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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會員大會
新一屆家教會執委

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2021年7月2日舉行。由於疫

情關係，本年會員大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當天程序包括，

家教會主席莫偉文先生報告本年度家教會的會務活動、工作

及財務報告，以及介紹來屆家教會家長執委成員。 

感謝本屆各家長執委、顧問馬啟文先生及羅瑞嫻女士，以及

老師執委，支持學校事務，籌劃不同的家教會活動，推動家校

合一的精神。

本年度報名參加家長義工的人數共有160人。疫情下，不少活

動受到影響，然而，學校感謝各位家長義工願意為學校的付

出。

郭校長頒發委任狀給「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

本屆教師及家長委員合照。  

自動當選為2021-2023年度家長教師會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名單： 

張沛強先生(主席） 

莫偉文先生(副主席） 

林貝筠女士(秘書）    孫碧枝女士(總務） 

伍一龍先生(教育）    郭嘉賢先生(聯絡） 

蕭曉玲女士(宣傳）    黃倩女士(康樂） 

林惠芳女士(司庫）    黃詠詩女士(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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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年致力發展電子學習，學生除了在課堂內外善用應用程式或學習平台

進行學習，也會透過Padlet等工具進行預習或延伸，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及作為師生間的分享平台。本年度電子學習組整理了各科的電子學習資源，製

作了《電子學習使用手冊》，期望能方便學生和家長使用。由於全港受到疫情

的影響，本校除了透過網上平台定時發放教學資源，讓學生進行自學之外，還

加入實時教學，兩者互相配合，希望能做到「停課不停學」。

電子學習/網上學習

電子學習工具
使用手冊

遙距學習

電子互動學習

PAD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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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 GOT  
CHALLENGES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同學未能在學校進行tcn's got challenges的活動。因此，本
年度的活動改以tcn才藝舞台進行，學校提供一個平台，讓同學能把握在家中的時
間，挑戰自己，發揮潛能。才藝舞台的表演內容不限，有同學表演唱歌、跳舞、樂

器，另外亦有同學表演一些他們認為自己特別厲害的技能，如廚藝、扭扭計骰等。

是次才藝舞台共收到過百條參加短片。活動設有兩個獎項，分別是最具趣味獎及

最能挑戰自我獎，經過篩選後再由評審團挑選作品獲得獎項。得獎片段被剪輯成

午會片段，在課堂內播放，讓學生可以互相欣賞其他同學的才藝表演。

片段裏除了有得獎的才藝表演片段外，亦邀請了一些得獎學生作訪問，分享一下

他們練習的過程及感想，讓同學們可以了解更多。

教師團契
田灣始南教師團契已

成立多年，目的在於以

基督教信仰為核心，加

強老師們的凝聚力，實

踐《聖經》裏彼此關顧

的教導，在靈裏互相扶

持。每年，學校都會定

期舉行教師團契聚會，讓老師們自由參與，而大家都很享受和珍

惜每一次相聚的時刻。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老師們如何在團契

聚會中支取上帝的力量吧:

團契聚會進行期間，老師們會先一起唱詩歌。藉著唱詩，大家以歌

聲為祭，歌頌上帝的大能，從歌詞中領略祂豐富的恩惠。然後．老

師們會分享自己平日的生活及教學點滴，見證上帝的恩典。這是團

契聚會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老師們不但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中

重整心靈，也能對田灣始南這個大家庭的成員有更深入的認識。

聚會結束前，老師們會同心祈禱，彼此守望。《聖經》說:「你們要
呼求我（上帝），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耶利米書〉29:12）而
且，上帝教導我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所以老師

們除了會在禱告中獻上對上帝的感謝外，也會記念各人的需要，

互相代求，分擔彼此的重擔。

《聖經》這樣應許我們:「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
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馬太福音〉18:20）可見每一次
舉行教師團契的時候，上帝必臨在老師們中間，洗滌及滋潤他們

的心靈，使他們在生活中充滿力量; 悅納和堅固他們的教學工作，
讓他們成為學生們的祝福。

學生團契
在疫情的影響下，學生團契——以馬內利團已暫停

了一段時間。有見同學們已能善用網上平台來學習，

校方也靈活地把學生團契改以網課形式進行，讓同

學們繼續得到靈性的培育，結果二至五年級各有同

學報名參加，而他們的出席率也非常理想。 

老師們藉着分享詩歌、聖經故事短片及互相禱告，讓

同學們認識聖經真理。同學們亦透過有趣的「無字

天書」及「撕紙佈道法」，進一步掌握信仰的核心內

容。他們不單享受製作的樂趣，更能嘗試利用這兩

種佈道工具向同學及家人傳講福音，使他們親嚐到

與人分享福音的喜樂。

以馬內利團

無字天書

撕紙佈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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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運動會原訂於2021年4月1日舉行，但因疫情

關係被迫取消了。為了讓校園繼續充滿着運動的

氣息，校方邀請了「車神」─黃金寶先生跟同學

們進行講座，分享運動員生涯的點點滴滴。

黃金寶先生曾經五度出戰奧運會，並在多項單車

比賽奪得冠軍成績，是香港其中一位最著名的運動員。

活動當天，黃金寶先生透過簡報、比賽片段及問答環節，讓學生

明白到做事要取得成功，必須堅毅不屈，不能輕易放棄。黃金寶

先生並透過不同事例，讓學生明白到「體育精神」及「堅毅」的重

要，同學們實在獲益良多。

校園正向文化 
黃金寶先生講座分享

網課面授 關心無礙
為了實踐正向校園生活，各班主任會因應訓輔主題，及班本特

點及成長需要，設計及進行多元化具特色的班本活動，貫徹關

愛文化，讓學生愉快成長。本年度部分時間需進行網課及面授

模式混合上課，儘使於網課仍無阻老師對學生的關心，網課期

間部分老師會利用班主任課建立師生正向關係。老師們更積

極把握面授課時間，建立班中關愛氛圍，讓學生發掘自己的性

格強項，欣賞自己。

校園正向文化 
班級經營計劃

一年級 活動舉隅

二年級 活動舉隅

三年級 活動舉隅

四年級 活動舉隅

五年級 活動舉隅

六年級 活動舉隅

網上聖誕聯歡會、個人分享-班中快樂時光、生日派對

生日會、愛心大使、我欣賞你、我的成就壁佈

自律自理獎勵、情緒寒暑表、天生我才必有用

成就的我、我的強項、談心課、我欣賞你、點唱站

Secret Angel、我的學習目標、生活點滴分享、聖誕聯歡Zoom 

一Zoom

勉勵閣、我的快樂時光、猜猜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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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文化體驗

