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 姓名 學校 獎項
2018【皇者挑戰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馮啟晉(K3) 學之園幼稚園 冠軍
2018【皇者挑戰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卜律銘(K3) 根德園幼稚園 冠軍 
2018【皇者挑戰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林海晴(K3) 國際英文幼稚園 季軍
2017【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吳佳儀 (K2) - 金獎 (兒歌)
2017【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潘皓儁 (P1)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銀獎 (兒歌)
2017【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傅家熒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銀獎 (古詩)
2017【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陳靖翹 (K2) 樂基幼兒學校 銀獎 (兒歌)
2017【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林悅澄、謝詠嵐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銅獎 (合誦)
2017【皇者挑戰盃】兒童朗誦比賽 潘皓儁 (P1)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亞軍
2017【皇者挑戰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楊天兒 (K1) 德望學校 (幼稚園) 季軍
2017【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廖敬天 (P5)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季軍
2017【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楊天兒 (K1) 德望學校 (幼稚園) 季軍
2017 【旭日盃】全港朗誦比賽 楊天兒(K2) 聖保祿幼稚園 冠軍
2016暑期香港校園故事大王朗誦比賽 利德生 (P2)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冠軍 (兒歌)
2016【博學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陳頌恩 (K2)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鴨脷洲) 冠軍
2016【博學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 張灝洋 (K3) 民生書院幼稚園 季軍
2016【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盧穎蓁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金獎 (兒歌)
2016【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盧穎蓁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銀獎 (古詩)
2016【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張天愉 (K3)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季軍
2016【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張天愉 (K3)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優異獎
2016 第七屆希望之聲藝術文化交流大賽 卜律銘 (K2) 根德園幼稚園 冠軍 (古詩)
2015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卜律銘 (K2) 根德園幼稚園 季軍 (詩歌)
2015【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曾靖嘉 (K1) 根德園幼稚園 金獎 (兒歌)
2015【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曾靖嘉 (K1) 根德園幼稚園 金獎 (新詩)
2015【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李漢彥 (K1) 真光幼稚園 金獎 (古詩)
2015【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黃傲程 (K1) 聖保羅堂幼稚園 銀獎 (古詩)
2015【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蕭晧斐 (K2) 蘇浙小學幼稚園 銅獎
2015【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梁浩晴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優良獎
2015【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冠軍
2015【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亞軍
2015【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潘䂀伃 (K1) 禮賢會學校(幼稚園) 亞軍
2015【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梁浩晴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亞軍
2015 第六屆希望之聲藝術交流文化大賽 朱芷曦 (K1)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亞軍 (兒歌)
2015 第十五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梁浩晴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B 級良好 (故事)
2015 第十五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梁浩晴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B 級良好 (節目主持)
2015 全港兒童朗誦節 袁晧婷 (P1)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冠軍 (古詩)
2015 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 何卓諾 (P1) 香港培正小學 優良
2014第五屆【文化瑰寶】朗誦才藝大賽 陳詠僖 (K2)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優異獎
2014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潘晧儁 (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冠軍 (自我介紹)
2014春季朗誦節【普爾詩盃】 葉可兒 (K2) 聖公會幼稚園 冠軍
2014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亞洲盃三甲卓越獎
2014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冠軍 (兒歌)

