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男子青少年 HI 組 200 米背泳亞軍 李靖亨(6D)

2019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男子青少年 MH 組 100 米背泳亞軍 李靖亨(6D)

2019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男子青少年 MH 組 50 米胸泳季軍 李靖亨(6D)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FE 組 60 米季軍 梁凱彤(6D)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女子青少年 FE 組跳遠季軍 梁凱彤(6D)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9 男子青少年 ME 組壘球季軍 黃凱邦(6E)

元朗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 男子雙打 ML 組殿軍 黃凱邦(6E)

觀潮盃 2019 中國象棋比賽高小組銅獎 留子森(6D)

觀潮盃 2019 中國象棋比賽中小組嘉許狀 留子隆(3D)

兩岸四地慶祝國慶 70 周年跆拳道錦標賽亞軍及季軍 麥浚濤(2E)

「萬立型夏五人足球聯賽」聯賽優秀表現獎 陳澤宇(2A)

「萬立型夏五人足球聯賽」杯賽殿軍 陳澤宇(2A)

「2019年度 AC League 青少年新春賀歲盃」U8組別銅盃組冠軍 陳澤宇(2A)

「足智坊足球挑戰賽2019」U8組別銀盃賽亞軍 陳澤宇(2A)

「第二十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U8組別表現優異獎 陳澤宇(2A)

其他獎項

2019-2020 年度



其他獎項

小菁英水運會男子八歲組 25 米自由式分組冠軍 郭鍵鋒(3E)

小菁英水運會男子八歲組 50 米自由式分組季軍 郭鍵鋒(3E)

第九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冠軍 王蔚晴(4E)

第三屆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象棋比賽初小組優異獎 留子隆(2D)

香港跆拳道賢毅會2019套拳賽兒童色帶組「太極八章」亞軍 葉柏禮(3C)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分區交流比賽第三名 郭鍵峰(3E)

第二十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女子小學高級帶四年級速度賽冠軍 范靜宇(4E)

第二十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女子小學高級帶四年級套拳賽季軍 范靜宇(4E)

香港跆拳道錦標賽創武盃 2018 個人競技冠軍 麥浚濤(1B)

第九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8 普通話古詩冠軍 范靜宇(4E)

第九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8 普通話新詩優異獎 范靜宇(4E)

2018 香港游泳協會國慶游泳錦標賽50米蛙泳殿軍 李靖亨(5D)

2018 香港游泳協會國慶游泳錦標賽100米蛙泳季軍 李靖亨(5D)

2018 香港游泳協會國慶游泳錦標賽200米混合四式亞軍 李靖亨(5D)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18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傑出獎 李靖亨(5D)

愉園體育會超新星 2018 短池賽 25 米自由泳亞軍 李靖亨(5D)

愉園體育會超新星 2018 短池賽 25 米背泳季軍 李靖亨(5D)

愉園體育會超新星 2018 短池賽 25 米蛙泳季軍 李靖亨(5D)

2018 真武世紀跆拳道搏擊品勢邀請賽冠軍 麥浚濤(1B)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2018 品勢組亞軍 李心平(2A)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森巴舞/鬥牛舞第一名 黃嘉怡(4A)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五項全能第三名 黃嘉怡(4A)

常舞坊體育舞蹈公開賽查查查/倫巴舞/牛仔舞第四名 黃嘉怡(4A)

恩格斯兒童體育會第十屆香港兒童親子田徑錦標賽 2018 女子組 200 米亞軍 范靜宇(4E)

恩格斯兒童體育會第十屆香港兒童親子田徑錦標賽親子接力媽媽組亞軍 范靜宇(4E)

恩格斯兒童體育會第十屆香港兒童親子田徑錦標賽 2018 女子組 100 米殿軍 范靜宇(4E)

第五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中國畫(第六組)特等奬 江鑒峰(4E)

第十屆全港少年攝影比賽季軍 徐嘉巍(6D)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8 普通話新詩冠軍 范靜宇(4E)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8 普通話古詩冠軍 范靜宇(4E)

第十二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邀請賽品勢組季軍 李心平(2A)

第十二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邀請賽搏擊組季軍 郭鍵峰(3E)

第十二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邀請賽搏擊組亞軍 鍾曉悦(6E)

2018 福爾摩沙國際跆拳道比賽少童女子組三級組第三名 陳海晴(4B)

2018 福爾摩沙國際跆拳道比賽少童競技推廣色帶女子組 25KG 以下級第二名 鍾曉寧(5E)

2018 福爾摩沙國際跆拳道比賽少童女子組三級組優勝 鍾曉寧(5E)

2018 福爾摩沙國際跆拳道比賽少童競技推廣色帶女子組 25KG 以下級第一名 鍾曉悦(6E)

