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年度學校各項比賽得獎紀錄  

 

中文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教協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優秀入圍獎 二愛  何穎鋒 

太平盃徵文比賽 優異獎 六愛  楊芷兒 

 亞軍 五信 方惟 

季軍 六真 陳詩琪 

優良 六真 甄欣     六望 曾勺暚   六愛 蕭家禮   六愛 梁儲誠 

六愛 簡蔚霖   六愛 黃心盈   六誠 陳琛兒   六誠 應貝詩 

六信 鄭卓其   六信 王伊睿 

五信 廖銘軒   五望 呂以心   五信 張雅媛   五信 梁安兒 

五真 周嘉恩   五真 林君柔   五真 曾凱柔   五誠 黃雪冰 

五誠 凌巧柔   五誠 曾晰     五誠 梁翔浩 

四真 禢倩婷   四愛 梁晶晶   四信 吳嘉欣   四真 黃子悠 

四愛 段善盈   四愛 劉鍶頤    

三信 杜韞立   三愛 何子淇   三愛 楊昕羲   三信 吳熙彤 

良好 六愛 簡靖怡   五誠 廖暟昕   四真 龍泳瑤   三信 黃嘉 

六望 林楷潤   六真 張雅慧 

第七十二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詩獨誦) 

亞軍 五信 方惟 

季軍 六真 陳詩琪 

優良 六真 甄欣     六望 曾勺暚   六愛 蕭家禮   六愛 梁儲誠 

六愛 簡蔚霖   六愛 黃心盈   六誠 陳琛兒   六誠 應貝詩 

六信 鄭卓其   六信 王伊睿 

五信 廖銘軒   五望 呂以心   五信 張雅媛   五信 梁安兒 

五真 周嘉恩   五真 林君柔   五真 曾凱柔   五誠 黃雪冰 

五誠 凌巧柔   五誠 曾晰     五誠 梁翔浩 

四真 禢倩婷   四愛 梁晶晶   四信 吳嘉欣   四真 黃子悠 

四愛 段善盈   四愛 劉鍶頤    

三信 杜韞立   三愛 何子淇   三愛 楊昕羲   三信 吳熙彤 

良好 六愛 簡靖怡   五誠 廖暟昕   四真 龍泳瑤   三信 黃嘉 

六望 林楷潤   六真 張雅慧 

「愛的話語創作比賽

2021」 

(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贊

助、香港聖公會麥理浩

夫人中心林植宣博士老

人綜合服務中心主辦) 

高小組 

亞軍 

 

 

五信 林睿 



「階梯閱讀空間 

2021年嘉許禮」 

商務印書館 

校內最傑出

學生獎 

第一名 

二信 劉晞彤 

「階梯閱讀空間 

2021年嘉許禮」 

商務印書館 

校內最傑出

學生獎 

第二名 

二望 方子予 

「階梯閱讀空間 

2021年嘉許禮」 

商務印書館 

校內最傑出

學生獎 

第三名 

一望 朱沛楹 

「階梯閱讀空間 

2021年嘉許禮」 

商務印書館 

校內最優秀

學生獎 

第一名 

二信 劉晞彤 

「階梯閱讀空間 

2021年嘉許禮」 

商務印書館 

校內最優秀

學生獎 

第二名 

二望 方子予 

「階梯閱讀空間 

2021年嘉許禮」 

商務印書館 

校內最優秀

學生獎 

第三名 

二望 禢景祥 

 

 

英文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龍翔道官立中學

英文書法比賽 
優異獎 六望(4) 陳淑欣 

第七十二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優良獎 二愛 李一    三信 陳守意    三信 吳采瑜   三信 吳熙彤  

