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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Lok Wah Est.,Ngau Tau Kok,Kowloon   

傳真：2750 8790  

學校網頁：http://www.skhklps.edu.hk      基樂 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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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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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九龍牛頭角樂華邨     

電話：2755 5611          

電郵：info@skhklps.edu.hk   

2021年 3月 

第四期 

基樂   動向 

基樂學生善用餘暇  積極參與比賽 

《基樂號外》 (第四期) 

【本報訊】雖然在疫情之中，大家都減少了出外運動的機會，但基樂小學

跳繩隊同學們仍善用餘暇，努力進行運動，並參加了由香港跳繩總會主辦之「全

港網上分齡跳繩比賽 2020」，亦獲得不錯成績，希望大家都能多做運動，保持

身體健康。 

5D 陳慶斌  

5C 楊溢灝  

4D 邱凱渟  

http://www.skhklps.edu.hk/
mailto:info@skhkl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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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2月 5日，本校於 2020學年各項校外比賽中，得 1項冠軍、1項亞軍、2項季軍、

94優異獎，共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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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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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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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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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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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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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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生姓名(依各班學生成績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高樂悠 尹家慎 葉詩澄 
1B 蔡銘洋 鄭宗瑋 蔡善朗 
1C 劉恩言 方良戩 黃梓煣 
1D 李東穎 李愷彤 王麗君 
2A 何梓軒 梁祖霖 張晉嘉 
2B 謝逸希 盧鈺謙 勞睿熹 
2C 李瑞博 黃學瑞琪 成  睿 
2D 李祉樑 韓棹朗 何子軒 
3A 盧心渝 梁潔芳 黃禹熙 
3B 林卓穎 何心悠 許智豪 
3C 蔡善雅 鄭譽尊 彭芷悠 
3D 陳曉瑩 蔡亦翰 劉  星 
4A 呂思毅 梁晞彤 張子健 
4B 陳梓軒 黃彥翹 黃偲悅 
4C 黃晞兒 李泳萱 譚  心 
4D 謝芷晴 庄艾莉 林曉均 
5A 何子聰 鄧曉言 林紫晴 
5B 李曉光 邱嘉鈞 徐星譽 
5C 鄭  周 陳  沁 李心荍 
5D 鄭怡玫 何卓朗 陳慶斌 
6A 曾子蕎 黃卓軒 曾梓皓 
6B 鍾鈺婷 譚小悠 龐而殷 
6C 周清宜 蔡鈺婷 熊子榮 
6D 陳美華 莫俊鍶 韓昕澄 

 

 

基樂榮譽榜 

 

班別 學生姓名 

1A 呂俊樂 呂晨慧 尹家慎 
1B 蔡善朗 秦福信 梁靜昕 
1C 潘凱楠 陳卓弘 鍾冠鋒 
1D 歐陽允謙 何傲翔 丘承翰 
2A 陳卓晞 呂日朗 屈修賢 
2B 李劻旻 陳迦榆 潘彥琳 
2C 李子軒 林日曦 冼韻如 
2D 張家安 洪啟迪 黃珀軒 
3A 黃  楠 張學瓏 黃禹熙 
3B 張奕樂 麥紫朗 鄧慧君 
3C 陳善汶 莫紫彤 楊松清 
3D 劉爾軒 黃梓彤 吳冠曉 
4A 呂思毅 錢濼添 鍾國鋒 
4B 馮啟賢 劉金熠 樊沛嘉 
4C 蔡信生 楊紫涵 葉文葦 
4D 陳恒玉 邱凱渟 曾家敏 
5A 黃俊栩 郭守軒 譚芷妍 
5B 李曉光 羅嘉鏸 邱嘉鈞 
5C 錢宇翔 駱家賢 黃鈺婷 
5D 陳  懿 温卓琛 謝睿敏 
6A 陳麒任 劉澤昕 莫敬燊 
6B 謝文傑 林偉浩 陳  森 
6C 施依娜 陳盈盈 朱穎詩 
6D 蘇秀娜 楊力謙 葉文軒 

 

2020-21年度進步星獎學生名單(評估一) 

2020-21年度成績優異學生名單(評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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