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

1 1/9/2021 EVIGarten 魏婉茵

Parents Daily 季軍 陳晉禧 (1L)

EVIFRIENDS STEAM書包設計比賽

優異獎 叢婥嵐 (1L)

2 1/9/2021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陳鳳文

《淫褻濟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傑出表現獎 曾煥雅 (4H) 潘慧宜

優異獎 王啟悠 (2L) 關慧嫻

優異獎 湛思晴 (2F)

優異獎 許雅晴 (4W)

優異獎 施子晴 (4H)

3 4/9/2021 沙田體育會 吳惠蓮

沙田體育會盃游泳錦標賽2021 50米胸泳 冠軍 陳栢熙 (3F) 梁玉茵

50米背泳 冠軍 陳栢熙 (3F)

50米 總冠軍 陳栢熙 (3F)

50米自由泳 季軍 陳栢熙 (3F)

50米蝶泳 殿軍 陳栢熙 (3F)

50米自由泳 冠軍 周奕淳 (5H)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5H)
50米背泳 冠軍 周奕淳 (5H)

50米 總冠軍 周奕淳 (5H)
50米胸泳 亞軍 周奕淳 (5H)

50米胸泳 季軍 陳卓朗 (6F)

4 12/9/2021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吳惠蓮

2021-2022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200米四式混合泳 冠軍 周奕淳 (5H) 梁玉茵

100米蝶泳 季軍 周奕淳 (5H)

5 14/9/2021 香港藝術發展局 嘉許狀 鄭可兒 (6D) 吳汝慧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 嘉許狀 呂敏蕙 (6H) 周君瑜

6 18/9/2021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吳惠蓮

2021-2022第二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50米胸泳 亞軍 陳栢熙 (3F) 梁玉茵

50米背泳 亞軍 周奕淳 (5H)

7 25/9/2021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吳惠蓮

2021-2022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甲部 50米自由泳 季軍 周奕淳 (5H) 梁玉茵

8 16/10/2021 香港游泳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吳惠蓮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50米蛙泳 冠軍 陳栢熙 (3F) 梁玉茵

100米自由泳 亞軍 陳栢熙 (3F)

50米自由泳 亞軍 陳栢熙 (3F)

200米個人四式 冠軍 周奕淳 (5H)

100米自由泳 冠軍 周奕淳 (5H)

50米背泳 冠軍 周奕淳 (5H)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5H)

50米蛙泳 亞軍 周奕淳 (5H)

50米蛙泳 季軍 陳卓朗 (6F)

100米自由泳 殿軍 陳卓朗 (6F)

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陳卓朗 (6F)

9 17/10/2021 香港籃球總會 殿軍 容靖堯 (6D) 韓文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殿軍 許愷恩 (6H)

香港市民盃三人籃球賽 殿軍 羅安翹 (6H)

殿軍 張穎嵐 (6F)

10 25/10/2021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湛思晴 (2F) 周君瑜

通善壇 亞軍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香港大學職員協會

中西區校長聯會

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11 31/10/2021 公民體育會 郭溢鐿 (6H) 陳鵬信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2021 擲壘球 亞軍 王松杰

12 7/11/2021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吳惠蓮

2021-2022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個人全場最高積分獎 周奕淳 (5H) 梁玉茵

200米四式 冠軍 周奕淳 (5H)

200米自由泳 冠軍 周奕淳 (5H)

100米蝶泳 亞軍 周奕淳 (5H)

100米自由泳 季軍 周奕淳 (5H)

13 7/11/2021 獅子會 韓文德

康仁體育會 季軍 陳雪凝 (4F) 羅嘉璇

獅子會2021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季軍 袁曉澄 (4F)

季軍 馬芯怡 (5L)

季軍 張凱淇 (5H)

14 12/11/202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玉茵

香港跆拳道協會 冠軍 杜倬睿 (6L)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21 季軍 黎俊言 (5W)

15 13/11/2021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吳惠蓮

2021-2022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50米蛙泳 季軍 陳栢熙 (3F) 梁玉茵

16 14/11/202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志聰

葵青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21 單打 冠軍 黃卓筠 (5D)

17 21/11/202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梁志聰

灣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21 單打 冠軍 黃卓筠 (5D)

18 27/11/2021 Nike Hong Kong 亞軍 袁曉澄 (4F) 韓文德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 羅安愉 (5D)

Nike Never Grow Up Adventure 張凱淇 (5H)

羅安翹 (6H)

初小組

小學組

女子A組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21-2022 活動成績一覽表

成績 學生姓名

男子2013年組

男子2010年組

男子10歲或以下組別

填色比賽

男子9-10歲組別

男子10歲以下組別

男子2011年組

男子11歲組

男子8歲組

男子10歲組

男子9-10歲組別

男子8歲以下組別

西畫小學組

U10

男子8歲或以下

女子青少年J組

青少年J組

男童色帶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19 28/11/2021 飛達田徑會 陳鵬信

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 2021 擲豆袋 第七名 李宗羲 (1L) 王松杰

60米 亞軍 黃芊霖 (1F)

60米障礙賽 亞軍 黃芊霖 (1F)

100米 亞軍 黃芊霖 (1F)

立定跳遠 第七名 蘇穎欣 (1L)

擲豆袋 第八名 蘇穎欣 (1L)

擲豆袋 第六名 鄧朗俊 (2W)

60米 第七名 甄衍泓 (2H)

100米 第七名 甄衍泓 (2H)

200米 第五名 黃韋麒 (3F)

跳遠 第六名 黃韋麒 (3F)

跳遠 第八名 林靖恩 (4H)

擲壘球 第八名 郭肇桓 (6D)

20 29/11/202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方俊雄

小學校際羽毛球賽2021-2022 團體 殿軍 陳樂言 (4W) 何旻峻 (5L)

蔡明生 (5F) 彭子燊 (5F)

黃紹凱 (6H)

傑出男運動員獎 陳樂言 (4W)

21 3/12/202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陳鵬信
2021-2022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 冠軍 洪日朗 (3W) 黃韋麒 (3F) 王松杰

馮樂軒 (4F)

60米 冠軍 洪日朗 (3W)

100米 季軍 黃韋麒 (3F)

跳遠 季軍 馮樂軒 (4F)

跳遠 季軍 林靖恩 (4H)

60米 第八名 陳晴 (3F)

團體 優異獎 范若藍 (3H) 陳晴 (3F)

林靖恩 (4H)

跳高 殿軍 陳澤峰 (5L)

200米 第八名 沈城鋒 (5D)

擲壘球 第八名 何旻峻 (5L)

200米 亞軍 伍睿妮 (5L)

