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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志 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小六‧13歲  

 

 

Pun Chi Ho 專項：田徑、籃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跳遠: 4th (4.05m)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2nd  

．傑出運動員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 (正選) 

學校評語 

志豪為人好動，積極參與各種不同的體育活動，特別在籃球項目上有特別的愛好及天分

，因此在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帶領本校取得男子組亞軍，並取得傑出運動員殊榮

。在代表港島東區學校出席全港區際籃球比賽時取得16強成績。他本身在田徑項目亦有

不錯的成就，他在本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以4.05米成績取得跳遠殿軍。以

上各項，可見他對運動的熱誠。他投入訓練，尊重老師及教練的指示，我們在運動場上

看到他的堅持和努力，而且他每每為其他隊員打氣，注入動力，是一位有領導風範的運

動員。 

 

 

 

 

 

 

 

 

 
 

 

  
 

 

 

曾 梓 希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小六‧12歲  

 
Tsang Tsz Hei Ryan 專項：田徑、足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00米: 1st (1:09.22)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00米: 參賽 

全港區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 (正選) 

全港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 (正選) 

 

學校評語 

曾梓希同學於足球及田徑校際比賽成績突出，足球方面帶領團隊獲冠軍外，亦是香港 U12 

及 U13 青年足球代表隊成員。另外梓希在校內品行及學業成績均良好，故本校推薦曾梓

希同學角逐本區最佳運動員。 

 

港 島 東 區 Hong Kong Island East 

港 島 西 區 Hong Kong Island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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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健 威 天主教佑華小學‧小六‧12歲  
Roeksasud Master Rattapum 專項：田徑、足球、籃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跳高: 1st (1.57m)(破紀錄) 

．傑出運動員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跳高: 3rd (1.53m) 

全港區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1st (正選) 

．傑出運動員 

全港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男子組: 初賽階段 (正選) 

 

學校評語 

邱健威同學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興趣廣泛，動靜皆宜，發展全面。他熱衷參與不同的

課外活動，尤其熱衷於各類體育運動，於各項運動表現良好，尤以足球及田徑最為精湛。

他於四年級起參與校內足球訓練，雖然起步較遲，但憑其刻苦努力和堅毅不屈的精神，終

於鍛鍊出精湛的球技及過人之體能，亦啟發了他的領導潛能。他是本年度足球校隊隊長，

是比賽中不可或缺的主力，他經常以身作則，鼓勵隊友，發揮團隊精神。成功帶領本隊贏

得九龍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冠軍，同時獲選為傑出運動員之一。他亦為九龍東區足球代

表隊隊長，於全港區際小學足球比賽中攻入多球，為九東贏取全港足球冠軍作出莫大的貢

獻。除了出色的表現外，他也經常展現出良好的體育精神與正面態度，在球隊中發揮領袖

的角色，能成為全港賽的傑出運動員，他實在實至名歸。田徑也是健威的強項，他在九龍

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以1.57米的佳績贏得金牌，同時打破塵封二十七年之男子甲組

跳高紀錄，讓他獲選為田徑傑出運動員。在全港賽中，雖然他負傷上陣，但最終也在賽事

獲得季軍。健威尊師守紀，謙遜待人，處事認真，為人富上進心，勇於接受挑戰。期盼健

威態獲各評審員賞識，能在「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中脫穎而出，讓其努力及成就獲得

更大的肯定。 

 

 

鄭 海 岐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小六‧13歲  
 Cheng Hoi Kei 專項：游泳、田徑、排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50米蛙泳: 1st (35.28)(破紀錄) 

．100米蛙泳: 1st (1:19.92) 

．傑出運動員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00米: 3rd (1:10.87) 

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2nd 

．傑出運動員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50米蛙泳: 2nd (34.42)(破紀錄) 

．100米蛙泳: 2nd (1:17.63) 

學校評語 

鄭海岐同學是本校傑出的學生，他不論在游泳、田徑及排球方面均有優秀成績，並奪得屈

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在校外學界游泳成績方面，他在區際及九西區游泳比賽的男

甲50米蛙泳、100米蛙泳均名列前茅，更於男甲50米蛙泳破大會紀錄。此外，他在香港業

餘游泳總會所舉辦的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及第3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2017-2018)男子組11-12歲50米蛙泳分別奪得第3名及第1名；在第2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二節男子組11-12歲200米蛙泳奪得第2名。另外，他在康文署分齡游泳區賽(2017-2018)

於九龍城、油尖旺及觀塘區均在100米蛙泳勇奪冠軍。他亦於校內水運會50米及100米蛙

泳均破本校紀錄，更奪得最佳泳員獎項。在排球方面，他是排球隊隊長，更是隊中主力球

員，今年他帶領排球隊在九西區排球比賽中奪得亞軍，他亦獲得傑出運動員獎項。在校內

方面，他品行良好、樂於助人，他被老師挑選為運動領袖生正隊長，協助老師指導其他同

學。因此，本校推薦鄭海岐同學參選九龍西區小學分會最佳運動員選舉。 
  

九 龍 東 區 Kowloon East 

九 龍 西 區 Kowloo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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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正 澔 

Cheung Ching Ho Anthony 

九龍塘宣道小學‧小六‧13歲 

專項：田徑、足球、籃球、排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推鉛球: 1st (9.89m)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3rd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1st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推鉛球: 3rd (10.37m)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1st(正選) 

．傑出運動員 

全港區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1st(正選) 

 