三愛 鍾鎮東  三愛 何子淇    三愛 田勝安   三愛 謝梓彥  

三愛 楊昕羲  三誠 陳子昊    三誠 張曉盈   三誠 鄭名希      

四信 關欣茵  四信 譚洛晴    四望 黃心恩   四望 葉卓衡    

四愛 高正亨  四愛 劉鍶頤    四愛 廖梓淇   四誠 邵信行    

四誠 唐揚樂  五信 余舒童    五望 伍淑儀   五望 湯珀羲    

五望 余海澄  五愛 劉彥進    五愛 文凱玲   五愛 吳修權    

五愛 董海晴  五真 王以諾    五真 霍霜雩   五誠 廖暟昕    

六信 王伊睿  六望 陳凱欣    六望 陳淑欣   六望 胡沁妍    

六望 曾勺暚  六愛 黃心盈    六真 陳冠文   六真 梁凱晴  

六真 梁栢豪  六誠 羅安悅    六誠 麥啟聰         

良好 三誠 韓心柔 

TOEFL Junior       

(Standard Test) 
Gold Certificate 五誠 廖暟昕    六誠 羅安悅    



Silver 

Certificate 
六愛 辛紫恩   六愛 簡蔚霖   六愛 陳汝軒   六愛 楊芷兒 

Bronze 

Certificate 

六愛 馮樂遙  六愛 柯穎婷   六愛 黃心盈    六愛 楊芯兒    

六愛 梁儲誠   六愛 簡靖怡 

五信 何沛儀   五信 廖銘軒     五愛 鄧樂詩 

TOEFL Junior 

(Speaking) 

Gold 

 Certificate 

五誠 廖暟昕    六誠 羅安悅          

Bronze 

Certificate 

五愛 劉彥進    六望 馮建誠    六愛 張鈞潼    六愛 簡靖怡    

六愛 梁儲誠    六真 馮玉萍 

 

數學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2021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一信 譚睿信  四望 丁韞祺 

二等獎 一誠 陳樂悠  二望 何永逸  二愛 陳悅熙  二誠 林聰 

二誠 鄭宸遠  三信 衞信康  三望 黃柏喬  四信 王顥婷 

四望 陳澤希  四誠 梁  諾  四真 李澤朗  四真 龍泳瑤 

五愛 劉彥進  五真 陳逸朗  六愛 楊浩然  六 誠黃笑盈 

三等獎 一望 羅煥姿  一真 陳洛漫  一真 譚柏琛  二信 卓禕霖 

二真 劉鎰僖  三望 李元靖  三愛 張景雄  三愛 周家熒 

三真 鄭子晧  三真 羅梓灝  三真 蔡雪盈  五信 廖銘軒 

五愛 吳修權  五信 張雅媛  五信 方  惟  五信 余舒童 

六望 李詠希  六望 簡蔚霖  六愛 柯綽泓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優異獎 五信 廖銘軒  五愛 吳修權  五真 黃狄韋  六望 彭浩然 

六愛 楊浩然  六誠 黃笑盈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 

- 2021（香港賽區） 

銅獎 三望 李元靖  三信 吳采瑜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香港賽區) 

一等獎 五真 黃子謙  

 

二等獎 一信 張嘉儀  三愛 田勝安  四望 丁韞祺  四愛 劉鍶頤 

六誠 黃笑盈  

三等獎 一望 羅煥姿  三真 黃耀華  三真 鄧嘉穎  五愛 吳修權   

五真 鄧婉婷  

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 2020 

 

團體季軍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金獎 
二望 方子予  三愛 周家熒  三愛謝梓彥  四望 丁韞祺 

五信 余舒童  六信 陳汝軒 

銀獎 
二望 何永逸  三愛 張景雄  三誠 何永德  三真 鄧嘉穎 

三真 羅梓灝   三真蔡雪盈  四愛 林晉陞  四真 王銘豐 

銅獎 

二信 林禮彥  二信 麥舜雯  二愛 林智恩  三望 譚翺然 

三真 盧洛謙  三真 李憲穎  三真 黃耀華  四信 譚洛晴 

四望 潘力思  四真 冼晉軒  五誠 龍籍旭  五誠 吳逸飛 



 

