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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學生的學業表現  

 

  學生普遍在綜合檢討會的意見，學生在中文科的閱讀理解、寫作(句

式、重組句子、改寫句子、擴張、短文寫作)、標點運用及不供詞填充

方面表現較弱；學生在英文科的文法、寫作、串字、不供詞填充部份及

閱讀理解部份表現較弱；學生在數學科的審題(忽略關鍵字)、貨幣換

算、度量、立體圖形及體積、小數及分數、理解數學用詞及文字應用題

部份的表現較弱；學生在常識科常寫錯字、在時事及常識題、生活情境

題及簡答題的表現較弱。而在默寫、聆聽及說話、基本運算的表現較

佳。 

 

  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  

  由於疫情關係，考評局取消 2022年度三年級全港性系統評估考試。 
  

  學業增值表現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主席與科任老師於上、下學期的期

中試及期考進行試後檢討會議，分享各班學生成績、各級試卷

表現，以了解學生的學業增值表現情況，並提出提升學生成績

的建議，期望學生能提升學業成績。另外，課程主任亦與中

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主席商討每年的重點跟進項目。  

 

  簡述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受到疫情影響下，本校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十分積極。學生

樂於在校內擔任不同的職務，例如：當班長、風紀、圖書館服

務生等，他們亦踴躍參與校內、外活動及比賽，成績優異。  

 

 1.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校方為鼓勵學生全人發展，嘉許有卓越表現的學生，設立了卓越學生獎

勵計劃，計劃共分五部分：勤學增值計劃、品德表現獎勵計劃、校內外

獲獎計劃、領袖訓練獎勵計劃及家長教育獎勵計劃。 

 

分別由班主任、科任老師、帶隊比賽老師或有關負責老師按學生在學

習、品德、校內外獲獎及領袖訓練四方面的表現，給予學生獎勵積點。

今年增設家長教育獎勵計劃，除了家長可給予學生在家中達到主動學習

的要求的積點外，家長參與本校任何活動或講座或興趣班，該學生亦會

獲得相關積點。輔導組及訓育組按他們所得的積點給予小禮物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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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務生表現  

  -  班長及風紀服務生  

  本校每班設有班長，以協助老師處理班務。為提高班長的工作

態度及效率，訓導組會舉行班長會議，對各班長進行教導及提

示。另外於每學年四月會進行模範班長選舉，以選舉形式表揚

服務態度良好的班長。  

本校設有四隊風紀服務生，在非課堂時段協助老師維持學生秩

序，減少違規事件及意外發生。訓導組會定期舉行風紀服務生

會議，對各班風紀服務生進行提示。另外於每學年均會進行風

紀服務生訓練日，以提升風紀服務生的處事能力，。  

 

  -  班長及風紀模範生選舉結果  

  於五月二十七日舉行模範班長選舉，結果如下： 

十四位模範班長為： 

1A盧鍩彤  1C鄧梓妍  1E吳舒晴  2B歐珀瑜  2D關梓琳  3C鍾靖儀 

4A譚嘉穎  5A李寧茵  5B洪致謙  5C譚力愷  6A李沛嘉  6A馬浚亨 

6B李心柔  6D盧樂如 

 

十三位獲選優秀班長為： 

1B施曉琳  1D柯頌祺  2A莊紫喬  2C庄思翰  2E梁思祈  3A張宥熙 

3B蔡梓晴  3D周清心  4B林    玥  4C徐靖淇  4D洪智瀧  5D陳蔚嵐 

6C簡柏希 

 

於七月五日舉行模範班長選舉，結果如下： 

 

七位模範風紀服務生為: 

6A 王欣恩  6A 許穎澄  6B 顏詩欣  6C 姚鍏漮  6D 郭彥臻  5A 朱狄 

5C 陳朗 

 

九位優秀風紀服務生為:  

6A 植振軒  6B 李心柔  6C 陳立人  6C 簡柏希  6D盧樂意  6D 賴斯沂 

5A 陳啟維  5A 黎秋雪  5B 李卓穎 

 

