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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 

課外活動輝煌榜 
 

 

香港海洋語言藝術推廣中心高小粵語朗誦新詩組金獎 林梓晴(6D)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説故事金星獎 蘇婧妍(5E)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説故事銀星獎 范靜宇(6E) 

高級青少年夏季冰球聯賽冠軍及最佳守門員 鄭鈞丞(5E) 

 

 

仲夏資優創意徵文比賽（疫情篇）星中之星 陳栢琛(6D) 

仲夏資優創意徵文比賽（疫情篇）銀獎 范皓堯(6D) 

仲夏資優創意徵文比賽（疫情篇）銅獎 羅家浩(6D) 

第十二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高小粵語講故事組冠軍 范靜宇(6E) 

第十二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高小粵語新詩組季軍 范靜宇(6E) 

第十二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高小普通話新詩組季軍 范靜宇(6E) 

第十二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最高榮譽大獎 范靜宇(6E)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優異奬 羅家浩(6D) 

 

 

 

 

 

 

 

 

 

 

尊重包容負責關愛標語創作大賽 2020初小優異獎 曹愷瑤(2C) 

尊重包容負責關愛標語創作大賽 2020高小優異獎 梁杰舜(5E) 

 

 

 

 

 

 

 

 

 

 

 

 

將軍澳少年警訊聖誕卡比賽 

聖誕卡比賽(冠軍)  4C王建嵐    

聖誕卡比賽(亞軍) 1B陳芊霖 6E李穎琳   

聖誕卡比賽(優異獎) 1D王瀚銘 1C麥茵淇 1E黃寶怡 2A 蘇敏瑜 

 4B歐子森 4D黃紫盈 4B區曉嵐 5B 歐子齊 

 5D鄭凱譽 5D林鈞濤 5D駱穎霖 5E 姚錦涵 

 6D 林梓晴    

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快樂學校」 

1.我是快樂孩子獎  1B陳芊霖 1B錢思凝 5E梁睿哲 

2.《快樂日記》嘉許狀 5E梁杰舜 6D羅家浩 1B錢思凝 



 2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P6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羅家浩(6D) 梁卓軒(6E) 曾天羽(6E) 麥晴朗(6E) 

P6英詩獨誦女子組亞軍 梁洛榣(6D)    

P6英詩獨誦女子組季軍 林梓晴(6D) 范皓堯(6D)   

P6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林子妍(6D) 趙芷澄(6E) 李愷晴(6E)  

P5英詩獨誦男子組季軍 李衍銳(5D)    

P5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吳朗昇(5C) 徐海恒(5D) 梁睿哲(5E) 詹正彥(5E) 

P5英詩獨誦女子組季軍 蘇婧妍(5E)    

P5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潘柏澄(5E)    

P4英詩獨誦男子組季軍 趙俊賢(4B) 周卓南(4C)   

P4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梁睿圖(4E) 孫衍朗(4E)   

P4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陸詩婷(4E) 劉幸琳(4E)   

P4英詩獨誦女子組良好獎 劉恩希(4E)    

P3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鄭  曦(3E)    

P3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陳詩婷(3E) 吳宛兒(3E) 蘇霈妍(3E)  

P2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馮傲博(2A) 陳梓軒(2A) 彭子悦(2C)  

P1英詩獨誦男子組優良獎 羅天約(1D) 鍾曉光(1E)   

P1英詩獨誦女子組優良獎 李梓琳(1B) 李穎芊(1E)   

小一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劉寶晴 1D 李穎芊 1E   

小二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常睎瞳 2D    

小二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潘凱慧 2E    

小三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吳宛兒 3E    

小三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蘇霈妍 3E    

小三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鄭皓軒 3B 吳樺禎 3C   

小四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周卓南 4C 劉幸琳 4E 孫衍朗 4E  

小四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陳逸騫 4B    

小四普通話散文獨誦優良獎 周卓南 4C    

小五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蘇婧妍 5E    

小五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獎 董鍩雯 5B    

小六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獎 范靜宇 6E    

小一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蘇雍堤 1B 鍾曉光 1E   

小一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 李梓琳 1B 李穎芊 1E 黃寶怡 1E  

小二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余心蕙 2E    

小二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 張靖林 2B    

小三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 薛鍩因 3D 吳宛兒 3E   

小三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 何倬瑩 3E    

小四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 張天樂 4B    

小四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 羅逸璇 4B    

小五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 何思霖 5D    

小五粵語説故事優良獎 蘇婧妍 5E    

小五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 林晞晴 5C    

小六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 林梓晴 6D 范靜宇 6E 吳日晴 6E  

小六粵語説故事優良獎 范靜宇 6E    

小六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 司徒驍騰 6D 李穎琳 6E 麥曉玲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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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 ROBOTICS COMPETITION EXCELLENCE AWARD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 2020 本地賽  