2018 福爾摩沙國際跆拳道比賽少童女子組六級組優勝 鍾曉悦(6E)

全港品勢暨速度競技比賽 2018 品勢冠軍 李仲朗(2D)

2018-2019 年度



其他獎項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2017-2018)個人賽決賽獎項及小五組優異獎(由六區個人賽決賽者中選出全港首20名學生) 劉懏漋(5D)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香港賽區)初賽小學五年級一等獎 劉懏漋(5D)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華南賽區)晉級賽小學五年級特等獎 劉懏漋(5D)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全國總決賽小學五年級一等獎 劉懏漋(5D)

2018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小學五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5D)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小學五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5D)

COMO Preliminary 2018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小學五年級組一等獎 劉懏漋(5D)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香港賽區)小學五年級組亞軍金獎 劉懏漋(5D)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亞洲總決賽2018(泰國曼谷)小學五年級冠軍、世界之星及金獎 劉懏漋(5D)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2017-2018)九龍東區(個人賽獎項)、小五組個人獎金獎及個人賽決賽者、小五組團體獎優異獎第十三名劉懏漋(5D)

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十分優異學生獎第一期冠軍 黃政翀(6E)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六年級)銀獎 黃政翀(6E)

2018《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小學六年級銅獎 黃政翀(6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18 Silver Award 黃政翀(6E)

「全港跳繩全能賽」2007年或以後女子組三十秒雙腳後繩交叉速度跳亞軍 鍾曉悅(5E)

第八屆京彤盃朗誦比賽暨第一屆小金話筒少兒語言才藝大賽香港賽區選拔賽小學P2兒歌組冠軍 郭梓鈴(2B)

2018香港青少年視藝大賽P5攝影藝術組冠軍 徐嘉巍(5D)

「數學8寶箱」網上學習計劃數學科全港傑出學生金獎 黃政翀(6E)

2018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總成績三等獎 黃政翀(6E)

2018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數學競賽二等獎 黃政翀(6E)

2018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計算競賽三等獎 黃政翀(6E)

2018年第十四屆亞洲杯奧數之星創新思維邀請賽初賽小學六年級組一等獎 黃政翀(6E)

2018復活節-填色/繪畫/書法/攝影比賽 少年組-中文書法(硬筆) 亞軍 楊樂恩(5D)

2018復活節-填色/繪畫/書法/攝影比賽 兒童組-中文書法(硬筆) 季軍 楊樂晴(2B)

明愛盃 2018 明愛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品勢組 季軍 李心平(1E)

明愛盃 2018 明愛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優勝狀 李心平(1E)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112 二級組Grade 2 銀獎 梁舫怡(2E)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小學六年級 二等獎 黃政翀(6E)

Eye Level Math Olympiad 2017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黃政翀(6E)

Mathematics Without Borders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2018 (Winter Round) (Hong Kong Region) 1st Place Winner 黃政翀(6E)

TVNews Award Scheme 2017-18 Phase 1 (Junior Level)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黃政翀(6E)

小紅熊節日童歡樂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8 兒童組 金獎 王蔚晴(3E)

明愛盃2018明愛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搏擊組 季軍 郭鍵峰(2E)

明愛盃2018明愛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優勝狀 郭鍵峰(2E)

16th Wata Open Intercontinent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 & International Clubs

Open Taekwondo Championship 2018 Infant 7-11 Years Old (Female) – 37KG 34-37KG Silver Medal
丁嘉晴(5B)

中國香港青少年冰球精英賽(廈門站) 12歲或以下組別亞軍 鄭鈞顥(6D)

中國香港青少年冰球精英賽(廈門站) 8歲或以下組別殿軍 鄭鈞丞(2B)

The 6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2018 Piano Exam Grade 2 Class Merit 梁舫怡(2E)

第十九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女子小學高級帶1-3年級組速度賽冠軍 范靜宇(3E)

第十九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女子小學高級帶1-3年級組套拳賽亞軍 范靜宇(3E)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2017(英粵普)優才盃P2-3組普通話新詩季軍 范靜宇(3E)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2017(英粵普)優才盃P2-3組普通話古詩季軍 范靜宇(3E)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2017(英粵普)優才盃P2-3組粵語新詩季軍 范靜宇(3E)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男女混合組 9-10 歲拉丁舞單項查查查校際公開賽(分組賽B組)第三名 黃嘉怡(3A)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男女混合組 9-10 歲拉丁舞單項倫巴舞校際公開賽(分組賽A組)第三名 黃嘉怡(3A)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男女混合組 9-10 歲拉丁舞雙項森鬥校際公開賽第五名 黃嘉怡(3A)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參與獎 黃嘉怡(3A)