  -  禮貌大使  

  本學年學校推行禮貌大使計劃。從各班中選出禮貌大使，鼓勵

各禮貌大使能更有禮貌地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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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書館服務生  

  於九月訓練了五十七名四至六年級的同學擔任圖書館服務生或

見習圖書館服務生，他們分別在第一及二小息當值，主要負責

借還圖書、整理書架及管理秩序。服務生大部分均都熱心服

務，十分稱職，本年的服務生再沒有一身多職或要進行其他訓

練，他們大多時間均能當值。  

 

  -  閱讀推廣大使  

  本年公民小組的「閱讀推廣大使」，因受疫情影響未能給低年

級學生講故事及於禮堂作閱讀分享。  

 

  -  各項閱讀計劃之學生表現  

  ( 1 )  校本閱讀獎勵計劃「悅讀智叻星」  

二零二一年九月至二零二二年六月推行，上、下學期均會收回 

作閱讀量統計。全年學生閱讀量最少需達三十本。本年度獲得 

金獎同學共有 8人、獲得銀獎同學共有 4人、獲得銅獎同學共 

有 8人。以下 20位同學均為獲獎同學： 

1A 洪灝 銅 

1A 李銘晞 金 

2A 鄭耀行 銅 

2B 梁心悅 金 

2D 李胤禛 金 

2E 吳穎宜 銅 

2E 王雅蕎 銅 

3B 李茗心 銀 

3C 陳凱霖 銅 

3C 鍾靖儀 金 

3D 張珈睿 銀 

4B 袁瑋萱 銅 

4D 吳卓霖 銀 

5A 陳啟維 銅 

5A 羅詠芯 金 

5A 吳世鉮 銅 

5C 何俊熙 金 

5C 杜浚賢 金 、閱讀大獎 

6A 許穎澄 銀 

6A 許穎漢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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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全校齊閱讀計劃  

⚫  今年的早讀繼續有電子閱讀的環節，本來計劃各班每星期有

兩天進入電腦室或自學室進行電子閱讀。但由於疫情關係，

全年未可進行計劃，亦未可進行相關的教師問卷。  

 

  ( 3 )  世界閱讀日  

世界閱讀日於 2022年 4月 21日舉行，活動為我最喜愛圖書角色裝

扮比賽、書展、一人一書分享 (老師/學生)及聖經故事劇場。 

 

  ( 4 )  家長義工伴讀計劃  

⚫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本年度未能舉行故事爸媽伴讀

計劃。  

 

  -社區服務大使及關愛大使  

( 1 )   社區服務大使  

  本校致力推動學生參與義務工作，讓學生體驗服務學習精神，以及了解

社會上不同人士的需要，從小培育成為關心別人、關愛社會的良好公

民。今學年於 7 月份試後活動為十位小五學生安排義工小組，並於最後

一節小組中在小一班房進行活動。 

 

  ( 2 )  關愛活動計劃  

  本校為培養學生主動關心別人及守望相助的精神，鼓勵學生對人和藹、

友善，時刻保持心情愉快，並懂得主動去關心別人；樂意與家人及朋友

分享，因此本校設計關愛大使選舉會每月於各班選出一名學生；下學期

亦舉辦了共融活動，目的是讓學生分享關愛他人的喜悅，以鼓勵學生將

關愛他人養成自身修養。 
 
 

 5. 學生參與活動表現及比賽成績 (校內及校外 )  

  本校全面發展學生多元智能，2021-22 年度學校因應教育局活動要

求全年舉辦大小活動有數十項，供全校學生參加，藉以擴闊學生視

野。此外，學校聯同校外專業導師、社工等於暑期活動舉辦了多項

校隊訓練隊伍、課餘興趣班、課外活動小組等，活動種類多元化，

讓學生善用餘暇，更能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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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年度體育組為花式跳繩、羽毛球隊、拉丁舞、手鈴、敲擊