朗誦比賽



2014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季軍 (節目主持)
2014【鵬程杯】朗誦比賽 李樂盈 (PN) 偉思幼稚園 季軍
2014【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梁浩晴 (K2) 約克國際幼稚園 金獎
2014【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郭皜昕 (K3) 國際英文幼稚園 金獎
2014【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陳俊燁 (K1) 玫瑰崗幼稚園 銀獎
2014【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蔡晉杰 (K3) 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園 銀獎
2014【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蔡騏禧 (K2) - 銅獎
2014【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陳詠僖 (K1)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銅獎
2014【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蔡希宜 (P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亞軍
2014 第六屆全港中華文化推廣活動 潘皓儁 (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銀獎
2014 第五屆【金紫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 蔡佑思 (K2) 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 優異獎
2014 第五屆【金紫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 陳芯悅 (K2) 創價幼稚園 優異獎
2014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黃元曦 (P1)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B 級良好 (古詩)
2014 星藝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歐陽皓謙 (K3)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冠軍
2014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亞軍 (古詩)
2014 【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劉鎧晴 (K2)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優異獎
2013香港小天王朗誦公開賽 謝宇軒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季軍 (兒歌)
2013全港資優兒童朗誦大賽 謝宇軒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冠軍
2013【鵬程杯】朗誦比賽 潘皓儁 (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亞軍 (童詩)
2013【鵬程杯】朗誦比賽 熊  鍱 (K3) 維多利亞幼稚園 (何文田) 亞軍 (童詩)
2013【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李采珊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銀獎
2013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 才藝比賽 潘皓儁 (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季軍
2013 春季朗誦節【普爾詩盃】 朱俊霖 (K2) 根德園幼稚園 亞軍 (古詩)
2013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梁浩晴 (K1) 約克國際幼稚園 冠軍
2013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石梓悠 (K2) 創價幼稚園 亞軍
2013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潘皓儁 (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銀獎
2012第四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 李朗溰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季軍 (古詩)
2012第四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 黃雍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季軍 (童詩)
2012第四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 黃緝熙 (K2) 根德園幼稚園 良好獎 (兒歌)
2012第四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 李朗溰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良好獎 (兒歌)
2012第四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 吳卓諺 (K2) 約克幼稚園 良好獎 (兒歌)
2012第三屆【文化瑰寶】朗誦才藝大賽 張柏康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優異獎 (新詩)
2011第三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 張柏康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良好獎 (古詩)
第四屆【香江盃】藝術大賽 (朗誦) 張柏康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銀獎
第四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黃雍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冠軍
第四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黃緝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季軍
第六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葉卓斐(K3)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銀獎 
第六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公開朗誦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冠軍
第六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梁逸然 (K1) 玫瑰崗幼稚園 金獎 (兒歌)
第六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李柏朗 (K2) 寶血幼稚園 銀獎 (兒歌)
第六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梁銘希(K3) 玫瑰崗幼稚園 銅獎 (繞口令)
第六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黃傲程 (K1) 聖保羅堂幼稚園 銅獎 (兒歌)
第六屆才藝大獎賽 李政澔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亞軍
第六屆【狀元盃】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謝詠嵐 (K2)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冠軍 (合誦)



