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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檔
龍生龍，鳳生鳳

 晚飯後，子聰、志偉和爸爸在陽台上聊天。
 子聰問：「哥哥，『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天生會打洞』是甚麼意思？」
 志偉道：「為甚麼你會這樣問？」
 子聰：「我正看武俠小說，書中有這一句，我不大懂。」
 「讓我看看，哦！這句是指你的父母是甚麼人？你便是那類人。例如父母是
漁民，子女必是漁夫；相反，爸媽是賊匪，下一代定非善類。」子聰點點頭，認為
這句話很有道理。
 這時，爸爸問：「志偉，你也認同這句話嗎？」
 志偉望望弟弟，然後說：「若是動物，這句話是正確的：老虎的下一代，絕
不會是飛鳥；魚兒剛生下來，已懂游潛，但人嘛，我認為不對。」
 「為甚麼？」子聰問。
 「弟弟，你知道香港最有錢的人是誰？」弟弟猶豫了一會，然後搖搖頭。
 志偉續道：「是李嘉誠先生。可是李的父親雖籍籍無名，李嘉誠卻是長袖善
舞，優於營商的成功人士，所以『龍生龍，鳳生鳳』可不對啊！」
 爸爸點點頭，問：「子聰，還記得媽媽跟你說岳飛的故事嗎？」
 子聰狠狠地說：「當然記得，是那個大壞人秦檜害死了大忠臣岳飛的。」
 爸爸微笑，伸手輕拍兒子的頭，以示安撫：「是啊，秦檜是一個大大的奸臣 
，你認為這個大壞蛋的兒孫會是忠臣嗎？」
 「當然不會。」子聰肯定地說。
 爸爸說：「子聰，在岳飛死後七十五年，外族再次大舉入侵宋國，秦檜的曾
孫秦巨守蘄州抗敵，但寡不敵眾，金兵攻陷城池，秦巨本可逃去，但他卻自盡殉國
……」
 「哦……為甚麼祖輩與後代竟然完全不同。」子聰滿腹疑惑。
 哥哥道：「因為人除了受先天影響外，還受到後天環境的薰陶。所以即使是
雙生兒，性格也可以南轅北轍。」
 子聰想了想，喜孜孜道：「爸爸，今次考試，我的成績一定會大有進步！」
 「難得你發憤努力，我很高興呢！」爸爸說。



 子聰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說：「昨天，老師把我調位，思澄正好坐在我的
鄰座。正如哥哥所說，人會受環境影響，思澄是全級第一名，那麼我的成績非大躍進不
可。」
 爸爸看着子聰，微笑道：「不錯，人確實會因周遭事物而改變……」
 弟弟興奮地說：「對啊，爸爸，我要一台電腦作成績進步的獎勵，還有……」
 爸爸不等子聰說完，續道：「但決定人的成敗，往往是個人的因素。」
 子聰搔着頭，一臉不解。
 志偉補充說：「弟弟，你最喜歡甚麼？」
 「打籃球。」子聰不假思索說。
 「我則喜歡閱讀。我的成績名列前茅，而你卻只是中下。」
 子聰不忿地說：「我還未盡力呢！快說出你的結論吧。」
 哥哥道：「這不是一個恰當的明證嗎？我和你住在一起，讀同一所學校，生
活作息相近，若人的成敗全因外在的環境，那麼我們的性格為何會截然不同？」
 「所以人的成長既受先天和環境所限，也受個人的意向影響呢。子聰、志偉
，你們要牢記：外在的因素，我們可以改變的不多，可是自己的性格卻是完全操控在手
裏。聰敏、愚笨不能改變，但恆心、勤奮、專注、樂觀卻可以培養，決定自己的成
就，自己的一生，不一定是外在的原因呢。」爸爸說。
 「老師也曾說，孔子的父親是一名武將，識字不多，而且孔子自小喪父，家
庭環境貧困，但無礙這位萬世師表成為一位學問淵博的人。」志偉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將來的成就，我的人生不是全取決於外在的環境
，而是由自己的志向、性格所定。」子聰說。
 「子聰說得對，你們兄弟倆的前途是掌握在自己手裏，是龍？是鼠？成功？
失敗？就看自己了，」爸爸真切的對子聰、志偉說，「當然，你們正確的決定，我
和媽媽一定會全力支持的。」