擲壘球 第七名 梁斯詠 (5F)

團體 優異獎 楊珈晞 (5W) 梁斯淇 (5W)

伍睿妮 (5L) 郭穎翹 (5H)

梁斯詠 (5F)

400米 殿軍 甄倬珩 (6W)

跳高 第五名 翁政濠 (6W)

推鉛球 冠軍 郭溢鐿 (6H)

200米 第七名 李芷卉 (6F)

22 4/12/2021 將軍澳香島中學 泓志盃團體獎 亞軍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梁志聰
香島教育基金 黃怡霖

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 2021 三年級組 亞軍 陳立新 (3F)

五年級組 亞軍 黃宏銘 (5H)

三年級組 季軍 鄭梓諾 (3F)

金獎 何峻澧 (2F)

金獎 郭梓鋒 (3W)

金獎 周澔垚 (3W)

金獎 馮正翹 (3H)

金獎 羅信隆 (4H)

金獎 曾煥雅 (4H)

金獎 鄭永泰 (4H)

金獎 柯湛棋 (4F)

金獎 唐裕 (5H)

金獎 郭溢鐿 (6H)

銀獎 徐恩樂 (4H)

銀獎 馮昊霖 (6F)

銅獎 梁文 (2F)

23 4/12/2021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梁志聰

香港天主教教區聯會（中學） 金獎 甘衍量 (5H) 黃怡霖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金獎 麥程朗 (5F)

銅獎 顧璇 (5H)

銅獎 譚安堯 (5H)

金獎 陳煦臨 (6H)

金獎 林佑澄 (6H)

金獎 羅帷中 (6H)

金獎 張承源 (6H)

女子2012年組

男子2014年組

男子乙組

男子2013年組

小六組個人賽

女子乙組

男子組

男子丙組

女子丙組

小五組個人賽

男子2010年組

男子2015年組

女子2015年組

男子甲組

女子甲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24 5/12/2021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楊惠珍

2022青少年及兒童精英種子選手及香港代表選拔大賽 探戈 亞軍 吳沛炫 (3F)

倫巴 亞軍 吳沛炫 (3F)

牛仔 亞軍 吳沛炫 (3F)

雙項 冠軍 吳沛霖 (5H)

倫巴 冠軍 吳沛霖 (5H)

喳喳喳 冠軍 吳沛霖 (5H)

標準舞雙項 冠軍 何梓賏 (5L)

拉丁舞五項 亞軍 何梓賏 (5L)

拉丁舞三項 季軍 何梓賏 (5L)

喳喳喳 季軍 吳沛炫 (3F)

牛仔 第四名 吳沛霖 (5H)

牛仔 第六名 吳沛炫 (3F)

單人喳喳喳組(6-8歲) 亞軍 黃樂晴 (3L)

單人喳喳喳組(9-11歲) 亞軍 曹芷嫣 (4F)

單人倫巴組(9-11歲) 第四名 曹芷嫣 (4F)

25 5/12/2021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楊惠珍

2021第廿二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探戈 冠軍 吳沛炫 (3F)

倫巴 冠軍 吳沛炫 (3F)

牛仔 冠軍 吳沛炫 (3F)

牛仔 亞軍 吳沛炫 (3F)

倫巴 季軍 吳沛炫 (3F)

喳喳喳 第五名 吳沛炫 (3F)

倫巴 冠軍 吳沛霖 (5H)

喳喳喳 冠軍 吳沛霖 (5H)

雙項 冠軍 吳沛霖 (5H)

標準舞雙項 冠軍 何梓賏 (5L)

拉丁舞五項 亞軍 何梓賏 (5L)

倫巴 季軍 李淑霏 (4H)

喳喳喳 季軍 李淑霏 (4H)

森巴 第四名 李淑霏 (4H)

拉丁舞三項 第四名 何梓賏 (5L)

喳喳喳組（6-8歲） 亞軍 黃樂晴 (3L)

倫巴組（6-8歲） 亞軍 黃樂晴 (3L)

森巴組（16歲以下） 季軍 黃樂晴 (3L)

喳喳喳組(9-11歲) 第四名 曹芷嫣 (4F)

倫巴組(9-11歲) 第五名 曹芷嫣 (4F)

牛仔組 第五名 蔡雨璟 (6D)

牛仔組（ 16歲以下） 第六名 吳柏瑤 (4W)

森巴組(16歲以下) 第六名 曹芷嫣 (4F)

單人拉丁舞組（9-11歲） 亞軍 黃樂晴 (3L)

單人倫巴 亞軍 吳沛霖 (5H)

單人探戈 亞軍 黃樂晴 (3L)

單人探戈 第五名 曹芷嫣 (4F)

單人探戈 第六名 吳柏瑤 (4W)

倫巴 第六名 吳沛炫 (3F)

單人探戈 第四名 吳柏瑤 (4W)

校際喳喳喳 冠軍 吳沛炫 (3F) 吳沛霖 (5H)

小學校際森巴組 第二名 吳柏瑤 (4W) 李淑霏 (4H)

小學校際喳喳喳組 第三名 吳柏瑤 (4W) 李淑霏 (4H)

小學校際喳喳喳組 第四名 黃樂晴 (3L) 曹芷嫣 (4F)

小學校際森巴組 第五名 黃樂晴 (3L) 曹芷嫣 (4F)

校際森巴 第六名 吳沛炫 (3F) 吳沛霖 (5H)

26 11/12/202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參與獎 鄭可兒 (6D) 吳汝慧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 國際及本地學生郵寄藝術作品展

27 11/12/202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梁志聰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全場 冠軍 張承源 (6H) 陳煦臨 (6H) 黃怡霖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羅帷中 (6H)

數學急轉彎 冠軍 張承源 (6H) 陳煦臨 (6H)

羅帷中 (6H)

解難智多星 冠軍 張承源 (6H) 陳煦臨 (6H)

羅帷中 (6H)

總亞軍 張承源 (6H) 陳煦臨 (6H)

羅帷中 (6H)

解難智多星 季軍 張承源 (6H) 陳煦臨 (6H)

羅帷中 (6H)

數學急轉彎 殿軍 張承源 (6H) 陳煦臨 (6H)

羅帷中 (6H)

28 1/1/2022 香港管綫專業學會 陳鳳文

中國城市規劃協會 優異獎 陳智妍 (2W) 潘慧宜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優異獎 湛思晴 (2F) 關慧嫻

管綫安全 - 繪畫及口號創作比賽2020-21 優異獎 羅曉心 (4D)

傑出表現獎 羅嘉進 (4D)