第六屆【狀元盃】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林悅澄 (K2)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亞軍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冠軍 (兒歌)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鍾柏楠 (K1) 宣道幼稚園 (九龍塘) 亞軍 (兒歌)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吳靖婷 (K3)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亞軍 (兒歌)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亞軍 (講故事)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吳靖婷 (K3)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季軍 (古詩)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蔡希宜 (P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季軍 (新詩)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朱芷曦 (K1)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優異獎 (兒歌)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李清宜 (K3) 宣道幼稚園 (九龍塘) 優異獎 (兒歌)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優異獎 (繞口令)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李梓軒 (K3) 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A級榮譽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袁晧婷 (P1)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亞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謝詠嵐 (P3) 瑪利諾修院學校 亞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蔡希宜 (P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B 級優良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梁籽濤 (K3) 維多利亞幼稚園 (太古) B 級優良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歐陽滈謙 (K3)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B 級優良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王泓澔 (P5)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冠軍 (散文)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朱芷曦 (K2) 聖若望英文書院 (幼稚園部) A級榮譽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陳思婷 (K3)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A級榮譽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蔡偲正 (P3) 英華小學 亞軍 (詩詞)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區采殷 (P1) 聖心嘉諾撒聖心學校 亞軍 (詩詞)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林碧瑜 (K3)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B 級優良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鄔尚熹 (K3)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B 級優良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張灝洋 (K3) 民生書院幼稚園 B 級優良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溫柏勤 (K2) 九龍禮賢學校 B 級優良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盧穎蓁 (K3)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B 級優良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余詠楠 (P4)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季軍 (散文)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黎樂晞 (P3)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季軍 (詩詞)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潘皓儁 (P1)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季軍 (詩詞)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王薈嵐（K3) 學之園幼稚園 A級榮譽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傅家熒（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A級榮譽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余詠楠(P5)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亞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蔡偲正(P4) 英華小學 亞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潘晧儁(P2)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亞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陳志昊(P2) 慈航小學 季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楊泳晞(P1) 梁鉅鏐小學 季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梁紫晴(P4) 梁鉅鏐小學 季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區采殷(P3) 聖心嘉諾撒聖心學校 季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王希榆(P1)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季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王卓晉(K3) 金巴倫幼稚園 季軍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廖浚賢(P6)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季軍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張希彥 (K3) 樂基幼兒學校 A級榮譽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潘皓儁 (K3)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B 級優良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林希彥 (K3) 香港創價幼稚園 B 級優良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余詠楠 (P3)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季軍 (散文)
第五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盧穎蓁 (K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金獎 (詩詞)
第五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張灝洋 (K3) 民生書院幼稚園 銀獎 (古詩)
第五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利德生 (P2)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銅獎 (詩詞)
第五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林碧瑜 (K3)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銅獎 (詩詞)
第五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張柏康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亞軍
第五屆全港口才才藝大賽 譚悅懿 (K3)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亞軍
第五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梁籽濤 (K3) 維多利亞幼稚園 (太古) 金獎
第五屆【狀元盃】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林悅澄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多才多藝大獎
第五屆【狀元盃】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盧穎蓁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冠軍
第五屆【狀元盃】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盧穎蓁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亞軍
第五屆【狀元盃】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盧穎蓁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季軍
第五屆【狀元盃】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陳思婷 (K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季軍
第五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歐陽皓謙 (K3)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季軍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潘晧儁 (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亞軍 (古詩)
第十五屆全港超級語言朗誦比賽 楊天兒(K2) 聖保祿幼稚園 亞軍
第十五屆全港超級語言朗誦比賽 郭婧堯(K2) 根德園幼稚園 季軍
第十三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徐皓晴 (K3) 民生幼稚園 優異獎
第十八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 (小小朗誦王)
第十八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梁浩晴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冠軍 (小小朗誦王)
第十八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曾靖嘉 (K1) 根德園幼稚園 亞軍
第十八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季軍
第十八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曾靖嘉 (K1) 根德園幼稚園 季軍 (小小朗誦王)
第十八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利德生 (P1)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卓越獎
第十九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潘皓儁 (K3)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季軍
第十九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潘皓儁 (K3)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獎
第十七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曾靖嘉 (K1) 根德園幼稚園 冠軍 (小小朗誦王)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吳詠思 (K3) 漢基國際學校 冠軍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曾靖嘉 (K1) 根德園幼稚園 冠軍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陳子晴 (K3) - 優異獎
第八屆兒童朗誦錦標賽 楊天兒(K2) 聖保祿幼稚園 冠軍(新詩及故事演講)
第八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梁浩晴 (P1) 喇沙小學 銀獎 (散文)
第二十一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卜律銘 (K2) 根德園幼稚園 冠軍
第二十一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劉翱熙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冠軍
第二十一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梁浩晴 (P1) 喇沙小學 季軍
第二十一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林碧瑜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優異獎
第二十一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李梓軒 (K3) 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優異獎
第九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朱芷曦 (K1) 聖若望英文書院 (幼稚園部) 亞軍
第九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朱芷曦 (K1) 聖若望英文書院 (幼稚園部) 銀獎 (古詩)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梁浩晴 (K2) 約克國際幼稚園 冠軍 (古詩)
第七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公開朗誦比賽 黃心穎 (K2)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季軍
第七屆才藝大獎賽 陳頌恩 (K1)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鴨脷洲) 冠軍 (兒歌)
第七屆才藝大獎賽 陳頌恩 (K1)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鴨脷洲) 季軍 (古詩)
第七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李梓軒 (K3) 九龍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季軍 (新詩)