 「各位『英俊的男士』，聊甚麼？快來客廳享用生果吧。」媽媽從客廳探出
頭，笑對大家說。爸爸摟着兄弟二人一同慢慢走回客廳，子聰、志偉細看自己的雙
手，彷彿未來的人生真的在掌握中，臉上不期然露出笑容。

溫馨提示溫馨提示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正式展開悠長的暑假了，同學應好好分配時間，務求在作
息、消閑和學習三方面取得平衡，更要多做運動，鍛煉體魄，為新學年的學
習作好準備。

(1) 暑假開始了

疫情雖然緩和，但請同學不要鬆懈，外出時要牢記戴上口罩，注意衞生，勤
洗手和與別人保持適社交距離。

(2) 時刻防疫

王志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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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2021年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二等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Hong Kong Cup Bronze Medal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季軍

劉栢熙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丘倩熒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江祖彦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狀元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梁逸朗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黃卓言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The 1st HK Student Speech Competition Eng Speech銀
獎
HK Student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2021 P1-2
English亞軍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英語朗誦比賽冠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王宇謙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余芷昕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1)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亞軍

呂俊熹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冠軍
周芷蔚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梁家浩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谢晨熙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黃博衍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狀元獎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1)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狀元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2021二等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優異獎

洪嘉琪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優秀閱讀大獎狀元獎
馮思穎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優秀閱讀大獎狀元獎
黃鎵浚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劉樸真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1)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銅獎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學校優秀學員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何元曦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一年級第一名
洪嘉琪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一年級第二名
馮思穎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一年級第三名
伍若詩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施凱茵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袁凱翹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馬梓晴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陳子淋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黎鴻彥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1A

吳峻洛

姚清栩

蕭閔皓

1B

梁展霆

劉柏顯

學科獎項

1E

1C

吳承灃

1D

何元曦

林洛鋒

林靖浩

蔡卓霖

黎鴻俊

謝慕寬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第12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初小組冠軍
P2 Verse Speaking 3rd Place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 英語組季軍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 粵語組亞軍
2021「童．創」設計及攝影比賽初小亞軍

邱昭程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施家智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季軍
施雅霖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蔡雅童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盧浩智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HMTCSMO港澳台兩岸奧數盃2020-21(初賽)銀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第二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初小組銅獎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季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冠軍

羅曉恩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龐又維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丁明宇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決賽 2021(香港區)銀獎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初賽鋼琴金獎

江梓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冠軍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上學期初賽) 數學科銀獎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下學期初賽) 數學科金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陳澧澄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陳熹哲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馮梓霖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戴晶晶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官梓峰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Super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Achievement with 
Excellence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優秀閱讀大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2)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二年級第一名

張文澔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曾德熙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鍾璟昇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鄺澤棠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優秀閱讀大獎狀元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梁諺珈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許雅婷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亞軍

2020 「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粵語組季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學校優秀學員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Super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Achievement with 
Excellence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最優秀閱讀大獎卓越表現獎狀元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2)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二年級第二名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金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2E
高梓茵

伍柏謙

2D

王子銓

阮傲軒

孫飛雲

葉朗謙

甘諾行

2B
杜鎮亨

2C

林若文

2A

王希瑜

余禮軒

劉栩瞳

賴衍褀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2)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二年級第三名

陳奕朗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鍾梓喻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方慧恩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粵語亞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亞軍