樂、中國舞、武術及柔道聘請專業教練，重點訓練具潛質的學生，

提高本校體育運動素質；音樂方面，本校銀樂步操隊、手鈴隊及新

成立之敲擊樂由專業導師到校任教，學生除得到音樂知識及技巧

外，更藉校內外表演，增加個人自信心及成就感。至於本校過往為

推廣藝術培訓，安排全校學生一同參與綜合表演，但因疫情影響表

演須暫停一年。 

本年度雖然受疫情影響，但各科仍能於校內舉行不同學科及國家安全活

動或比賽，當中亦包括親子活動。 

整體而言，學生積極參與多元化活動，包括各類參觀、學科活動、

境外學術交流、社區服務等。學生投入學校生活，積極參與校內、

校外比賽、活動和服務，包括學術、朗誦、體育、音樂及視藝等不

同類型的校外活動及比賽。 

 
2021-2022年度校外獲獎名單 

活動/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屈臣氏田徑會 

周年大賽 2021 

男子11-12歲組別跳高  第七名 6B 郭雨翹 

男子11-12歲組別400米  第八名 6B盧銘哲 

女子11-12歲組別跳高  第八名 5B李穎喬 

女子10歲以下組別60米 第五名 
4C 石心懿 

女子10歲以下組別100米 第六名 

女子11-12歲組別跳遠 季軍 6C洪學惠 

男子11-12歲組別跳高 季軍 5D 劉知諾、6D羅卓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21全國總決賽 

(去年獎項) 

小一級 二等獎 2E巢廣堯 

小五級 三等獎 6A 黃珏玥 、6D 吳潁南 

香港青少年分齡 

田徑錦標賽 2021 
女子11-12歲組別跳遠 季軍 6C洪學惠 

飛達秋季田徑 

錦標賽 2021 

男子2009年組別跳遠 第四名 5D許臣浩 

男子2009年組別 壘球 第三名 6B陳泓汛 

男子2010年組別 800米 第五名 6B盧銘哲 

男子2011年組別 壘球 第三名 5A 田卓謙 

男子2011年組別 壘球 第六名 5C 張俊傑 

男子2011年組別 跳遠 第二名 5B 周迦南 

男子2012年組別 800米 第五名 4B陳倬僑 

女子2010年組別 跳遠 第二名 6C洪學惠 

女子2010年組別 壘球 第二名 6D盧樂如 

女子2010年組別 400米 第六名 6C黎悅寧 

女子2009年組別 800米 第二名 6A李沛嘉 

女子2009年組別 200米 第八名 6A李沛嘉 

女子2011年組別 壘球 第一名 5C 勞芊霖 

女子2012年組別 60米 第四名 4C石心懿 

女子2012年組別 100米 第三名 4C石心懿 

女子2012年組別 跳遠 第三名 4B 石杓然 

女子2012年組別 壘球 第二名 4C 曾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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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 