VEX 機械人技能賽卓越獎 

 

洪銘逸(6E) 

劉潤鑫(6E) 

賴杰彬(6E) 

VEX ROBOTICS COMPETITION DESIGN AWARD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 2020 本地賽  

VEX 機械人技能賽設計奬 

 

曾天羽(6E) 

劉家豐(6E) 

VEX ROBOTICS COMPETITION ROBOT SKILL MARIT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 2020 本地賽 

VEX 機械人技能賽優異獎 

洪銘逸(6E) 

劉潤鑫(6E) 

賴杰彬(6E) 

曾天羽(6E) 

劉家豐(6E) 

RoboDrawing機械人繪畫比賽高小組金獎 李永釗(6E) 

李穎琳(6E) 

楊樂晴(5D) 

何思霖(5D) 

RoboDrawing機械人繪畫比賽高小組銀獎 梁銘言(6A) 

徐海恒(5D) 

RoboDrawing機械人繪畫比賽高小組銅獎 張曉悦(6E) 

復活節禁毒環保袋設計比賽高小組冠軍 王建嵐(4C) 

復活節禁毒環保袋設計比賽高小組季軍 林鈞濤(5D) 

復活節禁毒環保袋設計比賽高小組優異奬 林芷彤(6C) 

李希朗(6E) 

姚錦涵(5E) 

李諾呈(5E) 

陳熙雅(4D) 

復活節禁毒環保袋設計比賽初小組季軍 黃雅琳(3E) 

麥茵淇(1C) 

復活節禁毒環保袋設計比賽初小組優異奬 吳樺禎(3C) 

薛鍩因(3D) 

王樂謙(2A) 

蔡滶𨦼(2B) 

林向晴(2C) 

常晞瞳(2D) 

岑芷琳(1B) 

童心。童想第二屆亞洲兒童繪畫大賽銅獎 吳宛兒(3E) 

童心。童想第二屆亞洲兒童繪畫大賽銅獎 周穎昕(3C) 

童心。童想第二屆亞洲兒童繪畫大賽銅獎 李永釗(6E) 

童心。童想第二屆亞洲兒童繪畫大賽銅獎 李穎琳(6E)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48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金奬 

江鑒峰(6D)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48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金奬 

羅家浩(6D)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48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金奬 

區智謙(6E)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48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金奬 

劉潤鑫(6E)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48
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金奬 

謝雅琳(6E)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48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金奬 

曾天羽(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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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銀獎 何旻蒨(3C) 

一級鋼琴獨奏銅獎 戚昊弘(3D) 

一級鋼琴獨奏銅獎 陳凱蕎(4B) 

單簧管獨奏小學組初級組銀獎 孫衍朗(4E) 

二級鋼琴獨奏銀獎 張娭僮(5D) 

四級鋼琴獨奏銀獎 詹正彥(5E) 

二級小提琴獨奏銅獎 蘇婧妍(5E) 

二級小提琴獨奏銀獎 施霆威(5E) 

三級鋼琴獨奏銀獎 劉錕佳(6C) 

六級小提琴獨奏銀獎 曾天羽(6E) 

深港澳資優邏輯比賽 2021金獎 范皓堯(6D) 

深港澳資優邏輯比賽 2021金獎 羅家浩(6D) 

 

 

2020-2021「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三等奬 陳栢琛(6D) 

2020-2021「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三等奬 羅家浩(6D) 

2020-2021「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三等奬 范皓堯(6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徐海恒(5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楊海濤(5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何思霖(5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方曉晴(5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李衍銳(5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吳文駿(5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焦皓朗(5E)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郭鍵峰(5E)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徐子然(5E)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江鑒峰(6D)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劉潤鑫(6E)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優異獎 曾天羽(6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一等獎 

范皓堯(6D)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一等獎 

羅家浩(6D)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一等獎 

施宇哲(6D)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一等獎 

司徒驍騰

(6D)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二等獎 

趙炫程(5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二等獎 

徐子然(5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二等獎 

曹善澄(5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二等獎 

施霆威(5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三等獎 

李諾呈(5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三等獎 

蘇煥然(5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三等獎 

梁杰舜(5E) 

QTN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Learning Fair)  郭鍵峰(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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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浮列車創作大挑戰比賽三等獎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優良獎 馮嘉琳(1B)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優良獎 余俊泓(1C)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良好奬 陳嘉慧(1E)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良好奬 蘇敏瑜(2A)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良好奬 孫潁桐(2A)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良好奬 鄭思睿(2B)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嘉許奬 陳幸姿(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