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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俞廷謙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總冠軍
林卓莉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總亞軍
鍾霈葳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梁芷嫣 聖公會主愛小學 總冠軍
梁凌瑞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總亞軍
潘祈榗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劉倩彤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總冠軍
陳恩童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總亞軍
巫文迪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楊啟胤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總冠軍
陳雨前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總亞軍
劉瑾萱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總季軍
林兆璋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熊悅馨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最佳論手獎
譚思言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最佳論手獎
林東毅 聖公會榮真小學 卓越論手獎
陳諾謙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卓越論手獎

小組交談項目

初小組

第十三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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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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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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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頌欣 塘尾道官立小學 總冠軍
馬誠鏗 德信學校 總亞軍
王雨桐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總季軍
趙瑞麒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總季軍
徐依琪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戴紫晴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總冠軍
高婷瑶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總亞軍
馬誠鏗 德信學校 總季軍
沈芳盈 道教青松小學 卓越表現獎
區珮瑤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廖卓琳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總冠軍
張家寧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總亞軍
劉嘉朗 循道學校 總季軍
許梓晴 香港培正小學 卓越表現獎
蘇兆峰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黃宇峰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總冠軍
潘芯茹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總亞軍
周思睿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總季軍
施彤彤 天主教領島學校 卓越表現獎
邱紫菁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李道生 香港培正小學 總冠軍
許梓晴 香港培正小學 總亞軍
余尚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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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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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小學組)

小組討論項目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陳鈞庭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最佳論手獎
劉海晴 香港培正小學 最佳論手獎
李道生 香港培正小學 最佳論手獎
羅家洋 聖公會榮真小學 卓越論手獎
張穎晞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卓越論手獎
張詠儀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卓越論手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余尚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最佳論手獎
劉海晴 香港培正小學 最佳論手獎
李道生 香港培正小學 最佳論手獎
蔡豪香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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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智豐 鄧鏡波學校 總冠軍
李芷悠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總亞軍
鄺洹汧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總季軍
陳芷君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李昕蒑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總冠軍
彭敬朗 香港培正中學 總亞軍
張菀媛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沈怡君 聖羅撒書院 總冠軍
閆一銘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總亞軍
甄樂兒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總季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邱可晴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總冠軍
李昕蒑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總亞軍
郭子維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總季軍
李芷悠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林渭潼 香港培正中學 總冠軍
杜晉言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總亞軍
劉凱琦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吳家尚 香港培正中學 卓越論手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李昕蒑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最佳論手獎
許凱喬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最佳論手獎
周俊迪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卓越論手獎
蕭穎賢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卓越論手獎
張菀媛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卓越論手獎

備稿演講項目	(普通話)

小組討論項目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決賽獲獎名單	(中學組)

初中組

經典誦讀項目

即席演講項目	

即席演講項目	(普通話)

備稿演講項目

政策辯論項目



5

第十三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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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晉僑 嶺南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賴憲宏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總冠軍
黃念婷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總亞軍
何敏斐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總季軍
蔡一非 香港培正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郭霆 香港培正中學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梁芷瑩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總冠軍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柁鈴 香港培正中學 總冠軍
林靜怡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總亞軍
俞若詩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總季軍
陳諾淇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卓越表現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伍薇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最佳論手獎
彭偉峻 鄧鏡波學校 最佳論手獎
江梓喬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最佳論手獎
甄永謙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最佳論手獎
袁樂文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最佳論手獎
何惠淇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卓越論手獎
周卓琳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卓越論手獎
李耀光 香港鄧鏡波書院 卓越論手獎
林婥妍 石籬天主教中學 卓越論手獎
林美雪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卓越論手獎
梁承宙 廖寶珊紀念書院 卓越論手獎
游皓竣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卓越論手獎
謝宇彬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卓越論手獎
馮詩雅 瑪利曼中學 卓越論手獎
黃龍媖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卓越論手獎

經典誦讀項目

小組討論項目

中學文憑組

即席演講項目

即席演講項目	(普通話)

備稿演講項目

備稿演講項目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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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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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敏斐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最佳論手獎
蘇家謙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最佳論手獎
曾思葵 聖嘉勒女書院 卓越論手獎
李冠賢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卓越論手獎
李頌言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卓越論手獎

姓名 學校 所獲獎項
楊梓熙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最佳論手獎
邱冠庭 高主教書院 最佳論手獎
陸曉漁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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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論手獎
劉宇軒 天主教鳴遠中學 卓越論手獎

中學文憑組

政策辯論項目

主題面試項目	(大專入學面試)

主題面試項目	(求職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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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chool Award
Lee Sing Yu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of Hong Kong Champion

Ngai Hei Lam Jasmine St. Mary's Canossian College 1st Runner-up
Mckeown Matthew Mark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2nd Runner-up
Chan Leung Yi Andrew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Chan Man Shing 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Hussain Arooj Maroof Caritas Tuen Mun Marden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Honorable Mention

Kaur Bervinder St. Antonius Girls'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Lee Wai Ki Vicky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of Hong Kong Honorable Mention

Lo Tin Yan Timothy HKFYG Lee Shau Kee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Magramo Pia Samantha Codiamat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Mak Ho Long HKUGA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Malik Hadia St. Rose of Lima's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Nawaz Hassan Delia Memorial School (Broadway) Honorable Mention
Tsang Ka Ying Rachel HKFYG Lee Shau Kee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Yip Shing Hin Ying Wa College Honorable Mention

The Thirte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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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TWGHs Chen Zao Men College

St. Francis' Canossian College 

鄧鏡波學校

PLK Laws Foundation College
School

英文組	(Secondary-English Section)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The	Thirteen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

學校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優秀學校大獎獲獎名單
Outstanding School Award

中學中文組	(Secondary-Chinese Section)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小學中文組	(Primary-Chinese Section)
學校

九龍塘學校	(小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