西貢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60米 第六名 6B 郭雨翹 

男子甲組100米 第三名 6D 黃峻一 

男子甲組200米 第三名 6D羅卓藍 

男子甲組400米 第一名 6B 盧銘哲 

男子甲組跳高 第一名 6B 羅俊浩 

男子甲組跳遠 第一名 5D 許臣浩 

男子甲組鉛球 第二名 6C 陳錦燁 

男子甲組壘球 第一名 6B 陳泓汛 

男子乙組60米 第三名 5D 吳業希 

男子乙組100米 第二名 5C 李宇軒 

男子乙組200米 第二名 5B 黃偉恒 

男子乙組跳高 第八名 5D 劉知諾 

男子乙組跳遠 第一名 5B 周迦南 

男子乙組壘球 第四名 5D 張俊傑 

男子丙組60米 第二名 4C 陳德銘 

男子丙組100米 第四名 4A 吳子佑 

男子丙組跳遠 第二名 4A 鄧梓揚 

女子甲組100米 第六名 6A 黃珏玥 

女子甲組200米 第一名 6A 李沛嘉 

女子甲組400米 第二名 6C 黎悅寧 

女子甲組跳高 第七名 6D 黃晞彤 

女子甲組跳遠 第一名 6C 洪學惠 

女子甲組鉛球 第三名 5B 李恩彤 

女子甲組壘球 第一名 6D 盧樂如 

女子乙組60米 第二名 4C 陳泳詩 

女子乙組100米 第五名 5C 李樂施 

女子乙組200米 第五名 5A 林奕菲 

女子乙組跳高 第一名 5A 李穎喬 

女子乙組跳遠 第二名 5C 陳立怡 

女子乙組壘球 第三名 5C 勞芊霖 

女子丙組60米 第二名 4B 洪子淇 

女子丙組100米 第一名 4C 石心懿 

女子丙組跳遠 第二名 4B 石杓然 

男子甲組團體 第一名 

6B 郭雨翹、6D 黃峻一、6D羅卓藍

6B 盧銘哲、6B 羅俊浩、5D 許臣浩 

6C 陳錦燁、6B 陳泓汛 

男子乙組團體 第一名 
5D 吳業希、5C 李宇軒、5B 黃偉恒 

5D 劉知諾、5B 周迦南、5D 張俊傑 

男子丙組團體 第二名 4C 陳德銘、4A 吳子佑、4A 鄧梓揚 

女子甲組團體 第一名 

6A 黃珏玥、6A 李沛嘉、6B鄭紫瑜 

6C 黎悅寧、6D 黃晞彤、6C 洪學惠 

5B 李恩彤、6D 盧樂如 

女子乙組團體 第一名 
4C 陳泳詩、5C 李樂施、5A 林奕菲 

5A 李穎喬、5C 陳立怡、5C 勞芊霖 

女子丙組團體 第一名 4B 洪子淇、4C 石心懿、4B 石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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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屆區際校際標

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小學校際牛仔組 第四名 4B 區凱晴、4B 趙紫晴 

第廿二屆區際校際標

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小學校際牛仔組 第五名 5B 李卓穎、3D 楊浠媛  

第廿二屆區際校際標

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小學校際牛仔組 第六名 4A 陳焯思、5B 張倬綱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