第九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冠軍組手 雷濤銘(2C)

史丹福游泳學校 2018 年全港爭霸戰蛙式金牌 黎芷穎(5E)

史丹福游泳學校 2018 年全港爭霸戰自由式銀牌 黎芷穎(5E)

香港跆拳道賢毅會 2018 套拳賽 兒童高級色帶 G 組 季軍 葉柏禮(2D)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學六年級 二等獎 黃政翀(6E)

匯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8-9 歲單人組拉丁舞單項(牛仔舞) 第三名 黃嘉怡(3A)

匯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8-9 歲單人組拉丁舞單項(倫巴) 第四名 黃嘉怡(3A)

匯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8-9 歲單人組拉丁舞單項(查查) 第四名 黃嘉怡(3A)

匯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8-9 歲單人組拉丁舞雙項(森巴鬥牛) 第六名 黃嘉怡(3A)

匯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10-11 歲男女組拉丁舞單項(牛仔舞) 季軍 黃嘉怡(3A)

匯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10-11 歲男女組拉丁舞單項(倫巴) 第四名 黃嘉怡(3A)

匯聚體育舞蹈公開賽 10-11 歲男女組拉丁舞單項(查查) 第四名 黃嘉怡(3A)

2017-2018 年度



其他獎項

美國國家數學競賽(香港賽區) AMO2017 金獎 劉懏漋(5D)

中國香港青少年冰球精英賽(香港站) 12 歲或以下組別 冠軍 鄭鈞顥(6D)

2017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個人品勢組亞軍 陳海晴(3D)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7)男子9歲100米蛙泳 亞軍 李靖亨(4D)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7)男子9歲50米蛙泳 冠軍 李靖亨(4D)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7)男子9歲50米背泳 殿軍 李靖亨(4D)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7)男子9歲200米混合四式 季軍 李靖亨(4D)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游泳錦標賽男子8歲100米蛙泳 殿軍 李靖亨(4D)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游泳錦標賽男子8歲50米背泳 殿軍 李靖亨(4D)

史丹福2017全港爭霸戰(一月) 50米蛙泳 金獎 李靖亨(4D)

史丹福2017全港爭霸戰(四月) 50米蛙泳 銅獎 李靖亨(4D)

史丹福2017全港爭霸戰(四月) 50米背泳 銀獎 李靖亨(4D)

史丹福2017全港爭霸戰(五月) 50米背泳 金獎 李靖亨(4D)

史丹福2017全港爭霸戰(五月) 50米蛙泳 銀獎 李靖亨(4D)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2017男子青少年1組50米背泳 季軍 李靖亨(4D)

第六屆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香港賽區初小組 一等獎 梁潔晴(4D)

十分科學 2016/17 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 十分優異學生獎 優異獎 黃政翀(6E)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2016/17 第二期 優異學生獎 於本計劃期間勤於閱讀並表現突出 黃政翀(6E)

閱讀・分享 2016-17 獲嘉許為「喜閱之星」 黃政翀(6E)

第九屆兒童田徑錦標賽暨回歸盃 女子 2009 年組 跳遠 優異 范靜宇(3E)

第九屆兒童田徑錦標賽暨回歸盃 女子 2009 年組 擲壘球 優異 范靜宇(3E)

第九屆兒童田徑錦標賽暨回歸盃 女子 2009 年組 100米 優異 范靜宇(3E)

第九屆兒童田徑錦標賽暨回歸盃 親子接力 媽媽組 季軍 范靜宇(3E)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 8-9 歲男女混合組拉丁舞雙項(森鬥) 季軍 黃嘉怡(3A)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 8-9 歲男女混合組拉丁舞三項(查倫牛) 第四名 黃嘉怡(3A)

2017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 小學五年級升六年級組 一等獎 黃政翀(6E)

第三屆「妙筆盃」全港書法比賽 兒童組(硬筆組) 優等獎 梁舫怡(2E)

第八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7 P2-3 普通話 - 古詩 冠軍 范靜宇(3E)

2017 年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四年級金獎 劉懏漋(5D)

2017 高雄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少幼競技推廣色帶女子組 20kg 以下級(20kg 以下)第二名 鍾曉寧(4E)

2017 高雄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少幼女子組五級組 優勝 鍾曉寧(4E)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2017 品勢組殿軍 鍾曉寧(4E)



其他獎項

2017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小學五年級組二等獎 黃政翀(5E)

201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小學四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4D)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小學四年級組金獎 劉懏漋(4D)

201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小學五年級組金獎 黃政翀(5E)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小學五年級組金獎 黃政翀(5E)

「數學 8 寶箱」網上學習計劃 數學科全港優秀學生獎 黃政翀(5E)

