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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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2季 71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3屆校際朗誦節) 

4A 吳佩螢 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4D 王卓峯 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5B 高沁炎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6B 趙紋溪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1E 張安琪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A 吳梓豪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B 羅乙創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C 蔡恩而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D 劉念鸉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E 方昶傑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E 方昶雅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2E 袁一樹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B 高文曦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B 姚澄欣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A 冼楚瑜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B 顧文麒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B 蕭凱情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B 趙紋媗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4D 林子君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李彥彤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蔡雅妍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王浩軒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黃蘊蓓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蘇珮然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朱南穎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C 龔芷澄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C 羅家嘉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5E 黃雪嬅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何宗倫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何泊斳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梁景銓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廖嘉灝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伍靖妍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黃凱晴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趙紋溪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D 曾兆傑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E 馬一騫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6F 李采司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3D 吳晞嘉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3D 王鋕楊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4B 顧文麒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 曾穎詩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梁凱儀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梁蓁蓁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王南蘭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B 曾穎童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D 劉紫穎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6A 陳悅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6B 甘丞晉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2C 劉梓晴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2C 蔡恩而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B 林韓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3B 林宜蓁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A 曾穎詩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B 黃兆華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B 曾泓智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B 張瑾萱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F 黎昱希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F 楊靜怡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A 雷釣涵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張彥杰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陳博熙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陳泓潤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陳泳琦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黃子希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李銘鴻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劉芷妡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黃俊杰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B 邱卓瑤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C 巢馨元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6D 羅琬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數學精英 

4C 劉峻瑜 香港兒童數字協會 
2021香港數學及奧

數公開賽 
P4數學組 冠軍 

6A 蔡其期 啟藝專才 奧智盃奧數比賽初賽 小學組 二等奬 

5A 李彥彤 
香港教育大學及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聯會(中學組)

合辦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 

挑戰賽決賽 

個人賽 銅獎 

6A 何泊斳 個人賽 優異 

3B 黃卓盛 「數學 8寶箱上學習計劃」 
數學科全港 30名 

優秀學生奬 

1C 蔡一樂 

香港多元智能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七屆全

港數學盃挑戰賽 

小學一年級組 亞軍 

3B 黃卓盛 小學三年級組 季軍 

5A 李彥彤 小學五年級組 季軍 

2D 李采萱 小學二年級組 殿軍 

5A 王浩軒 小學五年級組 殿軍 

2C 伍裔衡 小學二年級組 卓越獎 

2C 蔡恩而 小學二年級組 卓越獎 

4E 鄧博曦 小學四年級組 卓越獎 

4D 陳力信 小學四年級組 卓越獎 

4C 余俊延 小學四年級組 卓越獎 

4C 王畯賢 小學四年級組 卓越獎 

6B 卞子俞 小學六年級組 卓越獎 

6B 黃俊杰 小學六年級組 卓越獎 

6A 楊政浩 小學六年級組 卓越獎 

6A 何宗倫 小學六年級組 卓越獎 

1C 蔡一樂 

Mathconcept 

Educa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2 

個人賽 銀獎 

3A 陳柏衡 個人賽 銀獎 

1D 張志遠 個人賽 銅獎 

2D 李采萱 個人賽 銅獎 

6B 黃俊杰 個人賽 銅獎 



STEAM 精英 

5B 王南蘭 

科普教育基金 

有限公司 

1/76 遙控模型車 

競速挑戰賽 
亞軍 

5B 曾穎童 風力車直線行車比賽 冠軍 

5A 何卓殷 手擲紙飛機個人賽 一等獎 

5A 潘俊宇 手擲紙飛機 

三人接力賽 

(團隊賽) 