29 1/1/2022 匯知中學 學生推薦獎 魏安雅 (6H) 袁小環

萬鈞教育機構

全港小學微型小説續寫大賽2021

填色比賽

全港

雙人比賽

高級

小學4-6初級

單人高級

初級

西貢區

青少年高級單項D1

青少年高級單項D2

初級

高級雙項C組

單人高級

小學校際

校際

高級單項單人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30 5/1/2022 香港乒乓總會 白金章 梁亦熙 (5L) 梁志聰
恒生乒乓球學院 - 2021年12月公開章別考試 白金章 顧璇 (5H)

金章 黃子晴 (5F)

金章 古本正 (6H)

銀章 袁偉民 (4H)

銀章 龐穎謙 (4F)

銅章 許黃錸 (2D)

銅章 余晧敏 (3W)

銅章 許黃煊 (4H)

銅章 余曦敏 (6H)

31 17/2/20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19 冠軍 馮昊霖 (6F) 魏婉茵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19 冠軍 張晁誙 (6F) 魏婉茵

詩詞獨誦 - 粵語 U307 亞軍 羅安翹 (6H) 鍾鏗梨

U319 亞軍 張嘉仁 (6F) 魏婉茵

U309 季軍 李淑霏 (4H) 鍾鏗梨

U308 季軍 黃鈺婷 (5F) 陳曉婷

U312 優良 張凱程 (1D) 自行報名

U324 優良 蔡明心 (1D) 自行報名

U324 優良 鄭文熙 (1W) 自行報名

U312 優良 徐晞悅 (1L) 自行報名

U312 優良 陳偲諾 (1L) 自行報名

U324 優良 陳晉禧 (1L) 自行報名

U312 優良 吳采霖 (1H) 自行報名

U324 優良 李卓聲 (1H) 自行報名

U324 優良 胡晉僖 (1H) 自行報名

U324 優良 曾少津 (1H) 自行報名

U312 優良 莊昕澄(1F) 自行報名

U324 優良 李翊揚 (1F) 自行報名

U323 優良 湛川 (2D) 張惠敏

U323 優良 廖子仁 (2W) 吳錦清

U323 優良 鄧朗俊 (2W) 吳錦清

U323 優良 李俊賢 (2W) 自行報名

U323 優良 陳鎧泰 (2L) 吳靜雯

U323 優良 吳璟佑 (2H) 自行報名

U311 優良 湛思晴 (2F) 陳鳳文

U322 優良 譚琛 (3L) 自行報名

U322 優良 鍾景羽 (3H) 自行報名

U310 優良 黃可蕎 (3H) 自行報名

U309 優良 鄭洛兒 (4D) 自行報名

U309 優良 馮子珊 (4L) 吳靜雯

U309 優良 孫子喬 (4H) 鍾鏗梨

U308 優良 黃卓筠 (5D) 自行報名

U308 優良 羅安愉 (5D) 自行報名

U308 優良 楊琬嵐 (5W) 自行報名

U308 優良 馮筱婷 (5H) 白宜加

U320 優良 麥竣庭 (5H) 自行報名

E308 優良 鍾雅羽 (5F) 自行報名

U307 優良 鄭瑾瑤 (6H) 自行報名

U307 優良 鍾永瑩 (6H) 鍾鏗梨

U307 優良 陳上晞 (6F) 自行報名

U324 良好 蕭子博 (1D) 自行報名

U324 良好 王樂仁 (1L) 自行報名

U324 良好 黃彥鳴 (1H) 自行報名

U311 良好 倪芷琳 (2D) 自行報名

U323 良好 鄭洛翹 (2F) 自行報名

U322 良好 馮正翹 (3H) 陳曉婷

U309 良好 羅曉心 (4D) 陳鳳文

U321 良好 王浚熹 (4L) 自行報名

U309 良好 李愷澄 (4H) 鍾鏗梨

U309 良好 陳鎧彤 (4F) 自行報名

U320 良好 麥竣僑 (5H) 自行報名

U308 良好 黄子晴 (5F) 自行報名

U307 良好 李芷卉 (6F) 魏婉茵

32 17/2/20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412 冠軍 黃芊霖 (1F) 梁素娟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12 優良 黎倚妮 (1F) 自行報名

散文獨誦 - 粵語 U411 優良 謝熙蕎 (2D) 自行報名

U411 優良 麥倩僮 (2W) 吳錦清

U411 優良 薛倩兒 (2W) 自行報名

U411 優良 邢善殷 (2W) 袁小環

U411 優良 黃芊潁 (2L) 袁小環

U410 優良 朱芊喬 (3W) 自行報名

U409 優良 黃天晴 (4H) 自行報名

U408 優良 梁斯詠 (5F) 謝翠珊

U412 良好 林凱晴 (1F) 梁素娟

U423 良好 梁文 (2F) 自行報名

U421 良好 羅嘉進 (4D) 自行報名

U420 良好 唐裕 (5H) 自行報名

U408 良好 方苡洛 (5F) 自行報名

U419 良好 黃浩鈞 (6H) 鍾鏗梨

U419 良好 袁曉諾 (6H) 鍾鏗梨

U419 良好 謝峻匡 (6F) 自行報名

33 17/2/20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41 季軍 曾煥然 (1F) 自行報名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說故事 - 粵語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34 17/2/20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37 亞軍 翁凱煕 (2L) 吳靜雯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31 亞軍 李珞 (2H) 袁小環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U330 亞軍 曾煥雅 (4H) 鍾鏗梨

