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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黃穎桐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總冠軍
黃晞瑜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總亞軍
高子謙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張思行 循道學校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劉倩彤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總冠軍
溫皓澄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總亞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翁睿哲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總冠軍
許語墨 鳳溪創新小學 總亞軍
周芷瑜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林明心 聖公會榮真小學 最佳論手獎
楊光 德信學校 卓越論手獎

小組交談項目

初小組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小學組)

經典誦讀項目

看圖說故事項目

備稿說故事項目

備稿說故事項目	(普通話)



2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小學組)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林諾熙 英華小學 總冠軍
徐悅詩 循道學校 總亞軍
馬誠鏗 德信學校 總亞軍
曾慧玲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總殿軍
張芯渝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卓越表現獎
李芷悠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陳恩琳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總冠軍
梁國斐 元朗朗屏邨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總亞軍
馮博思 五邑鄒振猷學校 總季軍
張知樂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潘奕津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總冠軍
黎宇翹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總亞軍
黃心柔 九龍塘宣道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黃力行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總冠軍
徐景怡 鳳溪創新小學 總亞軍
姜水山 英華小學 總季軍
張文泓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卓越表現獎
葉衍宏 英華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孫頌茵 聖公會主愛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尹建業 英華小學 最佳論手獎
劉昊錕 德信學校 最佳論手獎
楊栢楊栢喬 香港培正小學 最佳論手獎
吳家尚 香港培正小學 卓越論手獎
梁峻豪 元朗朗屏邨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卓越論手獎
歐家瑜 元朗朗屏邨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卓越論手獎
陳俊廷 英華小學 卓越論手獎

小組討論項目

高小組
經典誦讀項目

看圖說故事項目

備稿說故事項目

備稿說故事項目	(普通話)

口頭報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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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小學組)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周敔嫣 北角官立小學 最佳論手獎
李芷悠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最佳論手獎

主題面試項目

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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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陳顥晉 嶺南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劉婉琳 聖馬可中學 總冠軍
徐巧穎 聖馬可中學 總亞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胡隽胡隽瑜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謝弘希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總冠軍
龐巧盈 九龍工業學校 總亞軍
徐慧珊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蔡一非 香港培正中學 總冠軍
柁鈴 香港培正中學 總亞軍
李逸詩 香港培正中學 卓越表現獎
莫卓璋 沙田培英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杜詠恩 德蘭中學 最佳論手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黃琬然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最佳論手獎
姚家輝 聖馬可中學 卓越論手獎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中學組)

經典誦讀項目

即席演講項目	

備稿演講項目

備稿演講項目	(普通話)

初中組

即席演講項目	(普通話)

小組討論項目

政策辯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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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中學組)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徐筠舒 嘉諾撒聖家書院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蕭靄琳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總冠軍
劉映廷 香港培正中學 總亞軍
陳穎琳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總季軍
梁淑娟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徐婧瑤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總冠軍
李佳誠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總亞軍
吳濤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羅芯誼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總冠軍
鄧子軒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總亞軍
黃綽樺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總季軍
高樂穎 天主教鳴遠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林琬庭 新加坡國際學校 總冠軍
吳蔚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總亞軍
鄧雅怡 靈糧堂怡文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劉映廷 香港培正中學 最佳論手獎
麥嘉聰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最佳論手獎
陳穎宜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最佳論手獎
韓宇翹  觀塘瑪利諾書院 最佳論手獎
吳瑤晴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卓越論手獎
鄧昱君 聖若瑟英文中學 卓越論手獎
黎可淇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卓越論手獎
黃曉瑩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卓越論手獎
林明達 鄧鏡波學校 卓越論手獎
蕭靄琳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卓越論手獎
陳靜宜 中華基金中學 卓越論手獎

中學文憑組
經典誦讀項目

即席演講項目

即席演講項目	(普通話)

小組討論項目

備稿演講項目	(普通話)

備稿演講項目



6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中學組)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蘇家謙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最佳論手獎
林樂垚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最佳論手獎
王君豪 聖馬可中學 卓越論手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何凱琳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最佳論手獎
梁鈺嵐 寧波公學 卓越論手獎
梁俊賢 彩虹邨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卓越論手獎
黎可淇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卓越論手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陸曉漁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卓越論手獎

主題面試項目	(大專入學面試)

主題面試項目	(求職面試)

政策辯論項目

中學文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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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chool Award
CHOI TSZ KI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Champion
KAUR AMANJOT Delia Memorial School (Broadway) 1st Runner-up
YEUNG ELECTA MAN TUNG St. Mary's Canossian College 2nd Runner-up
SINGH RAJPREET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WONG SHEK HIM PLK Laws Foundation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MA INGRID St. Mary's Canossian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SINGH VIKRMJIT Kwun Tong Maryknoll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DIZON JANNA YSABELLE VIRAY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KHAN UMER SHEHZAD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GURUNG GRISHMA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IP LONG CHING HKUGA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IAM PUI KUAN Kiangsu - Chekiang College （Kwai Chung） Honorable Mention
VALLO DAVID JONATHAN DELOS REYES Delia Memorial School (Broadway) Honorable Mention
NG CAROL St. Clare's Girls' School Honorable Mention
LAM CHEUK YIN Kwun Tong Maryknoll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The Twelf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

Group Discussion and Individual Response

Prize List for item                                                  
 "Group Discussion and Individual Response"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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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優異獎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Award
Champion

1st Runner-up
2nd Runner-up
Merit Award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The	Twelf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

學校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嶺南中學

優秀學校大獎獲獎名單
Outstanding School Award

中學中文組	(Secondary-Chinese Section)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小學中文組	(Primary-Chinese Section)
學校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TWGHs Chen Zao Men College

St. Francis' Canossian College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PLK Laws Foundation College
School

英文組	(Secondary-English Section)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