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比賽項目名稱 比賽結果 獲獎學生 

全港性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組粵語二人朗誦冠軍 
5A 楊欣喬 

5C 高穎 

小學組粵語歌詞朗誦冠軍 5B 黃樂晴 

新界區比賽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6A 葉康妮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6A 譚芝晴 

六年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6A 吳俊賢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5A 楊欣喬 

一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1B 鄧紫瞳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5A 楊欣喬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4B 郭展宏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4B 胡瀚能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冠軍 6B 丘穎怡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冠軍 4A 葉梓翹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冠軍 3A 顧殷僑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冠軍 3A 余思嶠 

新界區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6B 丘穎怡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6A 許伊嵐 

五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5B 黃樂晴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4A 馬巧穎 

三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3D 陳子恩 

三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3B 李汶羲 

三年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3A 黃樂天 

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6B 麥睿哲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5C 高穎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6B 李懿殷 

六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6A 黎柏榮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6A 蒙思靖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5B 李芷慧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5B 卜文俞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5A 楊欣喬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4B 胡瀚能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4B 井欣曦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4A 蘇皓民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4A 林梓悠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2C 黃芊譽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1A 陳頌昕 

新界區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6B 楊詠翹 

六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6B 麥睿哲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6A 全綺翹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5C 高穎 

四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4B 蔡銘津 

一年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2D 楊偉鋒 

二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2D 李思穎 

二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2C 許津瑋 

一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B 賴星揚 

一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A 譚沚謙 

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6B 麥睿哲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6A 許伊嵐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4B 盧韻添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4B 余紫涵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3B 鄧嘉琳 

一、二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2C 麥彥哲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1B 薄佳妮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5B 黃樂晴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5A 馬一遙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4C 羅靖俙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4B 盧韻添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4B 老卓藍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4A 蘇俊毓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4A 羅心怡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4A 阮方凌蘭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3B 麥昕嵐 

三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3A 黃樂天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3A 翁嘉悠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2D 梁慧詩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2C 鄭子琦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2C 麥彥哲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1C 鄧僖妍 

全港性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組粵語二人朗誦優良獎狀 5B 李思凝 

新界區比賽 

六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D 鄺欣楠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6D 吳卓霖 

六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6B 廖曼庭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6A 蒙思靖 

六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6A 葉梓彤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6A 葉梓彤 

五、六年級女子粵語說故事優良獎狀 6A 李悅聆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陳婧 

五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莊禮汛 

五年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5B 莊禮汛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張凱淇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吳貞徵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蘇煦喬 

五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蕭伃晴 

五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5A 何芷晴 

四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D 黃臻晞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C 張穎彤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余紫涵 

四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4B 井欣曦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羅心怡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鄧紫蕎 

四年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4A 袁守臻 

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李繾澂 

三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D 高翠君 

三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C 葉芊莜 

三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蘇梓翹 

三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譚樂然 

三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鄭筠潼 

三年級男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3B 鄧嘉琳 

三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蔡銘軒 

二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D 陳彥彤 

二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麥彥哲 

二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梁柏禧 



二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張進樂 

二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C 林潔蕾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何芷悠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B 鄭筠橋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B 鄧曉瑜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B 黃嘉晞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B 王裕霖 

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A 袁莛昕 

一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D 石芷晴 

一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B 劉柏希 

一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B 趙雪喬 

一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B 梅穎彤 

一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B 林煦兒 

小學一年級粵語說故事優良獎狀 1A 蘇亞倫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D 曾惠岑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6B 蔡紫榆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6B 雷梓茵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楊詠翹 

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許世亨 

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侯道亨 

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奉爾殊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陳璞思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全綺翹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C 高穎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黃樂晴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5B 黃樂晴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陳詩詠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5B 陳詩詠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蘇煦喬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蕭伃晴 

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何芷晴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4B 盧韻添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黎巧瑩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蔡銘津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張雨桐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蘇浩樺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羅心怡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鄧紫蕎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葉梓翹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4A 葉梓翹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李祉霖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吳愷昕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王俊桉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譚樂然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靳皓博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曾紫悠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陳柏仁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倪諾彤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林柏言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3B 何璧而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3A 譚浩然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劉芷茵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楊博朗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黃樂天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3A 黃樂天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翁嘉悠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施向晴 

三、四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老子臻 

一、二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D 湯鎮年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D 梁慧詩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D 林海瞳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D 林欣穎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D 朱芊晴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D 尹鎧祈 

一、二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黃匯壹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翁嘉晴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2C 何芷悠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B 蕭稀同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A 劉宛月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A 李晴怡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A 何若儀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2A 何若儀 

一、二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C 鄭釗軒 



一、二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B 林墨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顏羲桐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蔡紫榆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劉熹銣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廖曼庭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楊詠翹 

六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麥睿哲 

六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B 柯鍀成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譚芝晴 

六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羅淳謙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鄧萃韻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葉康妮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陳璞思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許伊嵐 

六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林梓浩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李悅聆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6A 全綺翹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C 高穎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蘇靖桐 

五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謝日曦 

五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黃祺智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陳婧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冼穎橦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李思凝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B 尹善欣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蘇煦喬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蕭伃晴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彭悅妍 

五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沈焌浠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5A 何芷晴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C 李鳴浩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蕭諾瑤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陳欣言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陳君霖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張雨桐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B 余紫涵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蘇浩樺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鍾遨然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劉逸弘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陳君晧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馬巧穎 

四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袁守臻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李繾澂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李祉霖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4A 李巧嵐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D 

KOUMANI  

DIMITRA 

HAILEY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C 廖鄯僖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C 周子琪 

三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嚴栢霖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譚芷姍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鄭筠潼 



三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鄧嘉琳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黃靖桐 

三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陳栢仁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招映妤 

三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李汶羲 

三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B 吳鈞豪 

三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楊博朗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李希琳 

三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3A 何心妍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D 曾治晴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D 陳彥彤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D 林海瞳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D 李思穎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D 伍佑信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趙珞兒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葉晞澄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葉航睿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温正伶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陳俊謙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張進樂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C 何芷悠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A 劉宛月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A 黃卓維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2A 何若儀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D 張雅雪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C 梁中瀚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1C 李卓桐 

新界區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6D 鄭芷詠 

六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6B 薛熙桐 

三、四年級男子粵語說故事良好獎狀 4B 蘇冠倫 

三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3D 沈凱錡 

一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1A 葉萃葰 

五、六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5B 謝日曦 

一、二年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2C 許津瑋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2B 劉思睿 

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2A 袁莛昕 

六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6D 鄭芷詠 

五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5B 李泳瑤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4C 郭紫緣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4B 戴萃瑩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4B 陳芷萱 

四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4A 老紫瑩 

一、二年級男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2D 段詩語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2C 黃芊晴 

一、二年級女子英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2C 翁嘉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