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集誦_英語 小學四至六

年級 
優良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詩詞集誦_粵語 小學

三、四年級 
優良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宗教作品朗誦_粵語 優良 5C 陳可盈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宗教作品朗誦_粵語 優良 5C 譚茜瀠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宗教作品朗誦_粵語 良好 5C 譚燦鋒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宗教作品朗誦_粵語 良好 5C 甄穎琳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A 陳穎希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A 陳天澄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A 天宇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C 林書甯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C 林凱晴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C 陳永鋒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C 鄭景仁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亞軍 2C 鍾睿哲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C 李進業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D 李凱翹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D 余稚晴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2D 李泳豪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3A 李玥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良好 4A 趙柏瑜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4A 袁志謙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良好 4A 周焌棋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4A 毛耀熙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A 鄭俊軒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A 徐卓麒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A 葉景霖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A 袁啟皓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D 李凱晴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D 黃樂彤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D 邱曉晴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5D 羅智石勵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6D 陳偉營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英語 優良 6D 黃棋霖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2C 鍾睿哲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2D 李泳豪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3C 夏文慧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3C 蘇亦唯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4C 蔡凱晴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4C 鄧梓晴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4C 馮麗晴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4C 何澆湘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4C 孫紫嫣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4C 張雅詠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6A 鄧遠威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6A 何誌新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良好 6A 吳家樂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6A 黃倩如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普通話 優良 6D 魏慧琳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2A 張雅文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2A 李卓瞳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2A 陳天澄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良好 2A 黃曉章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4A 李嘉琪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4A 黃嘉雯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4D 林心柔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4D 楊萬怡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5A 陳馨柔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5A 羅樂莹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5A 石訫怡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5A 黃穎怡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6A 陳丞昊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亞軍 6A 林鈺棠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6A 吳家寶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6A 吳啟業 

第 69屆香港朗誦節獨誦_粵語 優良 6A 魏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