賽預選賽 2022 

（香港賽區） 

小二級 
二等獎 2E 巢廣堯 

三等獎 2A 伍彥熹、 2C 劉晨、2E 梁奕朗 

小三級 三等獎 
3A 李心語、3A 唐榕謙、3B 馬熙妍 

3B 黃思曉、3C 許晁源 

小四級 
二等獎 4C 葉思澄 

三等獎 4A 賴毅朗 、4A 黃愷晉 

小五級 

二等獎 5B 張倬綱 

三等獎 
5B 洪致謙 、5C 霍嘉熙 

5C 李駿鴻 、5C 施綽翹 

小六級 三等獎 6B 許繽方、 6B 吳詠桐、6C 何昱誠 

第十三屆藝術大使計劃 全港小學組 
藝術大使 

嘉許狀 
 6B顏詩欣、6D譚雅雯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創意護照 
小學組 

金章 

5A許芷毓、5C杜浚賢、6A張凱嵐

6A梁毅臻、6B許繽方、6B顏詩欣 

6D吳穎南 

銀章 4C譚嘉博 

銅章 

4A黃愷晉、4B楊愷蓓、4C鄭柏曦

4C葉思澄、4C陳泳詩、4C徐靖淇 

4C潘穎琳、6A許穎澄、6A許穎漢

6A李沛嘉、6A馬浚亨、6B李心柔 

6B黃曉悠、6D林頌軒 

「第 25屆勁武飛揚 

武術比賽」 

 
集體南拳

金獎 

2C劉   晨、4B葉沃銘、5A黎秋雪 

5C陳銘熙、5C勞芊霖、5C施綽翹 

5C譚力愷、6D林頌軒 

集體五步

拳銀獎 

2C劉     晨、4B葉沃銘、5A黎秋雪 

5C陳銘熙、5C勞芊霖、5C施綽翹 

5C譚力愷、6D林頌軒 

第七十三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第三名 5B李卓穎 

優良獎 

1E吳舒晴、2C庄思翰、2E吳穎宜

3A李心語、3A吳杏渝、4A吳晉熙 

4B黃晞兒、4C鄭柏曦、5A胡軍譽 

5C Savvydeep Kaur、6A李沛嘉、

6A張凱嵐 

良好獎 
1A盧鍩彤、2A江奕羲 

5A鄭逸朗、6C姚鍏漮 

粵語獨誦 
優良獎 6B顏詩欣、6B李心柔 

良好獎 6C黎悅寧、6C姚鍏漮 

普通話獨誦 

冠軍 5B李卓穎 

亞軍 2A戴梓謙 

季軍 5A胡軍譽、6C陳雅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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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獎 

2A馬幗攸、2C李嘉儀、2C李卓怡

2E朱鎧淇、5A吳世紳、5C李樂施 

6A王欣恩 

良好獎 4C梁思韻、4D徐靜雨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藝術

智能之第三屆香港紫荊盃

繪畫大賽  

初小組 銀獎 3B 容墁鈞 

YMCA of Hong Kong Love 

Animals Hong Kong 

Children’s Drawing 

Competition  

Junior Primary 
Gold 

Award 
3B 容墁鈞 

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第五組：小學 P2 優異獎 3B 容墁鈞 

ICEHK 

第十二屆 2021「敢夢敢

想」國際繪畫比賽 

兒童組 一等獎 3B 容墁鈞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

「第 14屆香港青少年及幼

兒藝術節」 

小學一/二年級組 

-水彩及粉彩畫 
優異 3B 容墁鈞 

小紅熊童樂盛夏全港兒童

繪畫創作比賽 
兒童組 銀獎 3B 容墁鈞 

香港當代藝術學第十一屆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彩

繪夢想 

兒童 A組 -兒童畫 亞軍 3B 容墁鈞 

第四屆環球藝術發展大賽

2021「太空及未來科技」

繪會及黏土國際比賽 

繪畫比賽 –小學低年級組 金獎 3B 容墁鈞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 2022 

(香港賽區)初賽 

小一級 合格 1B 黃予明 

小二級 合格 
2A 伍彥熹、 2B 黎駿橋、2C 劉   晨 

2D 方向晴、2E 巢廣堯 

小三級 合格 
3A 唐榕謙、 3B 黃思曉 

3B 布俊熙、 3C 許晁源 

小四級 合格 
4A 吳子佑、 4A 黃愷晉 

4B 洪子淇、 4C 葉思澄 

小五級 合格 

5A 胡軍譽、 5B 洪致謙、5B 張倬綱 

5B 楊頌稀、5C 李樂施、 5C 施綽翹 

5C 李駿鴻 

小六級 合格 
6A 黃珏玥 、6A 梁毅臻、6B 柯鈞彥  

6C 何昱誠、6D 吳潁南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

賽選拔賽 2022 

（大灣賽區） 

小二級 
一等獎 2E 巢廣堯 

二等獎 2C 劉晨 

小三級 三等獎 3A 唐榕謙 

小四級 三等獎 4A 黃愷晉 4C 葉思澄 

小五級 
三等獎 5B 張倬綱 

優異獎 5C 霍嘉熙 

小六級 三等獎 6C 何昱誠 

2022港澳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暨 2022亞洲國

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小二級 合格 
2A 伍彥熹 2C 劉晨 

2D 陳信希 2E 巢廣堯 

小三級 合格 3A 唐榕謙 

小四級 合格 
4A 吳子佑、 4A 黃愷晉 

4A 吳晉熙、 4C 葉思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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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初賽 