普通話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二信 卓禕霖   二信 魏佳怡 

季軍 四望 陳澤希 

優良 
二信 陳溢銘   二信 高志恒   二信 譚晴心   三望 顧雅晴 

三愛 張琅     四信 蕭庭禮   四望 丁韞祺   四誠 邵信行 

良好 二信 劉晞彤   三望 郭恩澄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優異星獎 二信 卓禕霖   四望 陳澤希 

 

 

常識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知識產權署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

比賽 2020 

優異獎 六愛 楊浩然 

 

 

 

 

 

 

六信 王銘華  六望 周洺丞  六真 梁栢豪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1(香港賽區 

1ST PRIZE 

AWARD 
一信 張嘉儀 一羅煥姿 

2ND PRIZE 

AWARD 
二真 劉鎰僖 

2RD PRIZE 

AWARD 
二望 朱婉騏  三真 黃耀華  四愛 劉鍶頤  五愛 吳修權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香港

區賽)2021 HKIMO 

銀獎 
三望 李元靖  四望 丁韞祺 

銅獎 
三真 鄧嘉穎  五愛 吳修權    五真 黃子謙    

五真 鄧婉婷  六愛 陳汝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21（華南賽區）晉級

賽 

二等獎 
二真 劉鎰僖  四愛 劉鍶頤    五真 黃狄韋 

三等獎 
三真 羅梓灝  四信 譚洛晴  四信 王顥婷  四望 丁韞祺 

四望 葉卓衡  四真 李晉裕  五信 廖銘軒  五愛 吳修權 



音樂科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號初級(冠軍) 四誠 鄭丞津 

直笛獨奏 10歲或以下 

(銅獎) 

五愛 石琋悠 

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銀獎) 

六愛 李清琳 

直笛獨奏 13歲或以下 

(銅獎) 

六望 曾勺暚     六愛 簡蔚霖    六真 張穎浵     

六真 張  瑜     六真 梁凱晴    六真 黃敬心 

聲樂獨唱 (中文)10歲或以下 

(銅獎) 

四真 方家悦     四真 冼晉軒    五真 黃凱駿   

五真 王樂軒 

鋼琴獨奏一級(銀獎) 一愛 林曉澄     一愛 王雨晨     一真 張珼茹   

一誠 陳樂悠     四誠 梁  諾     六愛 辛紫恩 

鋼琴獨奏一級(銅獎) 三愛 黃一澍     五真 鄧婉婷     六愛 柯穎婷 

鋼琴獨奏二級(銀獎) 三信 陳守意     三信 衞信康     三愛 黃樂賢    

五信 譚樂心     五誠 凌巧柔  

鋼琴獨奏二級(銅獎) 五愛 黃力翹 

鋼琴獨奏三級(銀獎) 二誠 廖芍淘      四誠 呂沛澄    六愛 梁儲誠 

鋼琴獨奏四級(銀獎) 五誠 張梓晴 

鋼琴獨奏四級(銅獎) 三誠 盧洛謙  五愛 江伊晴 

鋼琴獨奏五級(銀獎) 一望 林芷蔚  六愛 李清琳  五愛 石琋悠 

鋼琴獨奏五級(銅獎) 五愛 盧柏誠 

小提琴一級(銀獎) 四信 霍星妤 

小提琴三級(銅獎) 三愛 黃樂熹  五誠 陳子諭  六愛 楊芷兒 

小提琴四級(銀獎) 六愛 李清琳 

小提琴四級(銅獎) 六真 陳詩琪 

大提琴初級(銀獎) 四誠 劉子晴 

單簧管初級(銀獎) 五望 劉姵妏 

筝初級(銅獎) 五望 楊洛彤 

 

體育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六真 劉穎棋 



 