第七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卜律銘 (K2) 根德園幼稚園 季軍 (新詩)
第七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劉翱熙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優異獎 (兒歌)
第七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徐皓心 (K2) 靈糧堂幼稚園 優異獎 (兒歌)
第七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蕭梓軒 (K2) 右思維幼稚園 優異獎 (新詩)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潘皓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冠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曾靖嘉 (K1) 根德園幼稚園 冠軍 (詩歌)
我愛中華第七屆全國青少年朗誦音樂藝術節 蔡卓男 (K2) 樂基幼兒樂園 亞軍
我愛中華第七屆全國青少年朗誦音樂藝術節 朱芷曦 (K1)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季軍



姓名 （年級） 就讀學校 分數
郭皜昕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97/100)
熊　鍱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何文田) 卓越  (96/100)
張灝洋 (K3) 民生書院幼稚園 卓越  (94/100)
朱芷曦 (K1) 聖若望英文書院 (幼稚園部) 卓越  (94/100)
樊卓希 (K2) 宣道會頌安幼稚園 卓越  (94/100)
葉卓斐(K3) 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卓越  (93/100)
鍾柏楠 (K2) 九龍塘宣道幼稚園 卓越  (93/100)
吳靖婷 (K3)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卓越  (93/100)
劉鎧晴 (K2)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 卓越  (93/100)
鄭浩朗 (K2) 樂基幼兒學校(碧濤) 卓越  (93/100)
李梓軒 (K2) 九龍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卓越  (92/100)
潘晧儁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  (91/100)
朱俊霖 (K2)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91/100)
伍俊明 (K3) 劍鳴幼稚園 卓越  (90/100)
葉可兒 (K2) 聖公會幼稚園 卓越  (89/100)
蔡希宜 (K3) 聖羅撒幼稚園 卓越  (89/100)
袁霈澄 (K2) 聖保祿幼稚園 卓越  (88/100)
黃雍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88/100)
李朗溰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8/100)
吳卓諺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87/100)
葉可兒 (K2) 聖公會幼稚園 卓越  (86/100)
李晞瑜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6/100)
謝宇軒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  (85/100)
黃緝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85/100)
林碧瑜 (K1)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卓越  (84/100)
何殷寧 (K3)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卓越  (84/100)
馬婥瑜 (K2) 嘉德麗幼稚園(沙田) 卓越  (84/100)
梁浩晴 (K1)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4/100)
賴璟鋒 (K3) 康傑幼稚園 (馬鞍山) 卓越  (84/100)
王暟琦 (K2) 德望幼稚園 卓越  (84/100)
王擎天 (K2) 迦南幼稚園 (九龍塘) 卓越  (83/100)
區采殷 (K2)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卓越  (80/100)
蘇晟傑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0/100)
潘信希 (K1) 蘇浙幼稚園 卓越  (80/100)
余晉賢 (K3) 迦南幼稚園 (九龍塘) 卓越 (92/100)
彭朗溢 (K3) 保良局吳多泰幼稚園 卓越 (91/100)
鄭浩民 (K2) 九龍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卓越 (89/100)
梁釨濤 (K3) 維多利亞幼稚園 (太古) 卓越 (89/100)

KPCC 高級 



何栢羲 (K2) 鄭屋幼兒學校 卓越 (88/100)
林栢朗 (K3)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卓越 (85/100)
李逸書 (K2) 創價香港幼稚園 卓越 (83/100)
陳澤富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卓越 (82/100)
何　心 (K2)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卓越 (81/100)
林恩瀚 (K2) 樂基幼兒學校 (駿景園) 卓越  (93/100)