吳沛晴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冠軍
第12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粵語新詩亞軍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粵語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二等獎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粵詩獨誦高小組優異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2021 一等金獎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銅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香港賽區)初賽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賽2021三等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二等獎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銅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金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卓越學校團體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TIMO泰國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20-21(香港區)銅獎
2021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三等獎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下學期初賽）銀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 香港賽區初賽銅獎
2020香港校園文化藝術節 P3-4組粵語詩詞優異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上學期初賽) 數學科金獎
2020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銀獎
香港網絡數學公開賽2020小三題目組銀獎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2020銅獎
香港學界數學排名冠軍賽2020初賽銅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優秀閱讀大獎狀元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3)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三年級第二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英語組季軍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普通話組優異獎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BRONZE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中小組亞軍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BRONZE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中小組優異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粵詩獨誦高小組優異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季軍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三年級第三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第五屆香港數學挑戰賽小三組二等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陳智聆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普通話中小組亞軍
陳澧淳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銅獎
GMEC全球數學精英賽2021(香港區)初賽數學組金獎
GMEC全球數學精英賽2021(香港區)初賽奧數組銅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粵語組季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亞軍

3B

王鳳悦

施彥熙

馬睿悅

郭錦年

曾皓勤

3A

陳鈞傑

袁汶謙 

伍卓謙

朱彥波

蘇子焮

勞芷晴

2E

洪熙恬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程俊熙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3)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王俊瑜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李承燁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林暖烜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唐一婷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張慧翹 2019/20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比賽 小二組季軍 
陳貴頤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劉恩廷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2021年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二等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林泊詩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中小組優異
第35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小學三年級英文詩歌亞軍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2020英語小學中級組銅獎
2020香港校園文化藝術節 P3-4組粵語詩詞優異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金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三等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Super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Achievement with 
Distinction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優秀閱讀大獎狀元獎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3)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三年級第一名

黃彥霏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歐嘉溋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蔡盈頤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鄭真誠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吳姍珊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BRONZE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中小組優異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林子順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小學中小組普通話詩詞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冠軍

洪靖皓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陳思澄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歐陽弘毅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魯之晗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季軍
李旼熹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三等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林子翹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三等獎

黃苡桐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銅獎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金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優秀閱讀大獎卓越表現獎狀元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4)

楊子欣

4A

3E

3D

高梓軒

李承祐

施書泳

杜耀清

洪鴻明

3B

3C

吳俊宥

林裕皓

洪梓芊

葉柏瑤

蔡星佑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賽2021三等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二等獎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銀獎
2020華夏盃總決賽三等獎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下學期初賽) 數學科金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狀元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4校隊組別) 亞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銀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決賽(個人組別)銅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4校隊組別) 亞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銀獎 

楊子欣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四年級第三名
宋凱彤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季軍
洪浩霖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三等獎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銀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陳朗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曾書意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第12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及攝影比賽(英文硬筆)季軍
香港青少年兒童中英文硬筆書法大賽2020銀獎
第12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粵語冠軍
2020全港學生精藝盃第9屆朗誦比賽粵語朗誦銅獎
Speech Talents 全港兒童朗誦大賽粵語銀獎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 粵語朗誦冠軍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朗誦比賽粵語朗誦榮譽獎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 2020粵語朗誦銅獎
香港兒童朗誦公開賽2021(粵語組)優良獎
香港青年朗誦節2021決賽粵語組銀獎
香港青年朗誦節2021初賽粵語組優異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最優秀閱讀大獎全校標竿獎狀元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白金獎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四年級第一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英語組優異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冠軍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普通話中小組亞軍
2021「香港盃」故事演講大賽 普通話中小組冠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三等獎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中小組亞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賽2021三等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三等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小學高小組英文詩詞冠軍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林凱茵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林灝賢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ILVER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中小組亞軍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粵詩獨誦高小組優異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Champion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季軍

陸欣喬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1st 
Runner-up
第二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高小組銀獎
第二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英文高小組銀獎

