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1 年度校外比賽獲獎消息：
(截至 2021 年 7 月 24 日)
1.

2020 年第一屆廣東跆拳道綫上品勢公開賽
第一名:
個人品勢女子少年組紅 - 紅黑帶: 6A 蔡天恩
混雙品勢少年組: 6A 蔡天恩
第二名:
個人品勢女子兒童組白黃 - 黃帶: 2B 譚芷澄
混雙品勢少兒二組: 2A 蔡天慧
第三名:
個人品勢女子少兒二組白黃 - 黃帶 - 2A 蔡天慧

2.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晉級賽 - 銅獎: 5C 林孝榮
總決賽 - 銀獎: 2D 高安兒、3E 陳靖安、4B 蔡逸帆

3.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 二等奬：3C 石愷翹、4C 謝瑋澄、4A 葉睿弘、5D 陳晞彤、6E 黃蒨妍
三等獎 :4A 蔡愷帆、4C 謝瑋澄、4D 張倬僖、5C 劉婥穎、5E 梁君配、
5E 常頌恩、6D 劉潤龍、6E 林躍羚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 二等奬：4A 蔡愷帆

4.

2020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總決賽 小二 – 銀獎: 3E 陳靖安
小一 - 銅獎: 2B 林承希

5.

港青羽毛球團體分齢賽 2020
C 組-冠軍: 5D 李儁諾

6.

2020 勵誠盃網上品勢邀請賽
兒童組
– 金獎: 2B 譚芷澄
少兒二組 – 金獎: 2A 蔡天慧
少年組
– 金獎: 6A 蔡天恩

7.

華夏杯全國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晉級賽 – 一等獎: 3E 陳靖安、5B 林希妍
二等獎: 2B 梁信希、2C 陳諾琳、3D 陳泓善、5D 陳晞彤、6D 陳君灝
三等獎: 3A 李孜頤、3E 許詩韻、5C 林孝榮、5E 陳倩婷、5E 溫熹璵
6C 鄭傲哲、6E 楊凱信
總決賽 – 一等獎: 3E 陳靖安
二等獎: 4E 李智仁
三等獎: 6C 鄭傲哲

8.

華夏杯全國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初賽 - 合格: 1A 鄭亦朗、1A 黃曉明、1A 黃奕燊、1B 周善妤、1B 許浚朗、1B 李弘博、
1B 麥正澔、1B 王焯謙、1C 陳懿樂、1C 葉毅謙、1C 梁靖熙、1D 馮峻樂、
1D 鄧曦晨、1E 李政衡、1E 潘翊桁、2A 陳荇淳、2A 馮見朗、2A 高馨晴、
2A 賴天倫、2A 呂柏頤、2A 馬進熹、2B 陳俊熙、2B 陳晉翹、2B 朱紫萁、
2B 林承希、2B 梁信希、2B 楊斯涵、2C 陳皓 、2C 陳諾琳、2C 鄧子逸、
2D 陳盈諾、2D 李皓哲、2D 王思嵐、2E 林智毅、2E 林心喬、2E 梁頌謙、
3A 陳岷鍵、3A 陳杫榆、3A 鄭晞瑤、3A 李孜頤、3B 蔣詩晴、3B 方奕榮、
3B 劉禮傳、3B 梁靖暄、3B 薛洛昕、3C 崔韶晃、3D 陳泓善、3D 鄭梓妤、
3D 李肇峰、3D 梁宇翺、3E 陳靖安、3E 許詩韻、4A 陳恩灝、4A 呂誠 、
4B 蔡逸帆、4B 古靜思、4C 謝瑋澄、4D 李偉恒、4D 梁以臨、4E 鄭紫諾、
4E 詹睿婷、4E 江肇遵、4E 李智仁、4E 李力奇、4E 李灝 、5A 張天晴、
5A
5B
5E
6A
6D
6E