U329 亞軍 鍾永瑩 (6H) 鍾鏗梨

U331 季軍 羅帷寧 (1D) 袁小環

U336 季軍 翁錦熙 (4H) 自行報名

U335 季軍 羅帷中 (6H) 梁玉茵

U337 優良 吳泓謙 (1D) 袁小環

U331 優良 楊雅汶 (1W) 自行報名
U337 優良 謝華焱 (1W) 自行報名

U331 優良 莊昕澄 (1F) 自行報名
U337 優良 范誠哲 (1F) 白宜加

U332 優良 陳智妍 (2W) 自行報名
U337 優良 季釗弘 (2W) 自行報名

U331 優良 狄煕瑩 (2L) 吳靜雯

U331 優良 石安縈 (2L) 吳靜雯

U331 優良 鄒鎵淇 (2L) 吳靜雯

U331 優良 楊汶霏 (2F) 自行報名

U331 優良 陳心妍 (2F) 自行報名

U330 優良 蔡宜蒑 (3W) 自行報名

U336 優良 郭梓鋒 (3W) 自行報名

U330 優良 黃樂晴 (3L) 自行報名

U336 優良 梁靖熹 (3L) 自行報名

U330 優良 范若藍 (3H) 陳曉婷

U336 優良 陳昭煒 (3H) 自行報名

U330 優良 吳沛炫 (3F) 自行報名

U330 優良 林卓媛 (3F) 自行報名

U336 優良 粘柏霖 (3F) 張惠敏

U330 優良 許雅晴 (4W) 自行報名

U330 優良 余嘉頤 (4L) 自行報名

U329 優良 陳嘉言 (5W) 自行報名

U335 優良 何旻峻 (5L) 自行報名

U329 優良 莊昕琪 (5H) 白宜加

U329 優良 吳沛霖 (5H) 白宜加

U329 優良 顧璇 (5H) 自行報名

U329 優良 李卓凝 (5F) 自行報名

U335 優良 梁立翹 (5F) 自行報名

U329 優良 蔡雨璟 (6D) 袁小環

U329 優良 馮偲俙 (6H) 鍾鏗梨

U329 優良 魏安雅 (6H) 鍾鏗梨

U335 優良 莊銘希 (6W) 陳鳳文

U335 優良 黃紹凱 (6H) 鍾鏗梨

U337 良好 湯瑞庭 (1L) 自行報名
U337 良好 李宗羲 (1L) 自行報名

U331 良好 鄺泇予 (1F) 自行報名
U337 良好 李翊揚 (1F) 自行報名

U331 良好 嚴思齊 (2L) 吳靜雯

U330 良好 葉璐嘉 (3L) 自行報名

U330 良好 張芯瑜 (3H) 自行報名

U330 良好 黃梓喬 (3F) 自行報名

U336 良好 李睿鎧 (4F) 自行報名

U329 良好 黃聖雅 (5F) 自行報名

U329 良好 楊琬晴 (6D) 袁小環

U335 良好 曾梓謙 (6D) 袁小環

U329 良好 鄭瑾瑤 (6H) 自行報名

35 17/2/20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431 亞軍 朱樂潼 (2L) 吳靜雯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36 亞軍 勞明澤 (4F) 自行報名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U436 季軍 范宸燁 (3L) 自行報名

U436 季軍 肖懌辰 (4F) 自行報名

U431 優良 薛倩兒 (2W) 自行報名

U431 優良 龔倬萳 (2W) 自行報名

U437 優良 蔡廷鈺 (2L) 吳靜雯

U431 優良 趙苒淇 (2H) 關慧嫻

U431 優良 王語欣 (2F) 自行報名

U431 優良 湛思晴 (2F) 陳鳳文

U437 優良 梁文 (2F) 自行報名

U436 優良 周子朗 (3L) 自行報名

U430 優良 梁文珊 (3F) 自行報名

U430 優良 黃鎂霖 (4W) 關慧嫻

U436 優良 曾梓熙 (4L) 吳靜雯

U436 優良 王浚熹 (4L) 自行報名

U430 優良 孫子喬 (4H) 鍾鏗梨

U430 優良 陳煦恩 (4H) 鍾鏗梨

U430 優良 施子晴 (4H) 鍾鏗梨

U430 優良 林靖恩 (4H) 鍾鏗梨

U430 優良 曾煥雅 (4H) 鍾鏗梨

U436 優良 徐恩樂 (4H) 鍾鏗梨

U436 優良 馮樂軒 (4F) 謝翠珊

U429 優良 馬芯怡 (5L) 自行報名

U429 優良 范詩琪 (5H) 白宜加

U429 優良 鍾雅羽 (5F) 自行報名

U435 優良 羅帷中 (6H) 梁玉茵

U431 良好 黃子怡 (1W) 自行報名

U437 良好 穆澔辰 (2D) 自行報名

U436 良好 曾梓駿 (4L) 吳靜雯

U435 良好 唐裕 (5H) 自行報名

36 17/2/20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60 季軍 羅曉心 (4D) 自行報名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N460 優良 霍梓軒 (1W) 吳惠蓮
經文朗誦 - 粵語 N460 優良 文寶頤 (2H) 梁素娟

N460 優良 金正昊 (4H) 自行報名

N460 優良 文寶瑩 (4F) 梁素娟
N460 優良 簡善妤 (4F) 張惠敏
N460 優良 梁恩澄 (4F) 自行報名

N460 優良 郭穎翹 (5H) 吳汝慧
N460 優良 蔡明生 (5F) 自行報名

N460 良好 陳心悦 (1W) 吳惠蓮
N460 良好 湛思晴 (2F) 自行報名

N460 良好 余嘉頤 (4L) 自行報名

N460 良好 陳政熙 (5H) 自行報名

N460 良好 鄭瑾瑤 (6H) 自行報名

N460 良好 鄭琂珞 (6H) 自行報名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37 17/2/2022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51 冠軍 李駿杰 (2H) 自行報名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24 冠軍 朱芊喬 (3W) 陳正元
詩詞獨誦 - 英語 U169 冠軍 羅帷中 (6H) 葉翠芬

U21 亞軍 李梓瑜 (2H) 黎慧芳

U28 亞軍 文寶瑩 (4F) 潘慧宜

U21 季軍 吳旻恩 (2L) 吳靜雯

U52 季軍 陳昶睿 (2L) 自行報名

U53 季軍 巢躍曦 (3W) 自行報名

U23 季軍 范若藍 (3H) 梁芷欣

U26 季軍 許愷娳 (4D) 張詠瑤

E26 季軍 李淑霏 (4H) 馬嘉駿

U28 季軍 孫子喬 (4H) 馬嘉駿

U21 優良 張凱程 (1D)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姜昭行 (1D)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謝華焱 (1W) 自行報名

U51 優良 彭祉樂 (1L) 自行報名

U51 優良 王樂仁 (1L) 自行報名

U51 優良 李穎軒 (1L)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洪礎頤 (1L)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吳采霖 (1H)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李卓聲 (1H)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何梓駿 (1H)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馮曉恩 (1F)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黎倚妮 (1F)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鄺泇予 (1F)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范誠哲 (1F)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孔祥安 (1F)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吳善喬 (2D) 自行報名

U21 優良 劉芯穎 (2D) 自行報名

U22 優良 鍾卓琳 (2D) 自行報名

U51 優良 張珈源 (2D)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龔倬萳 (2W) 自行報名

U21 優良 吳卓悠 (2W) 自行報名

U21 優良 李梓澄 (2W)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鄧朗俊 (2W)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李俊賢 (2W)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石安縈 (2L) 自行報名

U51 優良 陳鎧泰 (2L)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李駿旭 (2L)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李子進 (2L)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文寶頤 (2H) 自行報名