姓名 （年級） 就讀學校 分數
郭皜昕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95/100)
潘晧儁 (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苑) 卓越  (94/100)
董泀廷 (K2)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卓越  (93/100)
黃緝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92/100)
熊　鍱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何文田) 卓越  (92/100)
陳柏駒 (K2)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卓越  (92/100)
周佩琪 (K2)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卓越  (91/100)
胡凱健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  (91/100)
董淨菲 (K2) 明慧國際幼稚園(太子分校) 卓越  (91/100)
謝宇軒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  (90/100)
雷梓謙 (K2)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卓越  (88/100)
蔡晉杰 (K3) 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園 卓越  (88/100)
黃雍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88/100)
王倚祈 (K2) 九龍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卓越  (88/100)
石梓悠 (K2) 香港創價幼稚園 卓越  (88/100)
馬婥瑜 (K2) 嘉德麗幼稚園(沙田) 卓越  (87/100)
周碧琪 (K2)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卓越  (87/100)
李采珊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  (87/100)
梁浩晴 (K1)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7/100)
李晞瑜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7/100)
吳卓諺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86/100)
陳俊燁 (K1) 玫瑰崗幼稚園 卓越  (85/100)
王暟琦 (K2) 德望幼稚園 卓越  (84/100)
袁皓婷 (K2) 安基司幼稚園 (滌濤山) 卓越  (82/100)
伍俊明 (K2) 劍鳴幼稚園 卓越  (82/100)
陳道商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80/100)
董淨萌 (K2) 明慧國際幼稚園(太子分校) 卓越  (80/100)
楊海琳 (K2)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卓越 (91/100)

KPCC 中級   



姓名 （年級） 就讀學校 分數
朱芷曦 (K1) 聖若望英文書院 卓越 (97/100)
周佩琪 (K2)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卓越 (95/100)
汪恩彤 (K3) 宣道幼稚園 卓越 (93/100)
黃緝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92/100)
梁籽濤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太古) 卓越 (92/100)
郭雅琳 (K2)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卓越 (91/100)
蔡希宜 (K3) 聖羅撒幼稚園 卓越 (91/100)
吳靖婷 (K2) 嘉德麗幼稚園(沙田) 卓越 (90/100)
李梓軒 (K2) 九龍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卓越 (90/100)
林碧瑜 (K1)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卓越 (90/100)
陳頌恩 (K2)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鴨脷洲) 卓越 (90/100)
袁霈澄 (K1) 聖保祿幼稚園 卓越 (89/100)
周碧琪 (K2)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卓越 (89/100)
王康晴 (K3)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卓越 (89/100)
董淨菲 (K2) 明慧國際幼稚園(太子分校) 卓越 (89/100)
譚博文 (K3) 啓思幼稚園 (帝堡城) 卓越 (89/100)
董淨萌 (K2) 明慧國際幼稚園(太子分校) 卓越 (88/100)
樊卓希 (K2) 宣道會頌安幼稚園 卓越 (88/100)
李睿庭(K2) 加拿大國際學校 卓越 (88/100)
王暟琦 (K1) 德望幼稚園 卓越 (88/100)
賴璟鋒 (K2) 康傑幼稚園 (馬鞍山) 卓越 (88/100)
何　心 (K2)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卓越 (88/100)
黃謙悅 (K2) 聖若望英文書院 卓越 (88/100)
林栢朗 (K2)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卓越 (87/100)
朱俊霖 (K2)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87/100)
周宥康 (K2) 樂基幼兒學校(碧濤) 卓越 (87/100)
溫崇熙(K2) 寶血幼稚園 卓越 (86/100)
劉翔昕(K1) 維多利亞幼稚園 卓越 (86/100)
梁梓澄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86/100)
黃心穎 (K1) 樂基幼兒學校(駿景園) 卓越 (86/100)
葉可兒 (K2) 聖公會幼稚園 卓越 (86/100)
黃雍熙 (K1)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86/100)
馬婥瑜 (K2) 嘉德麗幼稚園(沙田) 卓越 (86/100)
劉焯朗 (K1) 金巴倫英文幼稚園 卓越 (85/100)
柯耀鏗 (K2)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5/100)
鄭浩朗 (K2) 樂基幼兒學校(碧濤) 卓越 (85/100)
郭皜晴 (K2)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卓越 (85/100)
鄔尚熹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卓越 (85/100)