家教會活動-全年活動剪影
在疫情的影響下，不少原定的家長教師會活動也未能如常進

行。但經過家教會各委員和老師們的同心協力下，我們改變了

活動的形式，嘗試利用網上平台舉辦一連串精彩的活動，反應良

好。經歷了這不一樣的學年，我們更堅信疫情不但沒有阻礙家

長、學生和老師們的聯繫，相反更令大家團結一心，情繫田始。

誠邀顧問馬啟文先生主持網上烹飪節目，家長教師會正、副主席更
是客串嘉賓。

大師級水準的
海鮮大拼盆

期間限定滋味遊

韓國視像交流 
遊學體驗活動

校長在線上向韓國學校師生問好

兩地師生的大合照 - 你能看出誰是韓國代表？誰是香港代表嗎？

韓國學生介紹當地的旅遊景點

韓國主持人教導香港師生
用韓語說「韓屋」

部份四年級同學在忙碌考試過後，獲邀參加「韓國視像

交流遊學體驗活動」。網上旅程雖然只有短短三個小

時，但節目卻十分豐富。

首個環節是安排兩地學生代表透過影片及簡報介紹學

校，然後他們分組以英語交流，內容圍繞著香港及韓

國兩地的好去處、文化、食物等。縱使兩地學生只有一

個小時的相聚時間，他們臨別時都展示著依依不捨的

心情向新朋友道別。

第二個環節是由韓國觀光公社（KTO）的代表及導遊姐
姐帶領田始的同學遊覽韓國民俗村，他們在虛擬的旅

程中飽覽傳統的韓國市集街道、傳統的物品、宅第、韓

屋特色及結構、藝術及韓食等等。

說到線上交流最精彩的部份，必定是同學學跳KPOP
流行舞步這個環節。主辦單位安排了著名韓國女團

BLACKPINK示範不同KPOP舞步。編者發現，不少同
學皆能夠跟隨著音樂的節拍舞動，看來他們對韓國流

行文化的認識非淺呢！

1.  招募會員及家長義工

2.  小一新生家長會

3. 家長校董選舉

4   家長天地活動

 ~ 網上防災及提高抗疫意識劇場 
 ~ 網上烹飪班
 ~ STEM親子工作坊
 ~ 西九網上工作坊

5   會員大會及家長執委選舉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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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STEM嘉年華

課外活動

本年度的幼稚園STEM嘉年華，雖因疫情關改為網上短片
發放，但絕對無阻我校帶領一眾小朋友進入「TCN STEM 
Wonderland」尋覓學習樂趣！

短片除了介紹了我校有關STEM教育及課程外，還有由
一班田始學生簡介本年度的STEM課堂，以及課堂內創
造出的成果及作品。學生於課堂內運用了不少新學的

知識，再配合無盡的創意，用不同的物件配合微型電腦

Micro:bit，製作了他們自己的STEM作品，包括小六的迷
你小鋼琴、小五的智能枱燈，以及小四的Coolthink迷宮，
成果足見同學們於STEM課堂獲益良多。

片段後半部由其他同學，以言簡意精的方法，利用日常

生活中的一些物件，介紹了三個簡單的STEM小實驗，配
合精彩的示範，讓疫情下在家的小朋友都能與家長一齊

試做！三項實驗包括「百變Gummy bear」、「鬼口水」及 
「紙飛機」。

如果還未觀看的，可以到以下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tcn.edu.hk/stemfair2021/

本校一向致力推行全方位活動，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 - 戶外活動

幼童軍 - 愛護動物章訓練班

皇仁書院 - 小小發明家

「動手做」的活動，將知識緊扣日常生活應用，提升創意、

解難及協作等共通能力。在過程中，培養學生個人品德、態

度和正面價值觀，豐富個人成長經歷及強化學習的應用技

巧。

然而，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上學期大部份活動取消，下學

期課後活動則安排在四月至六月期間的下午進行，並改以

網上形式（Zoom）讓學生參與。另外，同樣受到疫情影響
下，只有少部份校外導師班，包括小小演說家、籃球校隊、

足球校隊及田徑校隊能夠以網上形式進行。

另一方面，雖然受到疫情影響，本校同學亦努力尋找機會，

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比賽，當中包括世界數學測試，以及

音樂節、朗誦節、聖經朗誦節

等比賽，並取得優異成績。

延續推行科技學習活動及服務學習，讓學生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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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佳作

一次獲益良多的旅程
5D 林巧彤

某個秋天的早上，我一如既往地躺在樹上，看着一成不變的風

景。平時會陪我聊天解悶的好朋友——麻雀，又飛來陪我談天

了。我們聊着聊着，牠突然問我：「想不想去看看外面的風景？讓

我帶你去吧！」我心中雖有猶豫，但看了看樹上所剩無幾的樹葉

後，又覺得每天的生活如此刻板，就下定決心答應了。

我隨風而落，看着地上滿是落葉，樹上的葉子卻寥寥可數時，我

不禁感嘆：「母親原來已經這麼年老了，真是光陰似箭啊！」

麻雀把我插在牠頭上的羽毛中間，然後就展翅飛翔。牠在雲層中

穿梭，涼風掠過身軀，令我涼快了不少。藍天中的雲朵千變萬化，

有像棉花糖的，有像濃霧的……

我們飛着飛着，不知不覺間已是黃昏。我們來到海灘休息。落日餘

暉與海面上的波光相映成趣，夕陽的光芒鋪灑在沙子上，形成一

幅令人百看不厭的畫。

接着，我們又去了散步，發現了一片一望無際的稻田。這時有一縷

微風吹來，稻穗摩擦之時發出了「沙沙、沙沙」的聲音。我們躺在

稻田裏，觀賞着夜空中的數之不盡，但又閃爍生輝的繁星。

在如此良宵美景中，我突然想起身為落葉的我，一但離開了供我養

分的母親，就不能活得久。當然麻雀必也想到了，所以才大費周章

地帶我去看我未曾看過的美景。我們相視一笑，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後，我便一臉感慨地對牠說：「能看到如此多的美景，了解到母親