一等獎 5A 李彥樺 

5C 傅智彥 

5A 潘俊宇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機械人集體編程活動 

成功創建 

機械人集體編程 

世界紀錄 

5B 王南蘭 

6C 歐陽博彥 

6D 歐陽博謙 

6E 湯昊龍 潮州會館中學 
創意解難挑戰賽

2021  
小學組 優異獎 

5B 朱懷諾 明愛馬鞍山中學 

「全港小學可持續發

展『環保巴士』 

創念比賽 2022」 

小學組 優異獎 

體育精英 

6D 吳貝珈 

香港棒球總會 全港六人棒球公開賽 

青少年組 
全港 

亞軍 6D 伍庭毅 

純陽校友棒球隊 公開組 
全港 

冠軍 

純陽校友棒球隊 香港棒球總會 
全港五人棒球公開賽 

(回歸盃) 
公開組 

全港 

季軍 

5D 吳貝珈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沙田小學校際田徑賽 
擲壘球 

(女子甲組) 
亞軍 

5D 伍庭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沙田小學校際田徑賽 
擲壘球 

(男子甲組) 
殿軍 

5D 關卓邦 香港南仙體育會 第二屆獅王文化盃 傳統南獅(甲組) 銀獎 

6B 廖嘉灝 香港南仙體育會 第二屆獅王文化盃 傳統南獅(乙組) 銀獎 

6D 楊子楓 香港南仙體育會 第二屆獅王文化盃 傳統南獅(甲組) 銀獎 

4A 蕭凱情 

北角蘇浙公學 

2022全港青年 
閃避球 

回歸盃慈善錦標賽 
U12 混合組 季軍 

5A 李彥彤 

5B 林熙晉 

5C 魏芷晴 



6A 何宗倫 

6A 蔡泓熙 

6B 陳力軒 

6B 劉仲元 

6D 吳貝珈 

6D 伍庭毅 

6D 曾嘉兒 

6D 陳彥齊 

6D 歐陽博謙 

6D 吳貝珈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1 - 2022 

視藝精英 

3E 林芷桐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第十三屆 2022「勇闖新天地」

國際繪畫比賽 
少年組 三等獎 

2D 鄭寒怡 
香港兒童文化 

藝術協會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

公開賽 2022 
兒童組(節日) 金獎 

3D 鄭寒怡 
香港兒童文化 

藝術協會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

公開賽 2022 
兒童組(玩具) 銀獎 

4D 林凱晴 香港棒球總會 
30週年 

標誌設計比賽 
小學組 冠軍 

5E 鍾旻浩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蘇珮然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高子城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潘俊宇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余芷蘊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F 林雍傑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曾穎童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王南蘭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李彥樺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李尉琛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C 魏芷晴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朱文信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練楚淇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D 劉紫穎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李希彤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梁蓁蓁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E 鄧希信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敖志誠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馬樂晴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A 徐展澄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E 林佩翹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6C 歐陽博彥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6C 袁知行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6D 歐陽博謙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 

5B 呂家悅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B 謝承珈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C 許穎欣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D 黎浩霆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A 黃蘊蓓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F 卓泇喬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D 楊芯榆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B 梁凱儀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E 陳樂遙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B 林汶靜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銀 

5A 李彥彤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A 徐亦廷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A 王浩軒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A 何卓殷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B 張芯婧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B 黃珞瑜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E 黃雪嬅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B 鍾霈恒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C 蘇鶴軒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B 朱南穎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5A 曾穎詩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銅 



音樂精英 

4B 林麗欣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

協會 

第五十五屆中國器樂

大賽及全港少年鋼琴

精英賽 

鋼琴二級 冠軍 

5A 黃蘊蓓 鋼琴三級 冠軍 

6F 羅栩妍 古箏九級 冠軍 

3D 吳晞嘉 

香港道教聯合會 道教歌曲歌唱比賽 2021 優異 

5A 蔡雅妍 

5A 王浩軒 

5C 魏芷晴 

5C 吳映鋒 

5C 鍾曼筠 

5B 高沁炎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 74屆 

香港校際音樂節 

鋼琴獨奏五級 金獎 

5B 朱南穎 鋼琴獨奏二級 銀獎 

5B 謝承珈 鋼琴獨奏三級 銀獎 

1C 蔡一樂 鋼琴獨奏三級 銀獎 

3A 嚴志遠 鋼琴獨奏一級 銀獎 

2E 李芷瑩 鋼琴獨奏一級 銀獎 

3D 吳晞嘉 鋼琴獨奏一級 銀獎 

4B 林倬謙 鋼琴獨奏一級 銀獎 

5B 王南蘭 鋼琴獨奏三級 銀獎 

1E 蕭亦駿 鋼琴獨奏一級 銅獎 

2A 李栢軒 鋼琴獨奏一級 銅獎 

4C 何凱柔 鋼琴獨奏二級 銅獎 

5A 王浩軒 鋼琴獨奏二級 銅獎 

5B 梁蓁蓁 鋼琴獨奏三級 銅獎 

3E 何卓洛 鋼琴獨奏三級 銅獎 

5A 楊駿騁 鋼琴獨奏六級 銅獎 

5C 龔芷澄 
小提琴獨奏 

初級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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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謝承珈 

深圳社團聯會主辦 

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協辦 

我們的 25短片大賽 全港小學組 季軍 

4C 彭城輝 少年警訊 
理財及防騙短片 

創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寫作精英 

6D 陳彥齊 香港道教聯合會 
信善紫闕玄觀道德經

書法比賽 
小學組 冠軍 

5B 何芷葵 大覺福行中心 
「給天上的你悄悄

話」家書比賽 
小學組 冠軍 

5B 何芷葵 香港教育大學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小學組 優異 

6B 黃俊杰 

觀音文化節籌委會 
第七屆觀音文化節 

徵文比賽 
高小組 

季軍 

6B 趙紋溪 優異 

6A 郭希瑜 優異 

社會服務精英 

6A 彭嘉潤 社會福利署 
2021年度沙田區傑

出兒童義工 
傑出兒童義工 

4C 彭城輝 社會福利署 
2021年度沙田區傑

出家庭義工 
傑出家庭義工 

 

 

 

 

 

 

 

 

 

 

 

 

 



得獎同學合照 

 

 

 

 
恭賀 6B 黃俊杰同學取得 

第七屆觀音文化節徵文比賽季軍 

恭賀 5B 何芷葵同學取得「給天上的你悄悄

話」家書比賽小學組冠軍 

 

 

恭賀 6D 吳貝珈同學取得 

沙田小學校際田徑賽擲壘球(女子甲組)亞軍 

恭賀 4D 林凱晴取得 

香港棒球總會 30週年 

標誌設計比賽小學組冠軍 



  

恭賀 4B 林麗欣取得第五十五屆中國器樂大賽及全

港少年鋼琴精英賽鋼琴二級冠軍 

恭賀 5A黃蘊蓓取得第五十五屆中國器樂大賽

及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鋼琴三級冠軍 

 
 

恭賀 5B 高沁炎同學於第 74屆校際音樂節 

榮獲鋼琴獨奏五級金獎 

恭賀閃避球隊勇奪 

全港青年閃避球回歸盃慈善錦標賽 

小學組季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