U20 優良 呂砡瑩 (2H) 自行報名

U21 優良 黃思遠 (2H) 自行報名

U21 優良 李珞 (2H) 黎慧芳

U21 優良 趙苒淇 (2H) 黎慧芳

U52 優良 甄衍泓 (2H) 黎慧芳

U52 優良 蔡宗希 (2H) 黎慧芳

U20 優良 楊汶霏 (2F) 自行報名

U21 優良 陳心妍 (2F) 自行報名

U22 優良 湛思晴 (2F) 自行報名

U22 優良 王語欣 (2F) 自行報名

U52 優良 梁文 (2F) 自行報名

U23 優良 楊允瞻 (3W) 自行報名

U23 優良 鄭彥彤 (3W) 自行報名

U24 優良 李曉彤 (3W) 陳正元

U25 優良 雷巧喆 (3W) 鄔詠妍

U25 優良 勞雋童 (3W) 自行報名

U23 優良 王穎心 (3L) 陳愷瑩

U23 優良 黃樂晴 (3L) 蕭淑瑤

U23 優良 曾子桐 (3L) 自行報名

U23 優良 勞雋蔚 (3L) 自行報名

U23 優良 陳莉恩 (3L) 自行報名

U53 優良 梁靖熹 (3L) 自行報名

U53 優良 周子朗 (3L) 自行報名

U53 優良 何灝 (3L) 鄔詠妍

U23 優良 張芯瑜 (3H) 梁芷欣

U25 優良 陳彥彤 (3H) 鄔詠妍

U25 優良 馮子榆 (3H) 鄔詠妍

E53 優良 鍾景羽 (3H) 自行報名

U25 優良 徐栢悠 (3F) 自行報名

U23 優良 陳妤喬 (3F) 陳愷瑩

U53 優良 鄭梓諾 (3F) 鄔詠妍

U26 優良 陳泳希 (4D) 張詠瑤

U27 優良 何羲堯 (4D) 蕭淑瑤

U27 優良 馮子珊 (4L) 吳靜雯

U28 優良 余嘉頤 (4L) 吳靜雯

U55 優良 王浚熹 (4L) 自行報名

U27 優良 施子晴 (4H) 李立美

U27 優良 吳彥葶 (4H) 李立美

U27 優良 林靖恩 (4H) 李立美

U28 優良 陳煦恩 (4H) 馬嘉駿

U55 優良 朱朗賢 (4H) 自行報名

U55 優良 金正昊 (4H) 馬嘉駿

U26 優良 黎菀翹 (4F) 自行報名

U27 優良 陳鎧彤 (4F) 蕭淑瑤

U27 優良 曹芷嫣 (4F) 蕭淑瑤

U27 優良 梁惠淇 (4F) 潘慧宜

U28 優良 袁曉澄 (4F) 李立美

U55 優良 肖懌辰 (4F) 自行報名

U29 優良 李泳嵐 (5W) 自行報名

U29 優良 陳嘉言 (5W) 自行報名

U31 優良 方梓晴 (5W) 自行報名

U58 優良 葉昊璁 (5W) 自行報名

U58 優良 雷宏博 (5W) 鄔詠妍

U31 優良 何梓賏 (5L) 自行報名

U29 優良 吳沛霖 (5H) 馬嘉駿

U29 優良 莊昕琪 (5H) 馬嘉駿

U29 優良 顧璇 (5H) 自行報名

U30 優良 郭心月 (5H) 自行報名

U57 優良 唐裕 (5H) 自行報名

U58 優良 黃澤錤 (5H) 自行報名

U58 優良 陳政熙 (5H) 自行報名

U29 優良 李卓凝 (5F) 潘慧宜

U31 優良 黃鈺婷 (5F) 潘慧宜

U31 優良 鍾雅羽 (5F) 潘慧宜

U58 優良 戴皓琛 (5F) 潘慧宜

U58 優良 黃熙之 (5F) 潘慧宜

U34 優良 魏安雅 (6H) 陳愷瑩

U34 優良 鍾永瑩 (6H) 自行報名

U59 優良 林佑澄 (6H) 葉翠芬

U59 優良 陳煦臨 (6H) 葉翠芬

U59 優良 鄭琂珞 (6H) 自行報名

U59 優良 袁曉諾 (6H) 李立美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U169 優良 姚梓渝 (6H) 葉翠芬

U59 優良 馮昊霖 (6F) 自行報名

U52 良好 朱朗希 (1L) 自行報名

U27 良好 梁恩澄 (4F) 自行報名

U55 良好 陳駿霆 (4F) 自行報名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38 12/4/2022 教育局 傑出演員獎 郭穎翹 (5H) 羅帷中 (6H) 全體英文科主任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1-22 傑出影音效果獎 何羲堯 (4D) 司徒卓妍 (4H)

張柏熙 (4H) 金正昊 (4H)

子琦 (4F) 曹芷嫣 (4F)

陳鎧彤 (4F) 顏曉彤 (5H)

吳沛霖 (5H) 曾姵霖 (5H)

麥雋弘 (5H) 甘衍量 (5H)

梁子樂 (5H) 譚安堯 (5H)

郭穎翹 (5H) 羅安翹 (6H)

羅帷中 (6H) 魏安雅 (6H)

祖兒 (6F)

傑出合作獎 何羲堯 (4D) 司徒卓妍 (4H)

張柏熙 (4H) 金正昊 (4H)

子琦 (4F) 曹芷嫣 (4F)

陳鎧彤 (4F) 顏曉彤 (5H)

吳沛霖 (5H) 曾姵霖 (5H)

麥雋弘 (5H) 甘衍量 (5H)

梁子樂 (5H) 譚安堯 (5H)

郭穎翹 (5H) 羅安翹 (6H)

羅帷中 (6H) 魏安雅 (6H)

祖兒 (6F)

評判推介演出獎 何羲堯 (4D) 司徒卓妍 (4H)

張柏熙 (4H) 金正昊 (4H)

子琦 (4F) 曹芷嫣 (4F)

陳鎧彤 (4F) 顏曉彤 (5H)

吳沛霖 (5H) 曾姵霖 (5H)

麥雋弘 (5H) 甘衍量 (5H)

梁子樂 (5H) 譚安堯 (5H)

郭穎翹 (5H) 羅安翹 (6H)

羅帷中 (6H) 魏安雅 (6H)

祖兒 (6F)

