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婦女福利會 

李炳紀念學校通告 

 

校外比賽成績公布 
2015 年家字第 92 號 

敬啟者： 

  在各位家長及學生的支持下，本校截至 2016 年 4 月所參加的校外比賽，獲得了驕人

的成績。詳情如下： 

(一)  比賽日期：2016 年 3 月 11 日(五) 

 比賽名稱：第十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得獎詳情：http://quiz.fmcoprc.gov.hk/chn/dsjwjzsjss/zxxx/t1356724.htm 

獎項 學校 最高分五名學生 總分 

冠軍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李牧燕(6A),劉立言(6A) 

黃曉晴(4B),蔡詠恩(4B) 

鄭海華(4B) 

(以上五位學生均取得滿分) 

100 

亞軍 英華小學  93 

季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87 

優異 秀明小學  86 

優異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82 

優異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82 

優異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80 

優異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80 

優異 沙田官立小學  79 

優異 宣道會葉紹蔭小學  79 

優異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77 

優異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76 

優異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75 

最佳表現學校獎 

學校名稱 首 100 名最高分數學生總得分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1149 

(二)  頒獎日期：2016 年 3 月 19 日(六) 

 比賽名稱：2015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比賽項目 獎項 參加學生 

香港賽(6-8 歲組) 二等獎 鄭銳桄(4A) 

香港賽(6-8 歲組) 一等獎 林東慧(4A), 陳彥希(4A) 

世界賽(6-8 歲組) 三等獎 林東慧(4A), 陳彥希(4A) 

 



(三)  比賽日期：2015 年 11 月 1 日(日) 

 比賽名稱：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比賽組別 獎項 參加學生 

小二組 三等獎 王柏鏗 (2A) 

小三組 二等獎 高儉彬 (3A) 

小三組 三等獎 冼杍明 (3A) 

小四組 一等獎 黃滕杰 (4B) 

小四組 二等獎 顏仁浩 (4B) 

小四組 三等獎 詹文賓 (4A) 鄭海華 (4B) 羅晨航 (4B) 

小五組 三等獎 李俊興 (5A) 陳栢迪 (5A) 黃啟星 (5A)  

楊明美 (5A) 

小六組 三等獎 劉立言 (6A) 

 

(四)  比賽日期：2016 年 1 月 3 日(日) 

 比賽名稱：第九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賽區）初賽 

比賽組別 獎項 參加學生 

小二組 三等獎 王柏鏗 (2A) 

小三組 一等獎 高儉彬 (3A) 

小三組 三等獎 冼杍明 (3A) 

小四組 二等獎 黃滕杰 (4B) 

小四組 三等獎 顏仁浩 (4B) 鄭銳桄 (4B) 羅晨航 (4B) 

小五組 三等獎 鄭佩婷 (5A) 黃啟星 (5A)  

小六組 三等獎 許智敏 (6A) 鄭佩儀 (6A) 蔡灝華 (6A) 

黃文禮 (6A) 

 

(五)  比賽日期：2016 年 2 月 21 日(日) 

 比賽名稱：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華南賽區) 晉級賽 

比賽組別 獎項 參加學生 

小二組 三等獎 王柏鏗 (2A) 

小三組 二等獎 高儉彬 (3A) 

小三組 三等獎 冼杍明 (3A) 

小四組 二等獎 黃滕杰 (4B) 顏仁浩 (4B) 

 

 



(六)  比賽日期：2016 年 3 月 27 日(日) 

 比賽名稱：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全國總決賽 (深圳舉行) 

比賽組別 獎項 參加學生 

小三組 三等獎 高儉彬 (3A) 

小四組 三等獎 黃滕杰 (4B) 顏仁浩 (4B) 

 

(七)  比賽日期：2016 年 3 月 13 日(日) 

 比賽名稱：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決賽 

比賽組別 獎項 參加學生 

小二組 三等獎 王柏鏗 (2A) 

小三組 三等獎 高儉彬 (3A) 冼杍明 (3A) 

小四組 三等獎 顏仁浩 (4B) 黃滕杰 (4B) 詹文賓 (4A)  

鄭海華 (4B) 

小五組 三等獎 陳栢迪 (5A) 黃啟星 (5A)  

 

(八)  比賽日期：2015 年 11 月 28 日(六) 

 比賽名稱：2015 香港閃避球錦標賽暨國際邀請賽 

比賽組別 獎項 參加學生 

小學男子組 亞軍 高儉彬 (3A) 馮業增(4A)  馬子杰(4A)  詹文賓(4A) 

盧政宇 (4B) 羅晨航 (4B) 韋世濠 (4B) 鄭海華 (4B) 

范偉文 (5A) 程少毅 (6A) 凌祖輝 (6A) 黃文禮 (6A) 

楊畯匡 (6A) 許智敏 (6A) 

國際小學男子組 季軍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校（2384-6904）與李慧珊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林嘉康） 

 

                          _____年級_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閱：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班主任/負責老師查核 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