視藝科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戲」出望愛-口罩套填色設

計比賽 

童軍知友社 

優異獎 六信 鄭卓其 

 

 

 

聖經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以勒基金 Easy Easy 

好小事 

一望 范子萱   一愛 黃馨妤  五真 鄧婉婷   六真 張雅慧 

 

 

電腦科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名單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Best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chool Team 

Of The Year”比賽 

Best of 

School 

Project 

Award S 

五信 廖銘軒  五望 呂以心  五誠 陳子諭  五誠 張梓晴   

五誠 廖暟昕 

2021STEM 綜合問答擂

台(小學組) 

傑出團體大

獎(冠軍)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2021STEM 綜合問答擂

台(小學組) 

優異獎 一信 梁晞嵐 一信 李柏   一信 黃樂文 一信 余杏茵 

一信 關俊謙 一望 陳可柔 一望 羅煥姿 一望 胡鎧瀅 

一愛 孔柔晴 一愛 張閔晴 一誠 邵俊賢 一真 李承軒 

一真 廖日羲 一真 譚柏琛 一真 蔡曜嵐 一真 張珼茹  

二愛 黃達昌 二誠 龍梓傑 二誠 鄭宸遠 二真 劉鎰僖 

三信 李俊霖 三信 廖心儒 三信 廖晉軒 三信 吳采瑜 

三信 吳熙彤 三信 顏浩然 三信 柯昶   三信 陳守意 

三信 杜韞立 三信 黃嘉   三信 余海旭 三信 余洛謙 

三信 張凱聞 三信 周安瑩 三信 鍾子晧 三信 古進彥 

三信 黎焯穎 三信 黎俊樂 三信 林海晴 三信 梁子洛 



三望 陳愷懿 三望 劉芷芊 三望 唐浩軒 三望 譚翺然 

三望 湯柏勤 三望 張皓陽 三望 黃柏喬 三望 黃彤恩 

三望 何施恩 三望 郭恩澄 三愛 田勝安 三真 鄧嘉穎 

四信 劉信禹 四信 李子謙 四信 李俊曉 四信 羅雅懿 

四信 吳嘉欣 四信 柯卓言 四信 蕭庭禮 四信 譚洛晴 

四信 曾朗鋒 四信 黃卓兒 四信 黃焌賢 四信 王顥婷 

四信 黃憫恩 四信 黃添城 四信 何睿祺 四信 何明恩 

四信 焦江潤 四信 關欣茵 四望 陳澤希 四望 陸芍萱 

四望 陳熙蕾 四望 甄梓謙 四望 葉卓衡 四望 丁韞祺 

四愛 蔡怡婷 四愛 高正亨 四愛 林晋陞 四愛 李旻津 

四愛 李子淇 四愛 梁晶晶 四愛 劉鍶頤 四愛 翟樂森 

四愛 廖梓淇 四愛 吳珮欣 四愛 譚思慧 四愛 黃政諺 

四愛 余雯慧 四愛 袁匡祈 四愛 陳凱毅 四愛 張皓宜 

四愛 周柏宇 四愛 段善盈 四愛 何樂添 四愛 金恆樂 

四誠 唐揚樂 四真 陳安僑 四真 劉嘉蓓 四真 李樂兒 

四真 李澤朗 四真 李晉裕 四真 劉雨桐 四真 龍泳瑤 