39 23/4/2022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陳立新 (3F) 梁志聰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2 (晉級賽) 一等獎 甘衍量 (5H) 黃怡霖
一等獎 陳煦臨 (6H)
二等獎 馮子畯 (1D)
二等獎 鄭文熙 (1W)
二等獎 湛川 (2D)
二等獎 陳昶睿 (2L)
二等獎 植竣彥 (3F)
二等獎 周沛賢 (4H)
二等獎 鄭永泰 (4H)
二等獎 羅信隆 (4H)
二等獎 黃文姸 (4H)
二等獎 施子晴 (4H)
二等獎 梁大毅 (5H)
二等獎 麥竣庭 (5H)
二等獎 羅帷中 (6H)
三等獎 柯湛鏘 (1W)
三等獎 韋德正 (1W)
三等獎  冼蔚喬 (1W)
三等獎 胡晉僖 (1H)
三等獎 李卓聲 (1H)
三等獎 吳善喬 (2D)
三等獎 羅鎧澄 (2D)
三等獎 謝浿銣 (2H)
三等獎 何峻澧 (2F)
三等獎 湛思晴 (2F)
三等獎 郭梓鋒 (3W)
三等獎 周澔垚 (3W)
三等獎 馮子榆 (3H)
三等獎 馮正翹 (3H)
三等獎 鄭智傑 (3H)
三等獎 葉泳鋒 (3F)
三等獎 林植曦 (5D)
三等獎 顧璇 (5H)
三等獎 麥竣僑 (5H)

40 30/4/2022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張惠敏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良好獎 張珈源 (2D) 吳靜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良好獎 朱樂潼 (2L)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2
優異星獎 周子澄 (4L)

41 1/5/2022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三等獎 魏安雅 (6H) 葉翠芬

第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異 張承源 (6H)
優異 郭溢鐿 (6H)

42 9/5/2022 MathConcept Education 亞軍 陳煦臨 (6H) 梁志聰

Math 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2 金獎 陳立新 (3F) 黃怡霖
金獎 鄭永泰 (4H)
金獎 甘衍量 (5H)
金獎 張承源 (6H)
銀獎 鄭文熙 (1W)
銀獎 周焌澔 (1W)
銀獎 湛川 (2D)
銀獎 鄭智傑 (3H)
銀獎 施子晴 (4H)
銀獎 麥程朗 (5F)
銀獎 羅帷中 (6H)
銅獎 馮子畯 (1D)
銅獎 羅鎧澄 (2D)
銅獎 鄧朗俊 (2W)
銅獎 周澔垚 (3W)
銅獎 曹雋彥 (4H)
銅獎 譚安堯 (5H)

九龍中小組

九龍初小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43 22/5/2022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甘衍量 (5H) 梁志聰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2022) 金獎 陳煦臨 (6H) 黃怡霖
銀獎 湛川 (2D)
銀獎 陳立新 (3F)
銀獎 鄭智傑 (3H)
銀獎 羅帷中 (6H)
銅獎 羅鎧澄 (2D)
銅獎 陳昶睿 (2L)
銅獎 梁文 (2F)
銅獎 何峻澧 (2F)
銅獎 湛思晴 (2F)
銅獎 郭梓鋒 (3W)
銅獎 馮正翹 (3H)
銅獎 植竣彥 (3F)
銅獎 鄭永泰 (4H)
銅獎 曾煥雅 (4H)
銅獎 梁大毅 (5H)
銅獎 陳諾霖 (5F)
銅獎 余曦敏 (6H)

44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 銀獎 黃澤錤 (5H) 胡凱恩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10歲或以下

45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2 銀獎 蕭子博 (1D) 黃愛嫦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02 銀獎 洪礎頣 (1L) 陳怡娟

鋼琴獨奏一級 U100 銀獎 李卓聲 (1H) 宋瑋玲

U100 銀獎 吳采霖 (1H) 宋瑋玲

U101 銀獎 潘靖琳 (2D) 黃怡霖

U101 銀獎 謝廷謙 (2W) 吳錦清

U100 銀獎 冼紀澄 (3W) 黃怡霖

U100 銀獎 陳嘉朗 (4D) 鄺穎瑜

U101 銅獎 蔡浚文 (1D) 黃愛嫦

U101 銅獎 徐晞悦 (1L) 陳怡娟

U100 銅獎 鄧凱允 (1H) 宋瑋玲

U100 銅獎 馮顯博 (2D) 黃怡霖

U100 銅獎 吳璟佑 (2H) 黎慧芳

U102 銅獎 黃樂晴 (3L) 蕭淑瑤

46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6 亞軍 許黃錸 (2D) 黃怡霖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06 季軍 胡均 (3H) 梁芷欣

鋼琴獨奏二級 U104 季軍 謝俊諾 (3H) 梁芷欣

U106 銀獎 李梓澄 (2W) 吳錦清

U105 銀獎 王啓悠 (2L) 陳嘉妍

U104 銀獎 雷巧喆 (3W) 黃怡霖

U104 銀獎 黃可蕎 (3H) 梁芷欣

U104 銀獎 鄭伊桐 (4L) 徐冠生

U106 銀獎 翁錦熙 (4H) 馬嘉駿

U104 銅獎 梁文 (2F) 黎芷晴

U106 銅獎 楊汶霏 (2F) 黎芷晴

U106 銅獎 雷宏博 (5W) 宋瑋玲

47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9 冠軍 湛川 (2D) 黃怡霖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0 季軍 陳心妍 (2F) 黎芷晴

鋼琴獨奏三級 U109 銀獎 何瑋軒 (2W) 吳錦清

U108 銀獎 王穎心 (3L) 蕭淑瑤

U110 銀獎 許黃煊 (4H) 馬嘉駿

U108 銀獎 陳恩童 (5L) 蘇淑賢

U110 銅獎 張志學 (3L) 蕭淑瑤

U108 銅獎 勞悦晴 (3F) 宋瑋玲

U109 銅獎 羅曉心 (4D) 鄺穎瑜

U108 銅獎 施子晴 (4H) 馬嘉駿

48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3 銀獎 黃文姸 (4H) 馬嘉駿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3 銀獎 陳煦恩 (4H) 馬嘉駿

鋼琴獨奏四級 U113 銀獎 文寶瑩 (4F) 陳怡娟

U113 銀獎 莊昕琪 (5H) 鄺穎瑜

U113 銀獎 梁斯詠 (5F) 陳怡娟

U113 銅獎 蘇俙澄 (4F) 陳怡娟

49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6 銀獎 穆澔辰 (2D) 黃怡霖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7 銀獎 杜鈞喬 (4L) 徐冠生

鋼琴獨奏五級 U118 銀獎 徐恩樂 (4H) 馬嘉駿

U116 銀獎 古本正 (6H) 李立美

U116 銀獎 陳煦臨 (6H) 胡凱恩

50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21 銀獎 柯湛棋 (4F) 陳怡娟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22 銀獎 楊驖嵐 (6F) 李立美

鋼琴獨奏六級

51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29 銅獎 張承源 (6H) 胡凱恩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八級