《AIMO Open》 

小五級 合格 5B 張倬綱、5C 霍嘉熙 、5C 李駿鴻 

小六級 合格 6A 馬浚亨 、6C 何昱誠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

賽 2022（香港賽區） 

小一級 銅獎 1A 洪   灝、1B 潘文熙、1D 柯頌祺 

小二級 
銀獎 2E 巢廣堯 

銅獎 2A 伍彥熹、 2C 劉  晨、2D 高梓桓  

小三級 銅獎 3A 唐榕謙 、3A 李心語、B 張雨軒 

小四級 銅獎 4A 黃愷晉、4C 葉思澄 

小五級 
銀獎 5B 洪致謙 

銅獎 5B 張倬綱 、5C 李駿鴻、5C 施綽翹 

小六級 銅獎 6A 馬浚亨、 6A 黃珏玥、6C 何昱誠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 

競賽總決賽 2022 
小二級 

二等獎 2E 巢廣堯 

三等獎 2C 劉    晨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 2022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一級 三等獎 1B 黃予明 

小二級 
二等獎 2E 巢廣堯 

三等獎 2C 劉    晨 

小四級 三等獎 4A 黃愷晉、4C 葉思澄 

小五級 三等獎 5B 張倬綱、5C 李駿鴻 

小六級 
二等獎 6A 黃珏玥  

三等獎 6A 梁毅臻 

飛達新春田徑錦標賽

2022 

男子 2009年跳遠 第六名 5D 許臣浩 

男子 2009年鉛球 
第一名 

破大會紀錄 
6C 陳錦燁 

男子 2009年 800米 第四名 6B 盧銘哲 

男子 2011年壘球 第四名 5A 田卓謙 

男子 2011年跳遠 第五名 5B 周迦南 

男子 2011年 400米 第八名 
5B 黃偉恒 

男子 2011年 800米 第五名 

男子 2012年 800米 第七名 4B 陳倬僑 

女子 2010年跳遠 第五名 6C 洪學惠 

女子 2010年 400米 第四名 
6C 黎悅寧 

女子 2010年 800米 第三名 

女子 2011年壘球 第二名 5C 勞芊霖 

女子 2011年 800米 第五名 5C 李樂施 

女子 2011年壘球 第七名 4C 劉欣怡 

女子 2012年 60米 第二名 

4C 石心懿 女子 2012年 100米 第四名 

女子 2012年 200米 第四名 

女子 2012年跳遠 第八名 4B 石杓然 

2012年壘球 第二名 4C 曾巧晴 

2012年壘球 第四名 4A 陳青藍 

女子 2014年 60米 第七名 2D 馬塏喬 

女子 2013年跳遠 第七名 3B 周清心 

MathConceptition數學•

思維大激鬥 2022 
小一級 

金獎 1B 潘文熙 

銅獎 1A 劉祉匡 

團體 

優異獎 

1A 劉祉匡 、1B 潘文熙 

1E 高嘉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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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級 銅獎 3A 唐榕謙 

小四級 銅獎 4C 葉思澄 

小五級 銅獎 5B 楊頌稀 

小六級 銅獎 6A 梁毅臻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

級賽 2022(香港賽區) 