學校評語 

張正澔同學從小已接受有系統的籃球訓練，過往三年在九北區及全港小學區際籃球賽中

亦取得佳績(2015-2016：九北冠軍及全港亞軍；2016-2017: 九北冠軍及傑出運動員；

2017-2018：九北及全港冠軍及傑出運動員獎)。本年度張同學嘗試不同項目中尋找新挑

戰，協助本校男甲推鉛球(九北：冠軍；全港：季軍)、足球(季軍)及排球(九北及全港：冠

軍)中取得驕人成績。張同學勇於嘗試，刻苦勤奮，在訓練過程中遇到不少挫折及挑戰，

但他仍能把它們一一克服，突破界限，超越自我。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謙遜有禮，待人以

誠，故此本人極力推薦張正澔同學參選是次最佳運動員選舉。 

 

九 龍 北 區 Kowloon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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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子 恬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小六‧12歲  

 

 

Yeung Tsz Tim 專項：田徑、羽毛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擲壘球: 1st (34.29m)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學校評語 

Snowy Yeung is a member of School Athletics team and Badminton Team. This 

year, she was the Champion of the Softball Throw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East 

Area Inter-Primary Schools Athletics Competition. Besides that, she especially 

excels in badminton. She was the Champion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East Area 

Inter-Primary Schools Badminton Competition and she has been named as the 

Outstanding Athlete in this event. She demonstrates a high level of sports ability. 

Snowy Yeung is an all-round athlete and she shows perseverance in all that she 

does. Her enthusiasm to sports is highly appreciated. 

 

 

 

 

 
 
 
 

丘 琦 嘉諾撒聖心學校‧小五‧10歲  

 

 

Uhi Viviena Marise 專項：游泳、籃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 

．50米蛙泳: 1st (41.53) 

．100米蛙泳: 2nd (1:32.78)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1st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 

．50米蛙泳: 3rd (38.76) 

．100米蛙泳: 4th (1:26.28)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初賽階段 (正選) 

學校評語 

五年級丘琦自小活潑好動，每星期都不斷練習游泳及籃球訓練，十分投入和積極。運動

已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她亦經常參加不同的運動比賽，提升自己的能力及

爭取理想的成績。她除了喜愛運動外，在校內亦積極協助老師推廣運動，老師都十分讚

賞她。而她堅毅不屈的精神亦反映在平日學校生活中，努力認真地學習，克服不同的困

難。她理想成為一個傑出的運動員，能代表香港參與各項大型比賽，與不同的選手交流

和學習，所以學校推薦她參與最佳運動員選舉。 

 

 

 

港 島 東 區 Hong Kong Island East 

港 島 西 區 Hong Kong Island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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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卓 盈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小六‧12歲  

 

 

Koo Cheuk Ying Candy 專項：田徑、籃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推鉛球: 1st (7.61m)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推鉛球: 參賽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2nd (正選) 

．傑出運動員 

學校評語 

卓盈是一名具運動天分、熱愛運動及熱心服務的學生。在田徑及籃球運動方面的表現尤

其出色，卓盈連續兩年都在九龍東區的比賽中獲取佳績，今年更分別在九龍東區籃球比

賽及全港區際籃球比賽中獲選傑出運動員，運動表現卓越。卓盈在訓練時積極投入，態

度認真；她身兼學校的運動隊長，為同學服務，協助學校推展早操、課間活動，為同學

積極參與體育活動竪立良好的榜樣。 

 

 

 

 

 

 
 
 
 

陳 嘉 欣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小六‧13歲  

 

 

Chan Ka Yan 專項：田徑、籃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推鉛球: 2nd (6.75m)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1st 

．傑出運動員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1st (正選) 

．傑出運動員 

學校評語 

陳嘉欣同學品學兼優，尊敬師長，關心集體，責任性強，待人真誠，興趣廣泛，綜合能

力強，能遵守「學生守則」和學校的規章制度；她在學業上虛心上進，積極主動，刻苦

勤奮，成績優異。人緣極好，為此她多次獲得學校的榮譽，深得老師的信任和同學的喜

愛。在個人品質方面：她謙虛禮貌，堅定執着，在困難面前，不輕易放棄，而且善於溝

通交流，樂於助人，且有較強的領導才能。在體育運動方面：她勤奮好學，精益求精，

意志堅定，鬥志昂揚，勝不驕，敗不餒，帶領球隊隊員拿下全港小學籃球比賽冠軍的寶

座，她是隊員心目中的好隊長，也是教練的好幫手。總而言之，陳嘉欣同學是一個品行

優良及富有體育精神的好學生。 

 

 

 

 

九 龍 東 區 Kowloon East 

九 龍 西 區 Kowloo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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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蘊 祈 九龍塘宣道小學‧小五‧10歲  

 

 

Wong Wan Ki 專項：田徑、排球 
  
  

分區校際比賽成績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跳遠: 1st (3.62m) 

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組: 1st 

全港區際/校際比賽成績 

全港區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跳遠: 3rd (4.17m) 

全港區際排球比賽 

．女子組: 2nd (後備) 

學校評語 

黃蘊祈同學擁有開朗的個性，她樂於和積極學習新事物，對自己亦有相當高的要求，皆

因這種種促使她在多方運動上都有出色的表現。她每每學習新技巧新運動，她總顯得好

奇與投入，往往在短時間內就得見她有明顯進步，縱遇困難或難於掌握的時候，她總會

勤加練習，努力克服，又主動尋求老師幫助，不會輕言放棄。在比賽場上，她充分表現

出勝不驕，敗不餒的上好體育精神。欣賞她於練習及比賽中那份堅毅不屈的鬥志，所以

，她在田徑及排球上有如此理想的表現，絕對是她天賦潛能與後天奮力學習的成果。綜

合上述原因，體育老師們一致舉薦她參選是年度九龍北區小學分會最佳運動員選舉。 

 

 

 

 

九 龍 北 區 Kowloon No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