52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144 銅獎 施子晴 (4H) 馬嘉駿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 初級組

53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0 銀獎 文寶頤 (2H) 黎慧芳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210 銅獎 鄭巧瑤 (3F) 宋瑋玲

小提琴獨奏一級

54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1 銅獎 陳智妍 (2W) 吳錦清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二級

55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2 亞軍 古本正 (6H) 李立美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三級

56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52 季軍 姚梓渝 (6H) 李立美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結他獨奏 - 初級組

57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333 銅獎 陳泳希 (4D) 蕭淑瑤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333 銅獎 羅曉心 (4D) 蕭淑瑤

高音直笛獨奏-小學-10歲或以下 U333 銅獎 羅嘉進 (4D) 蕭淑瑤

U333 銅獎 梁雨晴 (4D) 蕭淑瑤

58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413 銀獎 羅帷中 (6H) 宋瑋玲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長笛獨奏-小學-高級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59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503 銀獎 陳煦恩 (4H) 馬嘉駿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503 銀獎 黃天晴 (4H) 馬嘉駿

箏獨奏 - 初級組

60 24/5/2022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872 銅獎 姚梓渝 (6H) 李立美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作曲

61 1/6/2022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菁英銅獎 張承源 (6H) 馬嘉駿

教育局 - 課程發展署資優教育組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21-2022

62 1/6/2022 香港國際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結他公開組 亞軍 姚梓渝 (6H) 胡凱恩

Guitar Concept 長笛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羅帷中 (6H)

Kolo Winds 音樂教育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Harp Centre

Altamira Guitartas

Violin Brothers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2022

63 3/6/2022 飛達田徑會 陳鵬信

Panasonic 飛達春季田徑錦標賽 2022 60米 冠軍 黃芊霖 (1F) 王松杰

立定跳遠 冠軍 蘇穎欣 (1L)

60米障礙賽 亞軍 黃芊霖 (1F)

200米 冠軍 鄧朗俊 (2W)

跳遠 季軍 何峻澧 (2F)

100米 第5名 鄧朗俊 (2W)

擲疊球 第8名 鄧朗俊 (2W)

60米 第4名 陳晴 (3F)

100米 第5名 陳晴 (3F)

400米 冠軍 黃韋麒 (3F)

60米 第4名 黃韋麒 (3F)

跳遠 第5名 黃韋麒 (3F)

400米 亞軍 洪日朗 (3W)

擲疊球 第5名 柯湛鏗 (4L)

64 6/6/2022 教育局 優異獎 易朗欣 (6H) 鍾鏗梨

2022 國家安全標語創作及海報設計比賽

65 8/6/2022 張祝珊英文中學 季軍 甘衍量 (5H) 郭心月 (5H) 鄺穎瑜

小學校際辯論比賽 梁珀瑋 (5H) 譚安堯 (5H)

曾姵霖 (5H)

最佳辯論員 曾姵霖 (5H)

66 15/6/2022 印西音樂協會 胡凱恩

日本印西國際音樂比賽 銅獎 何梓賏 (5L)

67 15/6/202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周君瑜

越多Fun閱讀報告比賽及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陳晉禧 (1L)
季軍 馮梓軒 (1W)

優異獎 陳智妍 (2W)
優異獎 何瑋軒 (2W)
優異獎 林穎勤 (3H)
優異獎 陳立新 (3F)

優異獎 鄭可兒 (6D)
優異獎 黃泯茼 (6W)
良好獎 陳泳希 (4D)

亞軍 陳一諾 (6H)
優異獎 金正昊 (4H)
優異獎 顏曉彤 (5H)
優異獎 許愷恩 (6H)
優異獎 林詩宸 (6H)

優異獎 李芷卉 (6F)
良好獎 勞明澤 (4F)

68 20/6/2022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梁志聰

西貢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冠軍 黃卓筠 (5D) 顧璇 (5H)

譚安堯 (5H) 郭心月 (5H)

黃子晴 (5F)

傑出運動員 黃卓筠 (5D)

傑出運動員 顧璇 (5H)

冠軍 袁偉民 (4H) 龐穎謙 (4F)

梁亦熙 (5L) 馮卓彥 (5F)

黃敬峰 (6W)

傑出運動員 梁亦熙 (5L)

傑出運動員 黃敬峰 (6W)

69 20/6/2022 小皇冠童書館 袁小環

小麥文化 季軍 魏安雅 (6H)

香港教育城

「感謝有你」全港小學生中文寫作比賽2022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70 21/6/2022  Member of World Online Music Competitions Federation 優秀技術獎 何梓賏 (5L) 胡凱恩

Member of World Musicians League Competition Union

True Art TV & Music Competition Artist Project Partner

世界國際音樂大獎賽 冠軍 何梓賏 (5L)

71 25/6/2022 愛鄰舍服務協會 季軍 黃芊穎 (2L) 蔡凱喬 (2F) 韓文德

愛鄰舍服務協會 2022室外三人籃球賽

初級組

男子2014年組

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青少年藝術家組

女子2013年組

男子2013年組

女子2015年組

女子團體

高小組別

男子團體

英文閱讀報告比賽

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男子2012年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72 26/6/2022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楊惠珍

2022年全港青少年標準舞拉丁舞大賽 單人牛仔組 第四名 吳柏瑤 (4W)

單人倫巴組 第四名 吳柏瑤 (4W)

單人探戈組 第五名 吳柏瑤 (4W)

單人喳喳喳組 冠軍 吳柏瑤 (4W)

單人倫巴組 冠軍 吳柏瑤 (4W)

單項探戈 冠軍 何梓賏 (5L)

單人華爾滋 亞軍 何梓賏 (5L)

雙項標準舞 季軍 何梓賏 (5L)

三項 第四名 何梓賏 (5L)

五項 第四名 何梓賏 (5L)

73 30/6/2022 香港都會大學 妙筆生花獎 魏安雅 (6H) 香錦輝

廣播劇X古代傑出人物選舉

74 30/6/2022 天主教嗚遠中學 銅獎 魏安雅 (6H) 袁小環

慶回歸二十五周年徵文比賽

75 1/7/2022 香港劍擊總會 袁曉諾 (6H) 何宇珩

九龍城區體育會 花劍 冠軍

全港小學劍擊錦標賽

76 16/7/2022 善導之母堂區 冠軍 陳雪凝 (4F) 袁曉澄 (4F) 韓文德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羅安愉 (5D) 李星榣 (5L)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黃栩晴 (5L) 張凱淇 (5H)

主教盃籃球賽 范詩琪 (5H) 郭穎翹 (5H)

吳沛霖 (5H) 莊昕琪 (5H)