甘至喬、5A
阮詠津、5C
陳倩婷、5E
黃晉廷、6B
陳君灝、6D
黃梓丞、6E

鄧子越、5B
林孝榮、5C
朱霨錤、5E
陳智炫、6B
顧曉儀、6D
楊凱信

許凱琳、5B
徐子寬、5D
梁君配、5E
周卓南、6C
關毅朗、6D

林希妍、5B
陳晞彤、5D
常頌恩、5E
陳智謙、6C
劉潤龍、6E

林羨雯、5B
薛樂孜、5D
温熹璵、6A
鄭傲哲、6C
陳君珀、6E

李肇軒、
黃逸舜、
謝子燊、
梁懿溱、
張敬濠、

晉級賽 – 二等獎：1B 周善妤、1E 李政衡、2B 朱紫萁、2B 林承希、2D 陳盈諾、3D 陳泓善、
6E 楊凱信
三等獎：1C 葉毅謙、1E 潘翊桁、2A 呂柏頤、2D 王思嵐、2E 林智毅、4E 江肇遵、
5B 林羨雯、5E 常頌恩、6E 黃梓丞
9.

西貢區青少年分齡跆拳道邀請賽 2020/2021
品勢賽個人組 – 季軍: 2A 蔡天慧、2B 譚芷澄

10. 公益金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
初級組獎章 – 4D
6E
基本級獎章 – 4A
5A
6B
中級組獎章 – 6D

陳嘉臻、5B
陳君珀
江芷穎、4D
賴君顥、5A
沈軍諾、6C
顧曉儀

潘明蔚、5C 徐子寬、6A 蔡天恩、6C 楊朗昇、6E 李駿樂、
張倬僖、4D 何顯晴、4E 江肇遵、5D 陳政亨、5A 鄧子越、
龐煦晴、5A 陳匡正、5A 翟智琳、5B 潘尚禮、5C 陳以謙、
李芷蕎、6E 梁彥曦

11. 2020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總決賽 – 銅獎: 6C 鄭傲哲
12.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西洋畫（第三組）– 一等獎: 1E 文藝霖
西洋畫（第七組）– 一等獎: 5E 林沛欣
中國畫（第七組）– 一等獎: 5B 陳一壹
13. 2020 ProFencing Age Group Fencing Championship
U8 Boy’s Foil – 季軍 : 3E 吳禮正
14. FSA Fencing Competition 2020
U8 Boy’s Foil – 季軍 : 3E 吳禮正
15. 第二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硬筆書法 (高小组) – 銀獎 : 5E 林沛欣
中文硬筆書法 (初小組) - 銅獎 : 2D 林沛衡
16. HKYPAF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20
金獎:
鋼琴三級組 - 5D 鄭萃睎
銀獎:
鋼琴 G02 考級二級組 - 1A 鄭亦朗
銅獎:
鋼琴公開分齡組年齡賽 少年 A 組 - 6D 馬景軒
亞軍:
鋼琴組別組(第七組) - 6D 馬景軒
17. 第七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民樂拉弦組小學組 - 傑出金獎 : 4B 黃沛霖
民樂拉弦組小學組 - 第一名 : 4B 黃沛霖

18.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英文詩詞獨誦: 3A 陳杫瑜、4D 洪浠晴、4D 陳嘉臻、6B 羅晴禧
普通話散文獨誦: 6C 陳智謙
亞軍:
英文詩詞獨誦: 2B 朱紫萁、3B 何洛瑤、5D 陳晞彤
粵語詩詞獨誦: 1B 譚裕澄、3A 廖敬樂
季軍:
英文詩詞獨誦: 4D 莫懿晴、5A 何梓澄、5E 羅仁傑
普通話詩詞獨誦:4C 張傲雋、5D 陳晞彤
粵語散文獨誦: 1E 丁忻實
19. 2nd Poomsae Lover International Online Championships
Colorbelt Advance - Female - Cadet C - 冠軍：6A 蔡天恩
- Kids 2E - 冠軍: 2E 蔡天慧
- Kids 1E - 冠軍: 2B 譚芷澄
20.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中童組西畫 - 銀獎：5E 林沛欣
小童組西畫 - 銅獎：2D 林沛衡
21. 2021 勵誠盃品勢邀請賽
女子少兒組－色帶高階 - 冠軍：6A
女子少兒組－色帶中階 - 亞軍：2E
女子少兒組－色帶初階 –冠軍 :2B
- 亞軍：2A