KPCC 初級 



潘信希 (K1) 蘇浙幼稚園 卓越 (84/100)
梁翹晉 (K2) 樂基幼兒學校(碧濤) 卓越 (84/100)
王擎天 (K2) 迦南幼稚園 (九龍塘) 卓越 (84/100)
潘曦伃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寶翠園) 卓越 (84/100
廖讚諾 (K2)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沙田) 卓越 (83/100)
石梓悠 (K2) 香港創價幼稚園 卓越 (83/100)
何栢羲 (K2) 李鄭屋幼兒學校 卓越 (83/100)
徐皓晴 (K3) 民生書院幼稚園 卓越 (83/100)
 黃　諾 (PN)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83/100)
梁浩晴 (K1)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2/100)
陳奕僖 (K2) 根德園幼稚園 卓越 (82/100)
陳澤富 (K2) 樂基幼兒學校 (碧濤) 卓越 (82/100)
關禮麒 (K2)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2/100)
林筱蓁 (K2) 合一堂陳伯宏紀念幼稚園 卓越 (82/100)
江冠璁 (K2)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 (81/100)
陳逸俊 (K1) 蘇浙幼稚園 卓越 (81/100)
李樂盈 (K2) 偉思幼稚園 卓越 (81/100)
曾溢朗 (K2) 康傑幼稚園 (馬鞍山) 卓越 (80/100)
吳卓諺 (K2) 國際英文幼稚園 卓越 (80/100)



教師及學園獎狀 
學界普通話語言藝術水平測試之註冊導師證明書

學界普通話語言藝術水平測試之註冊語言中心證明書
第四屆【中華挑戰盃】之優秀指導老師獎

第四十六期KPCC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傑出指導老師獎
第四十七期KPCC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卓越機構指導獎
第四十七期KPCC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卓越機構指導獎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之優秀教育機構獎
第六屆【中華挑戰盃】之優秀指導老師獎
第五屆香港國學藝術節之賽事評判感謝狀

第五屆香港國學藝術節之賽事司儀及指導嘉賓感謝狀
第五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之最佳教師獎
第八屆經典翹楚榜經典知識水平評核大會之評核導師感謝狀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之優秀指導老師獎
第八屆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之最佳教師獎

第二十二屆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指導老師獎狀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之The Best Teacher Award

中國藝術家協會頒-2017年度思凌學園卓越機構指導獎-陳紅老師,蔡老師-傑出指導老師獎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ward

Mandarin Rhyme-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war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Carson- The Best Teacher Award 
2017第十四屆超級語言朗誦比賽-思凌學園Lena Cai-The Best Teacher Award

2015【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之優秀園丁獎
2015【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之優秀老師嘉許狀
2015【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之思凌學園嘉許狀
2015【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之思凌學園嘉許狀

2015【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之老師嘉許狀
2014第五屆香港【金紫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之金紫荊作育英才獎

2014春季朗誦節【普爾詩盃】之最佳指導老師獎狀



2014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之優秀指導老師獎
2014年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之指導冠軍獎
2014年第十四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之指導亞軍獎
2014【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之優秀園丁獎

2014【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之思凌學園嘉許狀
2014【旭日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之老師嘉許狀

2013香港小天王朗誦公開賽之最佳指導獎
2013【鵬程杯】英普大賽之初賽與複賽評判獎狀

14th Super Language Recitation Competition-Brainstorming Education-



姓名 （年級） 就讀學校 分數
梁浩晴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卓越級成績獎
梁浩晴 (K3) 約克國際幼稚園 最優異成績獎
梁銘希 (K3) 玫瑰崗幼稚園 卓越級成績獎
陳柏駒 (K3)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卓越級成績獎
陳詠僖 (K2)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優良級成績獎
黃浚庭 (K2) 樂基幼兒學校 卓越級成績獎
葉可兒 (K2) 聖公會幼稚園 卓越級成績獎
葉可兒 (K2) 聖公會幼稚園 最優異成績獎
董泀廷 (K3)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卓越級成績獎
董泀廷 (K3)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最優異成績獎
蕭梓軒 (K2) 維多利亞幼稚園 卓越級成績獎
關倬婷 (K3) 樂基幼兒學校 卓越級成績獎

GAP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