已逐漸年邁，又有好朋友在旁，真是受

益非淺呢！」話雖如此，但我還是覺得

有些可惜：不知道還有多少日子，可以再

和麻雀一起在樹上悠閒地聊天呢？

中文科

遊香港公園
5B 李心妤

一絲微弱的光，從窗外透了進來。我從夢鄉中醒來，我緩緩地睜

開了眼睛。今天的陽光很燦爛，草地也變得更綠了，連風也有

一種甜絲絲的香氣。我伸了一個懶腰，打了個呵欠，身上的睡意

都一掃而空。我和家人收拾好背包，便踏上了前往香港公園的

旅程。

一踏進香港公園的我，就像一個好奇寶寶似的，四處東張西望。

不過我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水花，

都淺了在我的衣服上。有一對母女手牽手地走進了瀑布中，水珠

串成的簾子令她們的身影變得模糊不清。

不知不覺，便走到了人工湖，那裏鳥語花香，側耳傾聽，水聲和

小朋友的笑聲裏夾雜着小鳥動聽的歌聲。魚兒在水中嬉戲，捲起

了一個又一個的漣漪，光滑如鏡的水面揚起了陣陣的波浪。正在

照鏡子的小龜嚇得連忙後退。

沿着石路走上了石橋，我凝望着美妙的風景，有幾隻小龜正在懶

洋洋地曬太陽。一隻蝴蝶飛過，飛進了瀑布內。

在蝴蝶的帶領下，我們穿過了那個披着婚紗的「新娘」。搭着輕

快的腳步，一個鳥籠便出現在我面前了。我緩緩地走了進去，便

聽到了清脆的鳥鳴聲，抬頭一看，藍綠色的小鳥從我頭上略過。

站在「籠子」裏，微弱的陽光透了進來，從我的眼鏡反射到牆

上。耳邊停着小鳥悠揚的歌聲，我心裏想：可憐的小鳥們，難道

不喜歡自由嗎？為什麼會跑到這裏來呢？

「吱！」的一聲，把我拉回了現實，也好像小鳥給我的回應：別

擔心！

回程的路上，我看見了那位小女孩拖着媽媽的手，在夕陽下無拘

無束地奔跑。一手拿着鏡頭和筆記本的我，彷彿在她身上看見

我昔日的影子。在旅途上，我只故着拍照和做筆記，有時甚至連

自己走到了哪裏也不知道。

我好像也曾經跟她一樣，跟她一樣活

潑，跟她一樣無憂無慮。也許……時間

的流逝就是人們改變的原因吧！

學生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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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u Hoi Kiu (5B)

My Most Respected Teacher
One of the people that I respect the most is my Chinese teacher, 
Miss Ting. She is about average height and quite slender. She is 
proud of her smooth white skin and shiny, short, black hair. She 
has piercing brown eyes and willowy eyebrows hidden behind 
round wire-framed glasses and a high thin mouth. Although she 
can look quite strict, she is really very kind.

When the pandemic caused the school to close, Miss Ting never 
gave up. She gave one-on-one online lessons for everyone to 
help us discuss how to do better with our essay writing. She is 
always ingenious and admires the students. In her spare time, 
she will find a lot of famous sayings and idioms to for me, 
because she knows I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She often spends her personal time trying to help students with 
their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One particular occasion stands 
out to me. Once, my writing composition was rather poor. I 
was feeling very unhappy with how I did and asked her how to 
improve. She told me to have a private Zoom call with her later 
and spent half an hour of her private time patiently discussing 
the issues in it with me. No matter what, whether classes are 

suspended or when the school is working normally, 
Miss Ting works hard to prepare for our 
classes and make our lessons livelier and 
more interesting.

She works hard to make us believe in 
ourselves. Once, she prepared a secret box 
in class. She told everyone that when we 

finished writing our articles, we could come 
out and see the unique treasure in the box. 
At that moment, everyone felt so eager and 

excited. I tried as hard as I could to finish my writing

quickly. I got up impatiently ready to look in the box 
and was stunned by what I saw. The “unique treasure” 

Miss Ting was talking about turned out to be our reflections in 
the mirror! Miss Ting explained to us that each of us is really 
special in our own way. We are all “unique treasures”. Miss 
Ting is full of secret plans and clever tricks, and this is another 
reason I admire her so much

Once she took our class to visit the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of Tea Ware to learn and sketch different exhibits. 
Throughout the visit she created some exciting team games for 
us and took a lot of photos for us while we were hard at work. 
Everyone felt very pleased to have these wonderful memories 
of our trip shown around our classroom.

Finally, she helped show me the beauty of language. You taught 
me the meaning of famous saying by Shakespeare, "Although 
all kinds of plants and trees are thriving in the sun, the fruit 
that blooms first is always the first to mature." You are the most 
respected teacher in my life. I hope you can continue to be my 
teacher in my next life.

Wong Hei Cheng Courtney  (5A)

The Power of Friendship
"Well, here we go again." I trudge up the stairs of my school, 
weighed down by my hefty backpack. My backpack's so heavy, 
it's a miracle that I can even move. I think about the insults and 
bullying I'll have to go through again, the shouts of “Freak!”, 
“Loser!”, and breath a weary sigh. Just because I look different, I 
have no friends and I’m subjected to bullying. I use the rest of my 
energy to rush up a few flights of stairs, and into my classroom, 
just in time to hand in my homework before the bell rings.

