls 

優良獎 3C 蔡善雅 

優良獎 3C 區雅倩 

優良獎 3C 趙栩燁 

優良獎 3D 潘碧翠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4 - Girls 

優良獎 4A 梁晞彤 

優良獎 4A 梁凱恩 

優良獎 4A 羅雅文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5 - Girls 

優良獎 5C 黃心妍 

優良獎 5C 黃心瑜 

優良獎 5D 鄭怡玫 

優良獎 5D 區雅炫 

良好獎 5D 廖苒君 

良好獎 5D 陳懿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 Primary 6 - Girls 

優良獎 6C 周清宜 

優良獎 6D 朱鍵瑩 

優良獎 6D 陳敏晞 

優良獎 6D 張凱盈 

優良獎 6D 邱潁雯 

優良獎 6D 陳美華 

優良獎 6D 韓昕澄 

 

 

 

 

 



 

 

 

 

 

 

 

 

 

朗誦比賽 

全港親子普通話朗讀比賽 小學組：對話誦材(三年級) 冠軍 3C 蔡善雅 

粵港澳大灣區朗誦節大賽 

粵語獨誦-小學五年級 亞軍 5D 楊婉珊 

粵語獨誦-小學六年級 

季軍 6D 邱潁雯 

季軍 6D 柯舒藍 

優異獎 6C 成諾 

英語獨誦-小學六年級 
季軍 6D 朱鍵瑩 

優異獎 6C 周清宜 

英語獨誦-小學四年級 
季軍 4D 李愷正 

優異獎 4D 陳孜潼 

英語獨誦-小學一年級 
優異獎 1A 勞建寶 

優異獎 1A 尹家慎 

 

 

 

中文比賽成績 

2020-2021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

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初

賽 

一等獎 5D 鄭怡玫 5D 文曉盈 5D 楊婉珊 

 6C 周清宜     

三等獎 6D 韓昕澄 6D 陳美華 6D 柯舒藍 

6D 王雅汶     

2020-2021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

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決

賽 

一等獎 5D 鄭怡玫 6D 韓昕澄 6D 陳美華 

6D 柯舒藍     

二等獎 5D 文曉盈 6D 王雅汶   

三等獎 5D 楊婉珊 6C 周清宜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20-2021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小學

組) 

中華文化問答

比賽冠軍 
6C 周清宜     

菁英銀獎 6C 周清宜     

2020/21 普通話講故事比賽 優異獎 5D 謝睿敏     

 

 

 

 

 



 

 

 

 

 

 

 

 

 

音樂科比賽成績 

春雨主題曲歌唱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6D 陳美華 6D 葉怡伶 

6D 韓昕澄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 音樂

節比賽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季軍及銀獎 3A 梁潔芳 

銀獎 2B 林彥希 

銀獎 4D 邱凱渟 

銅獎 2B 黃立邦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銀獎 5D 麥詠琳 

銀獎 5D 陳慶斌 

銀獎 6D 邱潁雯 

銅獎 3A 吳曉彤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銀獎 5C 鍾浠榆 

銀獎 6D 陳泓銜 

銀獎 6D 韓昕澄 

銅獎 5D 許芊琳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銀獎 6D 陳美華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 銀獎 6D 韓昕澄 

小提琴獨奏二級 銀獎 4D 林景嵐 

小提琴獨奏三級 銅獎 5D 伍卓賢 

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銀獎 4C 譚心 

高音直笛獨奏 銅獎 5D 曹鈞霖 

銅獎 5D 陳慶斌 

銅獎 5D 伍卓賢 

銅獎 5D 黃鳯兒 

銅獎 5D 張靄琪 

銅獎 5D 麥詠琳 

銅獎 6C 古瑞峰 

銅獎 6D 張凱盈 

銅獎 6D 顏芯琪 

銅獎 6D 王柏鋮 

銅獎 6D 邱潁雯 

銅獎 6D 陳穎雯 

銅獎 6D 韓昕澄 

銅獎 6D 胡昌楷 

銅獎 6D 莫俊鍶 

單簧管獨奏高級組 銀獎 6D 關皓信 

箏獨奏-初級組 銅獎 4C 吳雅甜 

 

 

 

 



 

 

 

 

 

 

 

 

 

 

其他比賽成績 

2021 年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 6D 胡昌楷     

觀塘區公益少年團中文硬筆

書法比賽 

優異獎 
5D 鄭鈺藍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優秀女童軍 6D 譚宇琳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觀塘區優秀學生

獎 
6C 周清宜     

香港紅十字會少年團活動計

劃 

全港傑出紅十字

少年會員 
6C 周清宜     

東九龍總部傑出

紅十字少年會員 
6C 周清宜 6D 胡昌楷   

少年榮譽章 6C 周清宜 6D 胡昌楷   

少年服務獎金章 6C 周清宜 6D 胡昌楷   

少年服務獎銅章 

4A 王綽樂 4A 黃羿篪 4B 伍晉賢 

4B 呂喜游 4C 梁祖堯 4C 吳雅甜 

4D 林景嵐 5D 伍卓賢   

香港紅十字會少年團「七項

紅人網上競技日」 
個人最積極參與獎 4C 吳雅甜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 嘉許獎 6D 邱潁雯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

值教育」計劃(2020-2021)之

「童建幸福城堡」聯校親子

活動比賽 

優異獎 1C 劉峯 2B 陳迦榆 3D 陳曉瑩 

5C 楊浩然 6D 葉文軒   

      

      

「童創未來」獎學金計劃 獎學金 1B 黃信熹 2C 周子琪 3C 彭芷悠 

4C 吳詠怡 5D 謝睿敏 6A 周耿鋅 

2020 優秀義工獎勵計劃 優秀義工獎 6D 柯舒藍     

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團隊」 訓輔組     

「全方位關愛老

師」 
單寶玲老師     

「關愛老師」 陳麗姬副校長     

關愛家長 郭素珊女士(韓棹朗 2D、韓昕澄 6D) 

關愛校董 莫善強先生(莫俊鍶 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