四真 沙慕晴 四真 陳宣淇 四真 董芷瑤 四真 溫嵐 

四真 温子朗 四真 王銘豐 四真 葉詩恩 四真 鄭梓謙 

四真 周嘉俊 四真 周日郎 四真 方家悅 四真 禤倩婷 

五信 林綽藍 五信 林睿   五信 李銥婧 五信 廖銘軒 

五信 伍重霖 五信 蕭頌敏 五信 張雅媛 五信 譚樂心 

五信 黃普靖 五信 楊沁羲 五信 余舒童 五信 張梓浩 

五信 周勤量 五信 方惟   五信 何樂謙 五信 何沛儀 

五信 嚴浩輝 五望 李博浩 五望 呂以心 五望 麥皓軒 

五望 麥修明 五望 蘇卓翹 五望 湯珀羲 五望 黃芷欣 

五望 黃英杰 五望 楊洛彤 五望 余海澄 五望 陳美芝 

五望 陳峻熙 五望 蔡天愛 五望 周澤天 五愛 蔡永煉 

五愛 劉彥進 五愛 李琛悠 五愛 梁正平 五愛 李雨澄 

五愛 盧柏誠 五愛 羅詠霖 五愛 文凱玲 五愛 吳修權 

五愛 石琋悠 五愛 譚樂童 五愛 陳志軒 五愛 譚考岐 

五愛 鄧樂詩 五愛 唐悅軒 五愛 黃力翹 五愛 楊彥權 

五愛 張偉恩 五愛 陳守惠 五愛 陳穎欣 五愛 蔡卓城 

五愛 朱卓兒 五愛 何昊政 五愛 許錦坤 五愛 江伊晴 

五誠 區皓賢 五誠 陳敬之 五誠 林家熙 五誠 劉銘恩 

五誠 李家樂 五誠 梁翔皓 五誠 凌巧柔 五誠 廖暟昕 

五誠 盧雋亨 五誠 龍籍旭 五誠 呂沛璇 五誠 陳敬之 

五誠 羅俊城 五誠 伍曉琳 五誠 唐聖軒 五誠 曾晰 

五誠 黃雪冰 五誠 徐湛英 五誠 吳逸飛 五誠 陳子諭 

五誠 張梓晴 五誠 周珈慧 五誠 鄺卓思 五真 陳恒宇 

六信 區丞謙 六信 梁梓朗 六信 凌謙祈 六信 馬慶子 

六信 邵樂賢 六信 王銘華 六信 任焯謙 六信 鄭卓其 

六信 周嘉熙 六信 方金游 六望 陳曉瑩 六望 馮建誠 

六望 何灝世 六望 胡沁妍 六望 李思情 六望 李詠希 



六望 呂欣曦 六望 麥桉榮 六望 文浩宇 六望 彭浩然 

六望 曾勺暚 六望 黃嘉欣 六望 陳凱欣 六望 陳淑欣 

六望 陳司朗 六望 周航傑 六望 鄭嘉瑤 六望 周洺丞 

六望 朱俊宇 六愛 陳子俊 六愛 梁儲誠 六愛 凌曉丹 

六愛 廖家希 六愛 吳天藍 六愛 柯綽泓 六愛 柯穎婷 

六愛 蕭家禮 六愛 辛紫恩 六愛 黃心盈 六愛 黃芷柔 

六愛 陳汝軒 六愛 吳慧怡 六愛 楊浩然 六愛 楊芯兒 

六愛 楊芷兒 六愛 張馨文 六愛 張鈞潼 六愛 張穎銣 

六愛 馮樂遙 六愛 簡靖怡 六愛 簡蔚霖 六愛 李清琳 

六愛 李子聰 六誠 陳凱迪 六誠 呂曦   六誠 麥啟聰 

六誠 吳家晴 六誠 嚴海嵐 六誠 應貝詩 六誠 余恩心 

六誠 陳宇彬 六誠 方振華 六誠 黃笑盈 六誠 羅安悦  

六真 陳安   六真 洪穎鏇 六真 梁凱晴 六真 梁栢豪 

六真 劉穎棋 六真 梅浩星 六真 吳世浩 六真 潘明希 

六真 潘彥霖 六真 陳詩琪 六真 譚詩敏 六真 譚思諾 

六真 黃敬心 六真 甄欣   六真 張雅慧 六真 陳冠文 

六真 鄭家謙 六真 張穎曦 六真 張穎浵 六真 張瑜 

六真 馮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