At lunch, I head to my table. "The Loners' Table", as they call it. 
I watch as the others slide away from me, like I have a deadly 
disease, just as they always do. I dig into the chicken club 
sandwich my mother prepared for me. "At least mum loves me..." 
I think to myself. Occasionally taking a bite of my sandwich, I get 
lost in my own thoughts again...

The school day ends. I walk over to a bench to reflect on my day. 
The bullies didn’t harass me, which was unusual. "Hey, can I sit 
here?" a voice asks, interrupting my train of thought. I look up, 
and I see a kind face smiling down at me. It was Saffron, leader of 
the Martial Arts Club, and one of the strongest students at school. 
"Yes" I reply, quietly. Since I look different, hardly anyone ever 
talks to me and I am not great remembering names. My surprise 
must have shown on my face as Saffron giggles as we begin our 
chat. I realise in our conversation Saffron has been following me 
looking for a chance to chat with me. We talk about school and 
Martial Arts until it is time to go home.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at home, I decide to tell my 
teacher about the bullying. After talking with Saffron I feel 
courage in my heart. With Saffron by my side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fear. Even though it was only a short talk, we really 
bonded and I feel ready to ask for help.

After that, I was never bullied again. Those bullies were 
suspended from school for two weeks, and I became friends with 
Saffron, and her friends too! As my luck would have it, her best 
friend, Alyssa, was the head of the Cooking Club! I finally joined 
the club, and learnt many cooking techniques.

"That was a great story, Mum! Is it true?" Lizzie, my daughter, 
asked. "Yes, it is." I say, planting a kiss on her forehead "Every 
little bit of it." I knew she might encounter something like this 
when she grows older, because we look so different. I switch off 
the lights, and head back to my room.

學生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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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星夜」5D王珞熙

「超現實世界」4B 莫凱嵐

視藝科

9

「登登登凳」及
「百變瓶套」

6A 姜卓男

「文字藝術師」5B 吳梓攸「超現實世界」4B 陳浩軒

「葉的拓印」1A 郭倖瑜 「葉的拓印」1E 林卓譽

「媽媽的新形象」 2D 劉明恩

「糖果屋」
3C 葉天賞

「我們這一家」4C 徐韻旂 「梵高的星夜 」5D 鄘怡琳

「怪趣動物」
4C張志健

「環保先鋒」4C張志健



學生得獎名單2020-21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長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6D 孔慶霖 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箏獨奏（中級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A 黃希晴 銅獎

IYACC第十屆國際音樂大賽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曲目組 

（二級鋼琴）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3B 李悅澄 金獎

視藝獎

第二屆「515國際家庭日」－ 
全港青少兒繪畫比賽2020

（小童組）
GNET STAR 2B 陳恩希 2E 余卓瑤 銀獎

J3 - 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J10西洋畫組） Good Morning Class 5D 黃希晴 銀獎

Paper Clay – Primary  
Two of the Hong Kong Arts 

Competition 2021
Hong Kong Cultural  

And Arts Association 2D 王韋洛 Second Prize

幻想聖誕繪畫大賽 
（繪畫組 - 初小組） 上•文化 2D 王韋洛 銀獎

小紅熊自油想全港 
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0 

（兒童組）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2E 余卓瑤 銅獎

小紅熊童寵愛全港 
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0 

（兒童組）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2B 陳恩希 2E 余卓瑤 銀獎

「第13屆香港青少年及 
幼兒藝術節」－黏土比賽 
（小學一/二年級組）

中國藝術家協會 
香港秘書會 2D 王韋洛 季軍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2E 余卓瑤 金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小童組 - 西畫）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2E 余卓瑤 金獎

3B 李悅澄 銅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小童組 - 國畫）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1C 高銘恩 銀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中童組 - 西畫）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5B 吳梓攸 銅獎

2020普世歡騰頌聖誕－繪畫比賽 
（兒童組－繪畫）

全方位比賽平台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3B 李悅澄 冠軍

月滿慶中秋－繪畫比賽 
（兒童組－繪畫）

全方位比賽平台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3B 李悅澄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19 
（兒童組） 亞美斯藝術交流 5D 黃希晴 兒童組銀獎

2019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第17屆海洋大探險兒童繪畫 
比賽」（小學P4-P6組）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5D 黃希晴 銅星獎

2019第17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3B 李悅澄 金星獎

2019第18屆聖誕手工設計比賽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2D 王韋洛 亞軍

2020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第23屆海洋大探險手工設計 
比賽」（小學P1-P3組）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2D 王韋洛 亞軍

第二屆全港小學填色比賽: 
「真理」 明愛胡振中中學

3A 李思諾 初小組冠軍

3E 張昭玥 3E 鄉芷晴 初小組優異獎

5B 吳梓攸 高小組冠軍

5D 葉思憫 高小組季軍

道路交通安全橫額設計比賽 南區道路委員會
3B 李悅澄 亞軍

3A 陳依琳 季軍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 
分齡比賽2020年度－西洋畫 

（第四組）
星島雜誌集團 2D 王韋洛 一等獎

美食Yummy Yummy 2020 
全港兒童繪畫及黏土創作大賽 
（兒童繪畫－P3-P4）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 
交流協會 3B 李悅澄 季軍

美食Yummy Yummy  
2020全港兒童繪畫及 
黏土創作大賽 

（黏土創作－P1-P2）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 
交流協會 2D 王韋洛 冠軍

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大獎賽2021 
（高小組填色比賽） 香港青年兒童藝術協會 4B 劉冰佑 金獎 

2020普天同慶賀聖誕－ 
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繪畫－兒童A組）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 4B 江逸瞳 繪畫- 兒童A組
銅獎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2020年度
－香港行山日記（2013年組）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 2E 余卓瑤 優異獎

活動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 
常識公開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數理協會