香港數學盃 2017 全港綜合數學能力競賽個人賽小五組別銅獎 黃政翀(5E)

Individual Contest Gold Certificate MathConceptition 2017 ranked in the top 10% of P5/G5 contestants 黃政翀(5E)

第九屆香港兒童奧林匹克田徑錦標賽 2017 女子 2009 年組跳遠優異 范靜宇(2E)

第九屆香港兒童奧林匹克田徑錦標賽 2017 女子 2009 年組擲壘球優異 范靜宇(2E)

第九屆香港兒童奧林匹克田徑錦標賽 2017 女子 2009 年組 100 米優異 范靜宇(2E)

第九屆香港兒童奧林匹克田徑錦標賽 2017 女子 2009 年組 60 米跨欄優異 范靜宇(2E)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2017 搏擊組季軍 郭鍵峰(1C)

第七屆朗誦才藝比賽 P5-6 English Verse Speaking Merit 譚卓曦(5D)

The 15th W.A.T.A. Open Intercontinent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Cadet Female 33Kg 1st Place 李敏渝(5E)

The 15th W.A.T.A. Open Intercontinent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Individual Poomsae Cadet Female Intermediate 2nd Place李敏渝(5E)

The 15th W.A.T.A. Open Intercontinent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Individual Poomsae Cadet Female Beginner 3rd Place 張珈熒(5E)

港澳資優數學盃(浸信站)金獎 劉懏漋(4D)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2017 搏擊組季軍 陳嘉桐(4C)

第十八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女子公開 1-2 年級高級帶組速度賽冠軍 范靜宇(2E)

第十八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女子公開 1-2 年級高級帶組套拳賽季軍 范靜宇(2E)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專項公開賽男女混合組 9 歲或以下牛仔舞校際賽(分組賽 B 組)第四名 黃嘉怡(2B)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專項公開賽男女混合組 9 歲或以下倫巴舞校際賽(分組賽 B 組)第六名 黃嘉怡(2B)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專項公開賽男女混合組 9 歲或以下查查查校際賽(分組賽 B 組)第七名 黃嘉怡(2B)

環保回收物品重用創作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王心悅(4D)

全港兒童通識理財比賽 2016 (六年級組別)優異獎 佘浚然(6E)

群青體育舞蹈公開賽男女混合組．三項查查查、倫巴舞、牛仔舞優異獎 黃嘉怡(2B)

群青體育舞蹈公開賽個人舞．三項 查查查、倫巴舞、牛仔舞優異獎 黃嘉怡(2B)

第七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6(英普粵) ROUND 3 P2-3組粵語新詩獨誦優異 范靜宇(2E)

第七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6(英普粵) ROUND 3 P2-3組 English Verse Speaking 季軍 范靜宇(2E)

American Mathematics Olympiad 2016 (Hong Kong Region) Grade 4 Silver Award 劉懏漋(4D)

2016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小學三年級升四年級組一等獎 劉懏漋(4D)

亞太菁英數學交流賽小學三年級組一等獎 劉懏漋(4D)

「華夏杯」全港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x「兩岸菁英」台灣亞太菁英數學交流營小學三年級一等獎 劉懏漋(4D)

The HK Midsummer Gifted Math Cup 2016 Primary Four Bronze Prize 劉懏漋(4D)

小關愛．大祝福慈善填色及繪畫比賽兒童組慈善愛心大獎 何思霖(1C)

小關愛．大祝福慈善填色及繪畫比賽兒童組優異獎 何思霖(1C)

2016 仁愛堂跆拳道 30 週年大賽幼童色帶組季軍 郭鍵峰(1C)

「童」創社區匯豐流動銀行車身設計大賽初級組優異獎 梁洛榣(2E)

2016-2017 年度



其他獎項

Stanford Swimming Gala 2016 Breaststroke 50M 3th Runner Up 李靖亨(2A)

Stanford Swimming Gala 2016 Backstroke 50M 6th Runner Up 李靖亨(2A)

Eye Level Math Basic Thinking Level 21, Critical Thinking Level 14 (awarded the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現時學習進度 2218, 15劉懏漋(3D)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銅獎 (小三) 劉懏漋(3D)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第二屆香港數學小天才錦標賽亞軍 劉懏漋(3D)

「第九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初賽 (香港賽區) 一等獎 劉懏漋(3D)

2016 華夏盃晉級賽(華南賽區)一等獎 劉懏漋(3D)

2016 華夏盃總決賽(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劉懏漋(3D)

2016 華夏之星(總分過 200 分或以上)獎項 劉懏漋(3D)

COMO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小學三年級一等獎 劉懏漋(3D)

2015-2016 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