小二級 
金獎 2E 巢廣堯 

銅獎 2C 劉    晨 

小四級 優異 4A 黃愷晉 

小五級 銅獎 5B 張倬綱 

全球少年數學能力測

試 2022 
小五級 銅獎 5B 張倬綱 

2022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 

小二級 銅獎 2C 劉   晨 、2E 巢廣堯 

小五級 銀獎 5B 張倬綱 

第二十四屆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22 

初小組 良好獎 1B羅語惜、2C馬祿森、2C李卓怡 

中小組 良好獎 3B 馬熙妍、3D 施霆宇 

高小組 優異星獎 5A 胡軍譽、5B 李卓穎、5C 霍嘉熙 

亞洲學生藝術節- 

藝術大賽 2022 

歌曲獨唱 
亞軍 3C李沛賢 

優異獎 4C鄭柏曦、16B吳詠桐 

歌曲合唱 季軍 
6B吳詠桐、6C黎悅寧 

6D盧樂如、6D盧樂意 

豎琴獨奏 優異獎 1C 凌梓諾 

爵士鼓獨奏 優異獎 4A鄧梓揚 

古箏獨奏 優異獎 6D盧樂意 

第七十四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銀獎 

5B李卓穎、3D施霆宇 

2B黎駿橋、6D林頌軒 

銅獎 3C劉繕嫺 

古箏獨奏 銀獎 6D盧樂意 

揚琴獨奏 銀獎 6B顏詩欣 

故事及劇本演繹獎勵計劃 小學組 榮譽 5B李卓穎 

2021-2022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組 

傑出 

演員獎 
3C陳卓鉅、3D施霆宇、6B 吳詠桐 

新界校長會第十六屆滬粵

瓊港「寫作小能手」現場

作文交流活動（總決賽） 

小學組 

四年級組 
優異獎 4C 潘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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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校內獲獎名單 

活動/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二十五週年校慶活動 

(數學科)_神秘校園密碼 
一至二年級 優異 

1A郭溢軒、1A李銘晞、1B吳家樂 

1B曾芷晴、1B羅語惜、1B張遨霖 

1C鄧梓妍、1C葉子怡、1D陳    皓   

1D盧晞晨、1D柯頌祺、1E黃丹彤 

1E陳耀東、1E佘沛樺、2A鄭耀行 

2A楊焯傑、2D奧聖潔、2D方向晴 

2E王雅蕎 、2E衞樂遙 

二十五週年校慶活動 

(數學科)_生日賀卡 
三至四年級 優異 

3A蘇子然、3B李茗心、3B蔡芷晴 

3B郭子蕎、3B容墁均 、3C鍾靖儀 

3C孫    溢、3D陳鎧泓、4A陳青藍 

4B楊愷蓓、4D張浩暉 

二十五週年校慶活動 

(數學科)_合二十五比賽 
五至六年級 優異 

5A羅詠芯、5B黃桂琳、5B李穎喬 

5B林善婷、5C陳    朗、5C李樂施 

5D巫珀瑤、6A李沛嘉、6A庄思勤 

6A呂盼晴、6A許穎漢、 6B李心柔 

6B施梓軒、6B羅俊浩、6B吳詠桐 

6D林頌軒 

常識科二十五周年 

校慶親子綠色生活 

攝影比賽 

初級組 

(一至三年級) 

冠軍 2C李卓穎 

亞軍 3A吳世鉞 

季軍 2A黃麗穎 

優異獎 1C陳永濼、1E江俊鎧、1E羅瑞麟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冠軍 4D張日朗 

亞軍 4B黃晞兒 

季軍 6A黃珏玥 

優異獎 5A吳柏燊、6A吳穎恩、6C黎悦寧 

常識科二十五周年 

親子未來校園規劃 

設計比賽 

初級組 

(一至三年級) 

冠軍 2E陳柏龍 

亞軍 3B李銘心 

季軍 2A李卓浠 

優異獎 1A洪    灝、2E巢廣堯、1C李梓丞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冠軍 6B郭雨翹 

亞軍 4B王子軒 

季軍 5C劉嘉煒 

優異獎 4A李梓瑤、4B楊愷蓓、4C徐靖淇 

視藝科二十五周年 

主題創作比賽 
一至六年級 優秀作品獎 

1A吳嘉馨、2A黃鎰熙、3B蔡梓晴 

4C徐靖淇、5D 楊曉恩、6C 陳雅韻 

英文科二十五周年 

賀卡設計比賽 

初級組 

(一至三年級) 
優秀作品獎 

1A李銘晞、1C蔡智軒、1E吳舒晴 

2A陳儁浩、2A韋晴曦、2B歐珀瑜

2E陳柏龍、2E巢廣堯、3A張宥熙 

3C曾    晴、3D呂采殷 

英文科二十五周年 

《我的校園生活》 

作文比賽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優秀作品獎 

4A黃愷晉、4A梁佩怡、4C徐靖淇 

5A譚焯雅、5A陳啟維、5A朱    狄 

5B張梓軒、5B黃潔芯、6A許穎澄 

6A許穎漢、6B吳詠桐 、6B柯鈞彥 

6D賴斯沂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一至二年級) 