6B 王楚軒 金獎

6B 劉進溢 6B 黃裕聰 銀獎

6B 鄺銘然 銅獎

2020年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高小組）

南區民政事務總署 -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6D 鍾羽蕎 南區傑出少年

6B 張天穎 6B 馮柏童 南區優秀少年

2020南區「勇闖高峰」 
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南區學校聯會
南區青年團

6D 黎泳琳 最佳演說家

6D 黎泳琳 6E 黃梓熙 潛質學生領袖  
金獎

6B 王楚軒 潛質學生領袖  
銀獎

6B 王楚軒 6B 潘悅源 6B 劉進溢  
6C 李穎童 6D 黎泳琳 6E 黃梓熙 學生領袖

「衡怡盃」-  
全港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6B 彭可穎 銅獎

音樂獎

2020 1st PPA Online Music 
Festival （Group C-01: 
Ensemble or Choir）

Paul Phoenix Academy 5B 林意臻 5B 馬正瑜 5B 方芍雯  
5D 卓子晴 5D 葉思憫 5D 李倩甄 BRONZE

音樂智能之全港中小學音樂節
2021 「鋼琴分級獨奏-一級組」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1E 張玥澄 亞軍

音樂智能之全港中小學音樂節
2021 「鋼琴分級獨奏-二級組」 3A 黃皓恩 3B 李悅澄 銀獎

音樂智能之全港中小學音樂節
2021 「鋼琴分級獨奏-四級組」 5D 黃皓儀 季軍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盃 
國際音樂比賽

(鋼琴級別-三級組）
5B 吳梓攸 冠軍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
節「鋼琴級別組-四級組」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
發展協會 6D 鄒子誠 金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一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E 盧天佑 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三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D 郭俊榮 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提琴獨奏（四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6B 鄺銘然 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小號獨奏（小學初級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E 黎皓博淳 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C 高銘恩 季軍

1A 高天藍 1E 張玥澄 1E 何承彥  
2A 關羽翹 2A 謝希怡 2C 陳子妤  
2C 傅昭媛 2E 余卓瑤 3B 李悅澄  
3D 梁苡澄 6E 黃允祈

銀獎

2A 黎昊臻 2C 李紀嬈 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3B 鄺心悠 4B 謝雅晴 金獎

2A 葉思柔 3A 黃皓恩 3E 黃煒晉  
4C 張梓軒 5B 李穎嵐 銀獎

2B 陳恩希 2E 黃美螢 5B 黃柏淇  
5D 陳彥鈞 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B 劉曉暉 5B 謝仲禮 5B 甄詠悠  
6B 鄺銘然 銀獎

3E 鄉芷晴 5B 李心妤 6B 郭浠澄 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B 方𥫩雯 5D 黃皓儀 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D 江曉悠 5D 鄒珽匡 銀獎

6D 鄒子誠 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分級鋼琴獨奏（六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D 葉思憫 金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分級鋼琴獨奏（七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B 林意臻 銀獎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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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長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6D 孔慶霖 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箏獨奏（中級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A 黃希晴 銅獎

IYACC第十屆國際音樂大賽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曲目組 

（二級鋼琴）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3B 李悅澄 金獎

視藝獎

第二屆「515國際家庭日」－ 
全港青少兒繪畫比賽2020

（小童組）
GNET STAR 2B 陳恩希 2E 余卓瑤 銀獎

J3 - 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J10西洋畫組） Good Morning Class 5D 黃希晴 銀獎

Paper Clay – Primary  
Two of the Hong Kong Arts 

Competition 2021
Hong Kong Cultural  

And Arts Association 2D 王韋洛 Second Prize

幻想聖誕繪畫大賽 
（繪畫組 - 初小組） 上•文化 2D 王韋洛 銀獎

小紅熊自油想全港 
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0 

（兒童組）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2E 余卓瑤 銅獎

小紅熊童寵愛全港 
兒童繪畫創作比賽2020 

（兒童組）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 2B 陳恩希 2E 余卓瑤 銀獎

「第13屆香港青少年及 
幼兒藝術節」－黏土比賽 
（小學一/二年級組）

中國藝術家協會 
香港秘書會 2D 王韋洛 季軍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2E 余卓瑤 金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小童組 - 西畫）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2E 余卓瑤 金獎

3B 李悅澄 銅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小童組 - 國畫）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1C 高銘恩 銀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中童組 - 西畫）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5B 吳梓攸 銅獎

2020普世歡騰頌聖誕－繪畫比賽 
（兒童組－繪畫）

全方位比賽平台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3B 李悅澄 冠軍

月滿慶中秋－繪畫比賽 
（兒童組－繪畫）

全方位比賽平台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3B 李悅澄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19 
（兒童組） 亞美斯藝術交流 5D 黃希晴 兒童組銀獎

2019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第17屆海洋大探險兒童繪畫 
比賽」（小學P4-P6組）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5D 黃希晴 銅星獎

2019第17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3B 李悅澄 金星獎

2019第18屆聖誕手工設計比賽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2D 王韋洛 亞軍

2020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第23屆海洋大探險手工設計 
比賽」（小學P1-P3組）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2D 王韋洛 亞軍

第二屆全港小學填色比賽: 
「真理」 明愛胡振中中學

3A 李思諾 初小組冠軍

3E 張昭玥 3E 鄉芷晴 初小組優異獎

5B 吳梓攸 高小組冠軍

5D 葉思憫 高小組季軍

道路交通安全橫額設計比賽 南區道路委員會
3B 李悅澄 亞軍

3A 陳依琳 季軍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 
分齡比賽2020年度－西洋畫 

（第四組）
星島雜誌集團 2D 王韋洛 一等獎

美食Yummy Yummy 2020 
全港兒童繪畫及黏土創作大賽 
（兒童繪畫－P3-P4）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 
交流協會 3B 李悅澄 季軍

美食Yummy Yummy  
2020全港兒童繪畫及 
黏土創作大賽 

（黏土創作－P1-P2）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 
交流協會 2D 王韋洛 冠軍

