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 2021 年度學生獲獎佳績 
班別 姓名 舉辦機構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朗誦精英 (2冠 1亞 3季 44優良)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三十七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 

3A 王紫希 香港國際文

藝交流協會 

第三十七屆 

全港學界朗誦比賽 

普通話詩歌朗誦 冠軍 

3B 冼楚瑜 普通話詩歌朗誦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2屆校際朗誦節) 

2E 姚澄欣 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2E 陳睿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5B 廖嘉灝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6A 張宇靖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2A 林珮瑜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2C 吳晞嘉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2E 黃子諄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彭嘉潤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1C 蔡恩而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1E 袁一樹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C 王鋕揚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D 梁珈瑜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B 林凱晴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C 温莉雅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C 勞茜筠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D 温廸雅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E 謝朗熙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F 劉紫穎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F 沈婧媛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何泊斳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郭希瑜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吳文晰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陳悅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趙紋溪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韓學智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廖嘉灝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黃凱晴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F 李采司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劉律曦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劉澤森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勞柏臻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林麗可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陳柏熙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鄧浩言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C 黃晉陽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D 巢琬梓琪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A 王紫希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A 李佳輝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B 冼楚瑜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C 陶影彤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4A 黃蘊蓓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4B 王翎珊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4C 蕭仲昕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D 羅琬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A 胡安爝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A 劉澤斌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宋姿瑩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C 孫文淵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數學精英 

5A 楊政浩 香港天主教

教區學校聯

會(中學組) 

第七屆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小五組 優異獎 

5B 黃俊杰 小五組 優異獎 

6B 林麗可 小六組 優異獎 

5B 黃俊杰  2021國際數學奧林匹克(AIMO Open)晉級賽比賽 小學五年級組 金獎 

1A 吳瑋城 

MathConcept 

Education 

MathConceptition 

全港數學大激鬥 

2021 

小學一年級組 銅獎 

2C 陳柏衡 小學二年級組 銀獎 

3A 李佳輝 小學三年級組 銅獎 

4A 黃藴蓓 小學四年級組 銅獎 

5B 黃俊杰 小學五年級組 銀獎 

5B 黃俊杰  中國數學 

教育研究會 

華夏盃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小學五年級組 一等獎 

3B 鄧博㬢  小學三年級組 二等獎 

5B 易海恆 小學五年級組 二等獎 



STEAM 精英 

5C 歐陽博彥 

獅子會中學 
銀禧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2021 
小學組 銀獎 

5C 劉梓軒 

5C 袁知行 

5D 歐陽博謙 

6B 黃若軒 

世界科技工

程數理協會 

第二屆  

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 

小學六年級組 

銀獎 

6A 陳梓晴 銅獎 

6B 王智諺 銅獎 

6B 林麗可 銅獎 

6B 劉敏妍 銅獎 

6E 陳祖鵬 銅獎 

6E 賴婷玉 銅獎 

6E 劉湘遙 銅獎 

6E 李佳姿 銅獎 

6E 董巧晴 銅獎 

6A 陳梓晴 

世界科技工

程數理協會 

第二屆 

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複賽) 

小學六年級組 

銀獎 

6B 黃若軒 銅獎 

6B 王智諺 銅獎 

6B 林麗可 銅獎 

6B 劉敏妍 銅獎 

6E 陳祖鵬 銅獎 

6E 董巧晴 銅獎 

6A 陳梓晴 

世界科技工

程數理協會 

第二屆 

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

(決賽) 

小學六年級組 

銅獎 

6B 黃若軒 銅獎 

6B 王智諺 銅獎 

6B 林麗可 銀獎 

6B 劉敏妍 金獎 

6E 董巧晴 銅獎 

5A 何泊斳 
香港教育大

學及語常會 

「Steam蒸蒸日上： 

生活中的數理人文」 

數理人文專題報告比賽 

公開組 優異 

4A 李彥彤 

香港奧林匹

克競賽委員

會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

賽 
 優異獎 



體育精英 

5D 吳貝珈 

香港棒球 

總會 
全港五人棒球公開賽 

少年混合組 

 

公開組 

冠軍 

 

冠軍 

5D 伍庭毅 

6A 胡安爝 

6A 賴代興 

6B 林錦浩 

6D 陳埈賢 

5D 吳貝珈 

香港棒球 

總會 
全港六人棒球公開賽 

少年組 

 

公開組 

季軍 

 

亞軍 

5D 伍庭毅 

6A 劉律曦 

6A 胡安爝 

6A 賴代興 

6B 林錦浩 

6C 余政潮 

6E 賴婷玉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0 - 2021 

5B 廖嘉灝 
香港課外活

動主任協會 
2020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得獎 

視藝精英 

5C 袁知行 國際培幼會 童心追夢繪畫比賽 
新界及離島區 

高小組 
冠軍 

5C 袁知行 
GNET STAR 鐘錶設計比賽 2020  

銀獎 

5F 李采司 銅獎 

5C 巢馨元 香港競技評核

總會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0 

全港視藝大賽 (第四季) 
兒童高級組 

銅獎 

6D 巢琬梓琪 銅獎 

音樂精英 (第 73屆校際音樂節) 