徐子欣 (5F) 容靖堯 (6D)

羅諾瑤 (6L) 葉希柔 (6L)

許愷恩 (6H) 羅安翹 (6H)

林詩宸 (6H) 張穎嵐 (6F)

77 17/7/2022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 吳惠蓮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50米蛙泳 亞軍 邱天行 (1F) 梁玉茵

屬會新秀游泳比賽2022

50米蛙泳 冠軍 陳栢熙 (3F)

100米蛙泳 亞軍 陳栢熙 (3F)

10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5H)

100米自由泳 亞軍 周奕淳 (5H)

50米自由泳 亞軍 周奕淳 (5H)

78 17/7/2022 新星田徑會 陳鵬信

新星夏日兒童田徑錦標賽 2022 100米 冠軍 黃韋麒 (3F) 王松杰

60米 冠軍 黃韋麒 (3F)

100米 亞軍 洪日朗 (3W)

60米 亞軍 洪日朗 (3W)

100米 殿軍 張希揚 (5F)

60米 第五名 張希揚 (5F)

79 17/7/2022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劉明慧

第十三屆「勇闖新天地」國際繪畫比賽 優異獎 鄧釨雨 (1D)

80 23/7/2022 將軍澳香島中學 梁志聰

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2022 亞軍 黃卓筠 (5D) 梁亦熙 (5L)

顧璇 (5H) 黃敬峰(6W)

亞軍 黃卓筠 (5D)

81 24/7/2022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亞軍 鄧釨雨 (1D) 黃愛嫦

香港學界音樂大獎賽

82 25/7/2022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鍾鏗梨

教育局 優異獎 林佑澄 (6H)

環境保護署

北區民政事務處

新界校長會

北區小學校長會

北區中學校長會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2021「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比賽系列2021

83 26/7/2022 元朗大會堂 胡凱恩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金奬 季軍 穆澔辰 (2D)

84 28/7/2022 Charity Chamber Music 胡凱恩
Whole Mind English Academy 冠軍 何梓賏 (5L)
維多利亞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冠軍 何梓賏 (5L)

才藝獎 何梓賏 (5L)

85 1/8/2022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梁素娟

第58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三人舞 甲級獎 麥倩僮 (2W) 李穎妍 (3W) 劉明慧

林卓媛 (3F)

編舞獎 梁素娟老師

86 1/8/2022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楊惠珍
第58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查查查 甲級獎 李淑霏 (4H) 李卓凝 (5F)

體育舞蹈-查查查 甲級獎 吳沛霖 (5H) 陳日曦 (6H)

體育舞蹈-查查查 優等獎 陳澤峰 (5L) 何梓賏 (5L)

87 1/8/2022 教育局課程發展藝術教育組 胡凱恩
「譜出聲藝」音樂比賽 優異奬 許愷娳 (4D) 許愷恩 (6H)

7歲男子組

小學組

小學組

男子甲組

女子單打

青少年初級組

青少年高級單項

9歲男子組

11歲男子組

男子2011年組

青少年高級組

青少年拉丁

小學組

幼童組

男子2013年組

團體

豎琴 (五至六年級組)

豎琴 (八級組)

小學組

兒童組



編號 日期 項目 負責老師成績 學生姓名

88 21/8/2022 飛達田徑會 陳鵬信

飛達田徑會飛達夏季田徑測試賽 2022 - 第二站 60米 亞軍 鄧朗俊 (2W) 王松杰

100米 亞軍 鄧朗俊 (2W)

60米 季軍 郭穎翹 (5H)

100米 亞軍 郭穎翹 (5H)

100米 殿軍 張希揚 (5F)

手握力 殿軍 張希揚 (5F)

89 22/8/2022 香港足球總會 王松杰

香港賽馬會 殿軍 胡墨苒 (3W) 林穎勤 (4W)

2022香港賽馬會五人足球挑戰盃 陳晴 (4H) 許穎詩 (4H)

關力源 (4F) 曾煥雅 (5D)

陳恩童 (6F) 伍睿妮 (6F)

90 23/8/2022 皇仁書院 銅獎 甘衍量 (5H) 譚安堯 (5H) 張詠瑤

第六屆小小發明家資優創意計劃 羅帷中 (6H) 姚梓渝 (6H) 蘇淑賢

魏安雅 (6H)

91 28/8/2022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陳鵬信

Ever Learning & Solutions Ltd 總季軍 曾梓謙 (6D) 羅帷中 (6H) 張力行

第一屆 Minecraft Education Edition 運算思維 x 電子競技大賽 馮昊霖 (6F) 孫城軒 (6F)

楊驖嵐 (6F)

戰術大獎 曾梓謙 (6D) 羅帷中 (6H)

馮昊霖 (6F) 孫城軒 (6F)

楊驖嵐 (6F)

創意大獎 曾梓謙 (6D) 羅帷中 (6H)

馮昊霖 (6F) 孫城軒 (6F)

楊驖嵐 (6F)

總冠軍 曾梓謙 (6D) 羅帷中 (6H)

馮昊霖 (6F) 孫城軒 (6F)

楊驖嵐 (6F)

創意大獎 曾梓謙 (6D) 羅帷中 (6H)

馮昊霖 (6F) 孫城軒 (6F)

楊驖嵐 (6F)

92 31/8/2022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梁素娟

第58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 優等獎 倪芷琳 (2D) 麥倩僮 (2W) 劉明慧

周子悠 (2H) 馮鄒琪 (3D)

林桸潼 (3D) 蔡宜蒑 (3W)

李穎妍 (3W) 林明慧 (3W)

勞雋蔚 (3L) 温勺穎 (4W)

李佳雯 (4L) 黃天晴 (4H)

黃卓筠 (5D) 李欣怡 (5W)

方苡洛 (5F) 黃子晴 (5F)

李梓楣 (5F) 林晞瑜 (6L)

馮偲琋 (6H)

93 31/8/2022 梁棠藝術學會 優異獎 呂敏蕙 (6H) 鍾鏗梨

第三屆2022梁棠杯全港中小學寫生比賽

94 3/9/2022 GLAM Basketball 季軍 陳雪凝 (4F) 吳紫晴 (5D) 韓文德

GBPL小學籃球聯賽 羅安愉 (5D) 李星榣 (5L)

黃栩晴 (5L) 張凱淇 (5H)

范詩琪 (5H) 吳沛霖 (5H)

容靖堯 (6D) 羅諾瑤 (6L)

許愷恩 (6H) 羅安翹 (6H)

張穎嵐 (6F)

全港賽

九龍及港島區分站

女子U13組

小學組中國舞群舞

男子2010年組

男子2014年組

女子2011年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