冠軍 2A 韋晴曦 

亞軍 1B 羅語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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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2C劉    晨 

中級組 

(三至四年級) 

冠軍 4C葉思澄  

亞軍 4D張浩暉 

季軍 3C陳凱霖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冠軍 6C吳彥葶 

亞軍 6C許珀瑋 

季軍 6B李心柔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小一至小二） 

冠軍 1A 劉𧘲匡 

亞軍 2E 許俊曦 

季軍 2A 韋晴曦 

中級組 

（小三至小四） 

冠軍 4A 楊詩淇 

亞軍 4A 陳青藍 

季軍 4C 葉思澄 

高級組 

（小五至小六） 

冠軍 5A 胡軍譽 

亞軍 5B 洪致謙 

季軍 6A 李沛嘉 

二十五週年校慶比賽 

「親子童詩創作」 

初級組 

(一至三年級) 

冠軍 3B 馬熙妍 

亞軍 3C 李沛賢 

季軍 2B 陳銘泰 

優異 1E 黃丹彤、3B 黃得朗 

二十五週年校慶比賽 

「親子對聯創作」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冠軍 5B 顧梓燊 

亞軍 5A 陳啟維 

季軍 6D 黃峻一 

優異 5C 劉嘉煒 

圖書館賀卡設計比賽 

初級組 

(一至三年級) 

冠軍 2E 司徒卓桀 

亞軍 1D 戴展呈 

季軍 2A 楊焯傑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冠軍 5B 張梓軒 

亞軍 4B 鄭耀信 

季軍 
6D 林頌軒、4A李梓瑤 

4C潘穎琳、4B 王子軒 

二十五周年校慶 

親子 STEAM創意樂器 

設計比賽 

一至六年級 

冠軍 1A 盧鍩彤、5C 杜浚賢 

亞軍 2C 司徒卓桀、1B 陳梓暢 

季軍 3B 李茗心、2D 奧聖潔 

優異獎 

1A 黃鉑高、1B 陳鈞朗、1D 黎灝鋒
2B 黎駿橋、2E 朱鎧淇、3D 陳雅賢

4D 陳浚僑、5C 何俊熙 

二十五周年校慶舊曲新詞
填詞比賽 

初級組 

（一至三年級） 

冠軍 2C 司徒卓桀 

亞軍 2B 黎駿橋 

季軍 3B 李茗心 

優異獎 1A 洪   灝、1B 陳鈞朗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冠軍 6A許穎澄 

亞軍 6A 許穎漢 

季軍 6C 何昱誠 

優異獎 5B 李胤翰、6C 陳雅韻 

畢業生徵文比賽 

「情繫母校」 
六年級 

冠軍 6A 葉穎詩 

亞軍 6B 柯鈞彥 

季軍 6D 賴斯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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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6C 陳雅韻 

中華文化‧詩情畫意比賽 

一年級 

冠軍 1D 黃樂希 

亞軍 1A 李銘晞 

季軍 1C 蔡智軒 

二年級 

冠軍 2A 黃麗穎 

亞軍 2A 楊焯傑 

季軍 1A 莊紫喬 

三年級 

冠軍 3D 張珈睿 

亞軍 3B 容墁均 

季軍 3C 鍾靖儀 

四年級 

冠軍 4C 徐靖淇 

亞軍 4B 林    玥 

季軍 4B 楊愷蓓 

五年級 

冠軍 5A 陳啟維 

亞軍 5C 陳銘熙 

季軍 5C 陳    朗 

六年級 

冠軍 6C 許珀瑋 

亞軍 6C 吳彥葶 

季軍 6A 許穎澄 

國家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初級組 

(一至三年級) 
優異作品 1A洪    灝 

高級組 

(四至六年級) 
優異作品 4C徐靖淇 

基本法與我標語設計比賽 一至六年級 

冠軍 5B李卓穎 

亞軍 3A陳若熙 

季軍 3B李茗心 

優異獎 1A洪灝、1B陳鈞朗、4C徐靖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