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大獎賽2021 
（高小組填色比賽） 香港青年兒童藝術協會 4B 劉冰佑 金獎 

2020普天同慶賀聖誕－ 
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 
（繪畫－兒童A組）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 4B 江逸瞳 繪畫- 兒童A組
銅獎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2020年度
－香港行山日記（2013年組）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 2E 余卓瑤 優異獎

IYACC 筆記本設計大賽  
主題組別: 自選主題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5D 黃希晴 金獎

IYACC 筆記本設計大賽  
主題組別: 我最喜歡的節日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1C 陳譽文 金獎

IYACC第十二屆 
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2D 王韋洛 冠軍

IYACC第十二屆 
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主題：我愛大自然）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5D 黃希晴 亞軍

語文獎

秀麗詩詞硬及毛筆書法比賽2020 
（初級組硬筆書法比賽） HKVACC 2D 王韋洛 亞軍

Tell A Tale Children’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20/21 ~ Preliminary Round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Category 1

Sponsored by:   
SCOLAR

Organised by: TEACUP 
PRODUCTIONS

2E Lau Cheuk Wing First Prize

2D LAU MING YAN Second Prize

Tell A Tale Children’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20/21 ~ Preliminary Round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Category 2

Sponsored by:   
SCOLAR

Organised by: TEACUP 
PRODUCTIONS

3D CHEUNG YAN SAN First Prize
3E SIANG CHI CHING JOYCE Second Prize

3E YEUNG CHEUK HEI Third Prize

2019-2020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
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香港賽區）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6D 李焯姸 小學五至六年級
組別二等奬

6B 張天穎 小學五至六年級
組別三等奬

2019-2020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
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香港賽區）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6B 張天穎 小學五至六年級

組別三等奬

第二十九屆香港金口獎比賽 北區青年商會 6B 張天穎 優異獎

4.23徵文活動 – 
「我最喜愛的一本書」 宗教教育中心 5B 周希晴 5B 林意臻 優異獎

第一屆全港小學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 明愛胡振中中學

6D 黃睿詩 冠軍

6D 周嵐沂 亞軍

5D 姚姍彤 5D 黃皓儀 優異獎

第二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2D 王韋洛 中文硬筆書法 -  
初小組金獎

語文智能之中英文寫作比賽2020 
（初小組 - 中文寫作）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2D 王韋洛 良好獎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19-20「兩代情」徵文比賽 

（小學組）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5B 莊凱喬 5D 鄭怡琳 6D 陳晉霆  
6D 鄺虹如 優異獎

2020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第三
屆專業精英盃朗誦比賽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 5D 林易樂 高小組詩詞季軍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Solo 
Verse Speaking（英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C 黃玥桐 4B 劉冰佑 5D 林悅行 冠軍 
6D 林梓韜 亞軍 
2A 施安 3D 張晉瑋 3D 黃文稀  
6D 鄒子誠 6D 黃棹謙

良好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英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A 潘曦晴 1A 蔡思行 1A 傅恩怡  
1A 周依澄 1A 許爾諾 1A 岑唯瑜  
1B 黃芊晨 1B 尹晞霖 1C 徐濼洳  
1D 鄭祺鋒 1D 李曉柔 1D 黃雅悠
1E 陳亮言 1E 梁子申 1E 林卓譽  
1E 陳進峰 1E 郭浠渝 2A 趙悅晴  
2A 盧諺祺 2B 江梓雋 2B 林煥然  
2B 陳恩希 2C 池宗熹 2C 鍾晉霖
2E 方濼瑜 2E 劉卓穎 2E 徐頌瑜  
2E 林一望 3A 許心諾 3B 洪梓朗  
3B 鄺心悠 3B 林家兆 3C 吳承羲  
3C 王濤 3D 吳天琪 3D 周文浠
3D 梁苡澄 3D 黃穎心 3D 張昕燊  
3D 林曉瑩 3E 鄉芷晴 3E 梁采詠  
3E 岑智儉 4B 洪俊熙 4B 莫凱嵐  
4D 蔡焯棋 4D 何詩澄 4D 區曉彤
4D 洪詩翹 4D 吳臻熹 5A 黎心兒  
5B 林意臻 5B 李心妤 5B 孫樂玟  
5B 盧均皓 5B 姚凱尤 5C 姚鎰朗  
5D 吳朗程 5D 卓子晴 5D 張翹泰
5D 郭俊榮 5D 黃凱琳 5D 陳穎彤  
5E 陳琛兒 6A 鄺雪瀠 6B 劉進溢  
6B 麥瑋洛 6B 張天穎 6B 黎澤恩  
6C 黃汝政 6C 李穎童 6D 鍾羽蕎
6D 伍朗維 6D 周嵐沂 6D 李焯姸  
6D 黃睿詩 6D 吳鍱堯 6E 黃允祈

優良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普通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3E 鄉芷晴 5D 鄒珽匡 良好 
2A 關羽翹 3B 陳燁軒 5A 黃奕佑 優良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粵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D 黃希晴 良好 
3D 黃嘉慧 5D 吳朗程 優良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A 林羽晴 1A 顧文睿 1A 顧文希  
1A 李沚喬 1E 陳進峰 1E 鄒紀圖  
2A 蘇煦婷 2B 何悦希 2E 余卓瑤  
3A 郭愷澄 3C 陳婧瑜 3E 郭穎恩
4C 呂永焜 5B 許學維 6D 黃棹謙

良好 

4D 魏瑾瑜 冠軍 
1A 陳青蔚 1A 黃鈺茵 1A 郭倖瑜  
1A 傅恩怡 1C 陳譽文 1C 徐濼洳 
1E 馮詩淨 1E 林卓譽 1E 梁子申 
2A 盧諺祺 2E 姜鎧彥 2E 楊皓堯
2E 卓雅玥 2E 馮梓情 2E 林頌瑜 
3A 關加汝 3A 梁恩瑜 3A 余承駿 
3C 王濤 3D 吳天琪 3E 林羽彤 
3E 呂文軒 3E 梁采詠 3E 陳思彤
3E 呂玟熹 3E 岑智儉 4B 洪俊熙 
4B 莫凱嵐 4B 劉冰佑 4C 徐韻旂 
4D 區曉彤 4D 李綽凌 4D 何詩澄 
5C 陳梓瑜 5D 李倩甄 5D 林易樂
5E 朱清羽 6B 彭可穎 6B 劉進溢

