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3體育科校外比賽得獎紀錄(上學期)

比賽 / 活動名稱 獎項名稱 / 名次 獲獎學生(班別
及姓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50米背泳亞軍 5A黃佳瑜

50米蝶泳季軍 6B林峻軒

50米蛙泳季軍 4C何婼灆

100米蛙泳第四名 6C陳見昇

50米自由泳第六名 4A姚毅朗

2022 - 2023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
比賽

男子丙組100米第6名 4A劉辰駿

女子丙組跳遠第8名 4D楊筠瑤

男子乙組60米第7名 5A湯傑華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殿軍 6A 陳浠桐
6A 何幸兒
6A 吳熙霖
6A 湯梓欣
4C 蘇津樂

優秀運動員 6A 陳浠桐

第59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甲級獎 3A 馬凱悠
3B 黃珮盈
4A 黃嘉怡
4A 王麗淇
4B 葉嘉琪
4B 魏子悅
4C 陳嘉熙
4D 黎晴曦
4D 林彩雲
4D 李鍶嫻
4D 楊筠瑤
5A 何從冰
5B 林展琪
6A 張穎琳
6A 何子淇
6A 李楊昕瑜
6A 蕭睿
6B 何嘉雯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全港分區小學
跳繩比賽 2023」

女子總成績亞軍 --

男子總成績季軍 --



單車步 (2014女子組)  - 冠軍 3D林亦喬

單車步 (2015女子組) - 冠軍 2D廖梓禧

交叉開跳 (2011女子組) - 冠軍 6A莫凱盈

交叉開跳 (2012女子組) - 冠軍 5A甄熙晴

交叉開跳 (2016 女子組) - 冠軍 1A李伊騏

交叉開跳 (2014 男子組) - 冠軍 3B吳嘉瑞

後交叉開跳 (2011女子組)  - 冠
軍

6A莫凱盈

側擺交叉跳（左右）(2012女子
組) - 冠軍

5A黎芷菲

後單車步 (2014女子組) - 亞軍 3D楊詠瞳

交叉開跳 (2011男子組) - 亞軍 6A黎耀祥

交叉開跳 (2013男子組) - 亞軍 4B潘樂恆

後交叉開跳 (2014女子組) - 亞
軍

3C林穎妍

側擺開跳（左右）(2011女子組)
- 亞軍

6A林思妍

側擺開跳（左右）(2014女子組) -
亞軍

3C姚晞晴

側擺開跳（左右） (2016 女子組)
- 亞軍

1A李伊騏

側擺開跳（左右）(2013男子組) -
亞軍

4B潘樂恆

側擺開跳（左右）(2014 男子組)
- 亞軍

2C黃栢軒

側擺開跳（左右）(2013男子組) -
亞軍

2D余卓文



後側擺開跳（左右）(2014女子
組) - 亞軍

3C林穎妍

後側擺開跳（左右）(2014 男子
組) - 亞軍

2C黃栢軒

側擺交叉跳（左右）(2014女子
組) - 亞軍

3D張樂茵

側擺交叉跳（左右）(2013男子
組) - 亞軍

3A黃偉鵬

二重跳 (2014女子組) - 亞軍 3D張樂茵

跨下二式 (2012女子組) - 亞軍 5A黎芷菲

跨下二式 (2014女子組) - 亞軍 3D林亦喬

單車步 (2014 男子組) - 季軍 3D吳卓謙

交叉開跳 (2014女子組) - 季軍 3D陳家泇

交叉開跳 (2015女子組) - 季軍 2D廖梓禧

側擺開跳（左右） (2012女子組)
- 季軍

5A黃佳瑜

側擺交叉跳（左右）(2011女子
組)  - 季軍

6A林思妍

二重跳 (2012女子組) - 季軍 5A甄熙晴

單車步 (2012女子組) - 殿軍 5A黃佳瑜

單車步 (2013男子組) - 殿軍 3A黃偉鵬

初級組三人大繩 (男子組) - 亞
軍

3D吳卓謙、3B吳
嘉瑞、2C黃柏軒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女子組) -
亞軍

5A黃佳瑜、5A甄
熙晴、5A黎芷菲、
6A莫凱盈

初級組三人大繩 (女子組) - 季
軍

3D林亦喬、3C姚
晞晴、3B徐樂芝



高級組四人大繩 (女子組)  - 季
軍

5A甄熙晴、5A黎
芷菲、6A林思妍、
6A莫凱盈

2022公民鑽禧田徑錦標賽（第一站） 60米亞軍 1B楊千葶

100米亞軍 1B楊千葶

沙田體育會第一屆沙田學界田徑之王女
子

2016年組100米 冠軍 1B楊千葶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屬會新秀游會比
賽

8歲女子組50米蛙泳季軍 4C何婼灆

沙田體育會盃游泳錦標賽2022 2012年組女子50米蝶泳殿軍 5A黃佳瑜

2022年龍城康體盃游泳邀請賽 女子10歲50米背泳第一名 5A黃佳瑜

8歲女子組50m蛙泳殿軍 4C何婼灆

2022年飛耀龍城國慶游泳賽 10歲女子組50米蝶泳冠軍 5A黃佳瑜

8歲及以下女子組50米蛙泳亞
軍

4C何婼灆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2022 冠軍 5A黃佳瑜

亞軍 5A黃佳瑜

The 1st KTAHK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Poomsae Championship

第三名 1D謝日熙

跆拳道升級試 綠帶 1D謝日熙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升級試 黃綠帶 4B黃斌舜

大埔體育會2022-2023年度-全港跆拳道
觀摩邀請賽

女子品勢組亞軍 1A卓家晴

女子競速優異獎 1A卓家晴

西貢體育會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觀摩大
匯演個人組競速王

亞軍 3D陳家泇



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考級課程 二级證書 1A林宸暿

2022年度小公主舞蹈學院頒獎典禮 優異獎 1B林雪澄

AC league X' mas Plate Cup 2021 Under 11 5 A Side Fotball
Second runner-up

5D王子釗

AC league青少年暑期精英盃 U10組別-銀盃組季軍 5D王子釗

The Gymnastics Association og Hong Kong
Award Scheme

Level One in Artistic Gymnastics 3C何俊鋒

中國香港棋院課程評估 圍棋28級 4B黃斌舜

中國香港棋院2022年第三季小小棋手圍
棋挑戰賽

F2組（29-26級）亞軍 4B黃斌舜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跳繩章別計劃證書 Level 8 黑章證書 5A黎芷菲

中國香港摔跤運動理事會第一屆國際沙
灘摔跤比賽香港站

冠軍 2B蔡仟悦

亞軍 3D陳家泇

亞軍 4D蔡焯嵐

中國香港摔跤運動理事會第一屆中國香
港國際摔跤比賽2022

冠軍 3D陳家泇

季軍 2B蔡仟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