蔡天恩
王祉菇
譚芷澄
蔡天慧

22. 第 18 屆小學生書叢榜書叢繪出喜「閱」比賽
「書蟲愛書籤。創意可萬千」書籤設計比賽 - 冠軍 ：2D 陳盈諾
- 優異獎：2D 王思嵐
親子組 - 優異獎：1E 文藝霖
23. 校園四人足球發展計劃同樂盃 2021
U11 男女混合組碟賽 - 亞軍：4B 丁朗辰、4D 黃諾勤、4E 馮心言、5D 孔逸朗、5E 溫熹璵、
5E 丁朗日

24.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 2020
VEX 機械人技能賽 - 優異獎：5D 侯倩華、5D 盛殷彤、5E 馬天悅、6D 李德仁
VEX 機械人技能賽 –評審獎：5D 侯倩華、5D 盛殷彤、5E 馬天悅、6D 李德仁
25. 「國慶 71 繪出愛」填色及繪畫比賽
初小組 - 優異獎: 3E 賴君愷
26. 愛兒童·童行兒歌創作比賽
歌曲創作 - 優異獎:2A 呂柏頤、2D 王思嵐
27. 第 32 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Top-rope / Female U11-冠軍:3C 林諾言
28. 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綜合組親子小組小組集誦廣東話-冠軍: 1C 張敬嶠
2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2021
初賽 - 合格: 1A 鄭亦朗、1A 梁志鋒、1A 黃曉明、1A 黃奕燊、1B 周善妤、1B 李弘博、
1C 陳懿樂、1C 葉毅謙、1C 梁靖熙、1D 鄧曦晨、1E 李政衡、1E 潘翊桁、
2A 陳荇淳、2A 馮見朗、2B 張心弦、2B 林承希、2B 梁信希、2B 楊斯涵、
2C 陳皓 、2C 陳諾琳、2C 鄧子逸、2D 陳盈諾、2D 高安兒、2D 李梓琳、
2D 王思嵐、2E 林智毅、2E 林心喬、2E 劉倩而、3A 陳岷鍵、3A 陳杫榆、
3A
3D
4B
5A
5D
6B

李孜頤、3B
鄭梓妤、3D
蔡逸帆、4B
張天晴、5A
薛樂孜、5D
戴子喬、6C

方奕榮、3B
李肇峰、3E
古靜思、4C
甘至喬、5A
黃逸舜、5E
陳智謙、6D

劉禮傳、3B
陳靖安、3E
謝瑋澄、4E
鄧子越、5B
常頌恩、5E
陳君灝、6D

梁靖暄、3C
許詩韻、4A
鄭紫諾、4E
許凱琳、5B
温熹璵、6A
蘇子軒、6E

30.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銀獎:2B 林承希
晉級賽-銅獎: 2E 林智毅、2E 劉倩而、2D 王思嵐、6E 黃梓丞
決賽-銅獎:1E 潘翊桁、1C 葉毅謙
決賽-銀獎: 1B 周善妤、1E 李政衡

崔韶晃、3D
陳恩灝、4A
江肇遵、4E
林希妍、5B
黃晉廷、6B
黃梓丞、6E

陳泓善、
林文薈、
李智仁、
李肇軒、
陳智炫、
楊凱信

31. 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冠軍: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亞軍: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季軍: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聲樂獨唱
:
柳琴獨奏 –初級組 :

2B 楊斯涵
2C 陳諾琳
2D 張信謙
5D 黃逸舜
4A 謝映晞
4D 洪浠晴
5E 吳悅曦

32.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中小普通話對誦組- 金獎: 5A 張天晴
中小普通話古詩組- 銀獎: 5A 張天晴
中小普通話三字經組- 金獎: 5A 張天晴
33. 2020 Kimunyong Cup International Open Online Taekwondo Champions
6th grade – 第二名: 6A 蔡天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