優良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B 冼文晞 3D 黎桌霖 4E 羅梓軒 
5E 梁靜琪 6D 鍾羽蕎  / 

1C 王芊茹 2B 黃凱晴 3C 黎日妍 
3E 黃煒晉 4B 葉穎欣 5B 黃柏淇 
5B 高逸晞 5D 陳穎彤 5D 陳霆鏗 
5E 梁凱嵐 6B 黎澤恩 6D 周嵐沂
6D 黃穎晞

良好 

4A 郭晙謙 冠軍

1D 李曉柔 6B 郭浠澄 6B 張天穎 亞軍

1C 蘇苡蕎 2C 池宗熹 5B 林溢軒 
6D 任珞瑤 季軍 

1B 黎桌賢 1B 尹晞霖 2B 江梓雋 
2C 李紀嬈 2C 楊可潁 2C 馮梓軒 
2D 劉明恩 2D 陳卓謙 2D 王韋洛 
3B 陳傲兒 3E 張希媃 4B 麥穎芯
4C 張凱晴 5B 李穎嵐 5B 劉凱翹 
5D 王珞熙 6B 梁譽慇 6D 黃棹謙

優良

尊重．包容．負責．關愛 
標語創作大賽2020 帶Teen童路 4C 劉禮謙 高小組優異獎

華萃新傳- 
第一屆全港小學 

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教育局

4A 郭晙謙 4B 周楚蕎 4B 洪俊熙 
4B 郭康喬 4B 劉冰佑 4B 吳徑昊 
4C 馮浩浠 4D 陳晉毅 4D 劉津嘉 
4D 李盈瑩 4D 嚴靜頤 5B 許學維
5B 高逸晞 5B 郭知行 5D 林悅行 
5D 吳朗程 5D 楊凱恩 6B 馮柏童 
6B 鄺銘然 6B 黎澤恩 6B 劉進溢 
6B 王楚軒 6B 黃裕聰 6B 余晏僑  
6D 鍾羽蕎 6D 李嘉賢 6D 黃穎晞 
6D 任珞瑤  

18區卓越表現獎
-南區第二名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0/2021 
（小學英語組）

教育局
香港藝術學院

4D 吳臻熹 5A 蘇悠雅 5A 黃希晴 
6B 張天穎 6B 李樂哲 6B 麥瑋洛 
6C 林孟希 6C 江柏晞 6D 黎泳琳 
6D 吳鍱堯 6D 孔慶霖 5A 黃希晴
6B 李樂哲 6D 黎泳琳 6D 吳鍱堯

傑出合作獎

4D 吳臻熹 5A 蘇悠雅 5A 黃希晴 
6B 張天穎 6B 李樂哲 6B 麥瑋洛 
6C 林孟希 6C 江柏晞 6D 黎泳琳 
6D 吳鍱堯 6D 孔慶霖

傑出影音效果獎

2020年第二十六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6B 陳晞雯 畢業生 吳穎哲 優異獎

2021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4D 蔡焯棋 亞軍

第三十一屆祖父母節 
創意寫作比賽 維多利亞青年協會 5B 孫樂玟 6D 何愷琳 6D 孔慶霖 

6D 鄺虹如 優異獎

2020香港校際徵文比賽暨粵港澳
大灣區青少年徵文比賽

廣東省語言文字工作協會
粵港澳中國文化交流協會

4B 莫凱嵐 金獎

6B 張天穎 優異獎

Children’s and Youth Chinese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2D 王韋洛 冠軍

鵬程杯第14屆現場作文大賽 
（小學5-6年級組）

鵬程綜藝文化促進協會
香港朗誦藝術語言中心
香港普通話導師中心
妙韻出版社

6D 黃穎晞 金獎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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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獎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 
（上學期初賽）數學科 Fun Fun Arena 4B 劉冰佑 金獎

Math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 MathConceptition

5B 林意臻 5D 陳霆鏗 金獎

4B 劉冰佑 4D 莫傲言 5D 余嘉恒 銀獎

4D 洪尚亨 6D 李論 銅獎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20-2021） 九龍三育中學

4B 劉冰佑 4D 洪尚亨 4D 譚兆衡 
5B 林意臻 5B 羅正喬 5D 陳霆鏗 
5D 余嘉恒 6B 梁譽慇 6D 余嘉晞

金獎

4B 趙政宇 4B 周楚蕎 4D 嚴靜頤 
5B 方𥫩雯 5B 林溢軒 5D 查善衡 
5D 鄒珽匡 5D 郭俊榮 5D 丁俊瑋 
5D 黃凱琳 6B 張晧鋒 6D 葉浚義
6D 黃源邦

銀獎

4B 張雅詩 4B 符朗峯 4B 吳徑昊 
4C 張志健 4D 劉津嘉 5B 高逸晞 
5B 馬正瑜 5B 施雪悠 5B 黃柏淇 
5D 鄭紋慧 5D 葉思憫 6B 陳雨謙
6D 鍾羽蕎 6D 李宏毅 6D 黃棹謙

銅獎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華南賽區）晉級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杯組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D 吳欣熹 小學一年級
二等獎