5F 羅栩妍 古箏獨奏(中級組) 冠軍 

4F 常皓月 鋼琴獨奏三級 冠軍 

5B 易海恒 鋼琴獨奏二級 亞軍 

4C 張瑾萱 長笛獨奏初級組 銀奬 

6B 郭詩涵 鋼琴獨奏七級 銀奬 

4F 陳皓喬 鋼琴獨奏二級 銀奬 

6A 陳樂遙 鋼琴獨奏二級 銀奬 



3C 林麗欣 鋼琴獨奏二級 銀奬 

4A 黃蘊蓓 鋼琴獨奏二級 銀奬 

6B 丁煒晴 鋼琴獨奏四級 銀奬 

4A 馬筠喬 鋼琴獨奏二級 銅奬 

4F 梁蓁蓁 聲樂獨唱  銅奬 

4C 朱懷諾 小提琴獨奏一級 銅奬 

4F 梁蓁蓁 鋼琴獨奏二級 銅奬 

演藝精英 
5E 陳力軒 

香港中華文化

發展聯合會 

《歷史文化學堂─ 

香港街道紀行》 
電台講演比賽 

優異 

5D 吳貝珈 優異 

5D 羅琬嵐 優異 

5F 楊弼丞 
珠海學院 

「您想社區」聯校微電影

展 
評審優異作品獎 優異獎 

4C 朱懷諾 

5B 韓學智 陳震夏中學 

「耳朵悅讀」 

聲音導航傲遊書海 

小學生聲演比賽 

四五年級組別 優異獎 

棋藝精英 

5B 廖嘉灝 

香港兒童棋

院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 

初級組 (黃苗) 冠軍 

1D 吳雋熙 

團體獎 第 8名 

2E 林昱璁 

3B 鄭加爽 

3C 王若雯 

3E 卞子希 

3A 梁卓棟 

5E 周卓立 

5B 廖嘉灝 

 

 

 

 

 



25周年銀禧校慶比賽 (冠軍.亞軍.季軍名單) 

標語親子創作比賽 

冠軍 2C 黃俊皓 

亞軍 5D 孔梓軒 

季軍 3E 謝朗熙 

徽章(logo)親子設計比賽 

冠軍 5D 孔梓軒 

亞軍 6D 陳埈賢 

季軍 2C 陳柏衡 

25周年銀禧校慶親子心靈瓶設計比賽 

冠軍 6B 鄧浩言 

亞軍 2C 黃俊皓 

季軍 5C 袁知行 

25周年銀禧校慶攝影比賽 

高級組冠軍 6E 董巧晴 

高級組亞軍 5B 黃俊杰 

高級組季軍 5B 廖嘉灝 

初級組冠軍 4F 常皓月 

初級組亞軍 3E 林子君 

初級組季軍 4C 李梓匡 

二年級親子環保玩具創作比賽 

冠軍 3C 孔梓朗 

亞軍 2C 林賢坤 

季軍 3B 李韶翀 

中文科寫作比賽得獎名單(五年級組) 

冠軍 6A 劉澤斌 

亞軍 6B 郭詩涵 

季軍 6A 張宇靖 

中文科寫作比賽得獎名單(四年級組) 

冠軍 5B 趙紋溪 

亞軍 5B 賈子湟 

季軍 5B 黃子希 

中文科寫作比賽得獎名單(19-20年度 六年級組) 

冠軍 畢業生 趙芷瑩 

亞軍 畢業生 王思媛 

季軍 畢業生 楊雨嘉 

銀禧校慶蛋糕設計比賽 



冠軍 6D 陳埈賢 

亞軍 5C 袁知行 

季軍 5C 劉梓軒 

「我喜愛 STEM 玩具」親子設計比賽 

冠軍 6D 陳埈賢 

亞軍 5C 袁知行 

季軍 3C 孔梓朗 

立體書創作比賽 

冠軍 5D 孔梓軒 

亞軍 3C 孔梓朗 

季軍 4A 黃蘊蓓 

藝墟舞台《賀校慶 展才華》才藝比賽 

金奬及藝墟舞台最佳表現獎 5F 羅栩妍 

金奬及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 3D 洪旭琛 

金奬及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 4D 龔芷澄 

金奬及藝墟舞台最受歡迎獎 2C 范諄雅 

 

 

 

 

 

 

 

 

 

 

 

 

 

 

 

 

 

 

 

 

 

 

 

 



得獎同學合照 

  

恭賀 5B 廖嘉灝同學取得圍棋比賽冠軍 

而本校圍棋班亦同時取得團體第 8名 

本校多位同學於「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 2021取得佳績，當中 5A黃俊杰

同學更取得五年級組一等獎 

  
本校 4位同學往陳震夏中學參加「一分鐘故

事聲演比賽」，當中 5A韓學智同學更取得聲

演優異獎 

廖嘉灝同學榮獲 2020-21年度課外活動優秀

學生，以表揚他在課外活動上之積極參與 

  

5E陳力軒、吳貝珈及羅琬嵐同學參加由香港

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舉辦的電台講演比賽，

憑原創劇本《疫後重生的太平山街》奪得優

異成績，並獲邀到新城電台錄製作品。 

5F羅栩妍同學於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第

73屆校際音樂節榮獲古箏獨奏(中級組)冠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