2E 鄧善姿 小學二年級
二等獎

2E 劉卓穎 3D 張梓進 小學二年級
三等獎

2020年秋季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解難分析科）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5B 張海源 5B 張承軒 5B 林溢軒 
5B 林意臻 5B 李君灝 5B 李心妤 
5B 孫樂玟 5D 查善衡 5D 鄭怡琳 
5D 鄒珽匡 5D 李倩甄 5D 梁舜
5D 黃凱琳 5D 楊凱恩 5D 余嘉恒 
6B 陳雨謙 6B 鄺銘然 6B 黎綺婷 
6B 李樂哲 6B 馬嘉敏 6B 麥瑋洛 
6B 潘悅源 6D 陳東池 6D 周嵐沂
6D 何愷琳 6D 孔慶霖 6D 李焯姸 
6D 李宏毅 6D 李嘉賢 6D 魏浩怡 
6D 鄧安盈 6D 黃棹謙 6D 黃源邦 
6D 任珞瑤 6D 余嘉晞

良好

2020年秋季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數學科）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5B 蔡梓瑩 5B 方浚軒 5B 黎旭昇 
5B 孫樂玟 5B 黃家熙 5D 鄭紋慧 
5D 鄭怡琳 5D 鄒珽匡 5D 林易樂 
5D 李倩甄 5D 李依諾 5D 丁俊瑋
5D 黃希晴 5D 黃凱琳 5D 楊凱恩 
6A 容祺灃 6B 陳雨謙 6B 張天穎 
6B 周凱柔 6B 林嘉欣 6B 馬嘉敏 
6B 麥湘 6B 潘悅源 6D 陳晉霆
6D 鍾羽蕎 6D 孔慶霖 6D 李宏毅 
6D 梁曦怡 6D 李嘉賢 6D 羅浩然 
6D 魏浩怡 6E 何希晴

良好

5B 林琳 5B 林溢軒 5B 林意臻 
5B 劉凱翹 5B 李君灝 5B 李心妤 
5D 梁舜 5D 盧泊錡 5D 余嘉恒 
6A 陳若嵐 6B 張嘉純 6B 鄺銘然
6B 黎綺婷 6B 李樂哲 6B 麥瑋洛 
6D 陳東池 6D 周嵐沂 6D 何愷琳 
6D 黎泳琳 6D 李焯姸 6D 伍朗維 
6D 鄧安盈 6D 黃棹謙 6D 黃源邦
6D 任珞瑤 6D 余嘉晞

優秀

2020年秋季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5B 羅正喬 5D 區學銘 5D 郭俊榮 
6B 黎澤恩 6B 劉進溢 6B 梁譽慇 
6D 葉浚義 6D 林梓韜 6D 李軒舜 
6D 黃穎晞 6D 邱名駿

雙優

世界數學解難評估 
（2019秋季）-數學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6D 李論

Most 
Outstanding 
Candidate

2020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C 池宗熹 小二數學組金獎

2C 池宗熹 小二奧數組銅獎

2020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四奧數組）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4E 黎珈御 銅獎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2020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六奧數組）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6D 周嵐沂 6D 魏浩怡 6D 黃棹謙 銀獎

6D 周嵐沂 殿軍

香港數學挑戰賽2020 
（二年級組）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3E 何一正 二等獎

第五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3E 何一正 小學三年級組
一等獎

3E 葉熙桓 小學三年級組
二等獎

6B 馮柏童 小學六年級組
一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2020（華南賽區）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6D 陳東池 三等獎

2021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賽（AIMO Open）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E 何一正 6B 王楚軒 銀獎

2E 鄧善姿 3E 葉熙桓 6A 陳若嵐 
6D 陳俊浩 銅獎

2020網上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小四組）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4B 劉冰佑 個人冠軍

4B 劉冰佑 金獎

4D 洪尚亨 銅獎

2020網上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小五組）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5D 陳霆鏗 個人冠軍

5B 林意臻 個人亞軍

5D 陳霆鏗 金獎

5B 林意臻 銀獎

5B 馬正瑜 5D 區學銘 銅獎

2020網上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小六組）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6B 陳雨謙 銅獎

2020網上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團體）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4B 趙政宇 4B 符朗峯 4B 郭康喬 
4B 黎澤樺 4B 劉冰佑 4D 蔡焯棋 
4D 洪尚亨 4D 祁厚誠 4D 莫傲言 
4D 譚兆衡 5B 張俊康 5B 林琳
5B 林溢軒 5B 林意臻 5B 劉凱翹 
5B 馬正瑜 5D 區學銘 5D 查善衡 
5D 陳霆鏗 5D 余嘉恒 6B 陳雨謙 
6B 鄺銘然 6B 黎澤恩 6B 王楚軒
6D 葉浚義 6D 李論 6D 李宏毅 
6D 黃棹謙

總季軍

體育獎

Ziberty 全港跳繩個人挑戰賽 
2021（2011 - 2012 年出生女子

組20秒單車步）
Ziberty Sports Studio

3E 鄉芷晴 亞軍

3E 鄉芷晴 季軍

Ziberty 全港跳繩個人挑戰賽 
2021（2011 - 2012 年出生女子組

30秒技巧賽）
Ziberty Sports Studio 3E 鄉芷晴 亞軍

Ziberty 全港跳繩個人挑戰賽 
2021（9-10歲女子組總成績） Ziberty Sports Studio 3E 鄉芷晴 季軍

飛達兒童田徑錦標賽 2021 
（男子2012 - 4 x 100米） 飛達田徑會 3D 譚熙進 亞軍

網上跳繩比賽2020 -  
20秒二重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4D 何一心 冠軍

3E 鄉芷晴 季軍

網上跳繩比賽2020 -  
20秒交叉開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4D 何一心 3E 鄉芷晴 亞軍

網上跳繩比賽2020 -  
20秒後交叉開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3E 鄉芷晴 亞軍

4D 何一心 殿軍

網上跳繩比賽2020 -  
20秒連續交叉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4D 何一心 冠軍

3E 鄉芷晴 亞軍

網上跳繩比賽2020 -  
20秒單車步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4D 何一心 亞軍

3E 鄉芷晴 季軍

網上跳繩比賽2020 -  
20秒雙腳跳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4D 何一心 亞軍

3E 鄉芷晴 季軍

比賽項目 主辦機構 得獎學生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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