馬睿愉

阮可晴4D

4C

4B

4A

植珮嘉

楊子晴

王鳳鈴

朱均

林浩峰

洪嘉熙

黨久淇

王泳澄

洪鴻明

秦樂燊 

高千尋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包涵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李鋆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林欣儿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亞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1(香港賽區)二等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張菲悅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莊心玥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陳立人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陳祉陶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王名權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李芷晴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冠軍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金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Super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Achievement with 
Excellence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最優秀閱讀大獎全校標竿獎狀元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4)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Platinum Award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四年級第二名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狀元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4)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4校隊組別) 亞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金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決賽(個人組別)金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4校隊組別) 亞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銀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決賽(個人組別)銅獎 
2021「香港盃」故事演講大賽 普通話高小組冠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普通話高小組亞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三等獎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銀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香港賽區)初賽銀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銀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卓越學校團體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 香港賽區初賽銀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二等獎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高小組優異
2021年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數學組一等獎
疫情中的曙光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2020中級組優異獎
優才盃中文硬筆書法比賽2021高小組特等獎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冠軍

李煒樂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三等獎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亞軍

胡柏海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白金獎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2021 一等金獎
上．文化周年繪畫大賽2021繪畫組銀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Super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Achievement with 
Distinction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最優秀閱讀大獎卓越表現獎狀元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5)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5校隊組別) 殿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銀獎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五年級第一名

容梓迅

朱沅

呂鴻銘

李泓海

柯紀欣

4D

4E

5A

林靖洛

莊子淇

許洛翡

易靖茵 

蔡家衡

鍾呈羲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Champion

袁文熙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季軍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銅獎
第二屆 Coding Olympics 編程大賽2020中級組 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一等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5校隊組別) 殿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銀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決賽(個人組別)金獎 

王景楠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王稚鑫 第23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優異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金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香港賽區)初賽銀獎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5校隊組別) 殿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金獎 
第五屆香港數學挑戰賽小六組三等獎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越級挑戰P6奧數組銀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一等獎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銀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 香港賽區初賽銀獎
第53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2021香港賽區金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吳日楠 第23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優異獎
吳海榆  第23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優異獎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高小組冠軍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優異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上學期初賽) 數學科銀獎
香港學科比賽2020-2021(上學期初賽) 英文科銅獎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亞軍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高小普通話詩詞冠軍
環保為公益東區紀錄片欣賞暨徵文比賽季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季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5校隊組別) 殿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銀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張嘉欣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2020粵語新詩高小組亞軍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2020粵語小學高級組金獎
第12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粵語新詩亞軍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粵語組冠軍
2020香港校園文化藝術節P5-P6組粵語詩詞朗誦 亞軍 
The 1st HK Student Speech Competition Eng Speech銀
獎
第18屆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 小五、六英詩組第三名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2020 英語小學高級組銅獎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英語組優異

陳家富  第23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優異獎
黃巧恩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優異
黃信宸 2020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 (香港區)銀獎
黃璟桐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二等獎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銅獎
2020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 (香港區)金獎 
2021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中級組銀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5)

葉雋逸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普通話高小組冠軍
黎偉樂  第23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優異獎

5A

5B

余浩鉦

吳鈞濠

施書縈

洪宇彤

陳奕知

葉柏圖

高南翔 

鍾嘉文

林泳嘉

聞禹誠

劉偉諾

蔡星宇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2020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銀獎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高小組普通話詩詞亞軍
HMTCSMO港澳台兩岸奧數盃2020-21(初賽)銅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第二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英文硬筆高小組金獎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英語亞軍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BRONZE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高小組亞軍
P5-6 English The Soldiers Came Second runner-up
Children's and Youth Recitation Competition
P5-P6 (ENGLISH) (CANTONESE)榮譽獎
港澳台兩岸奧數盃(港澳賽區初賽)銅獎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龔瀚淳  第23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優異獎
吳鈞濠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五年級第二名
張嘉欣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五年級第三名
田錦林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吳兆輝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1st 
Runner-up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冠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莊嘉勝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高小組季軍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粵詩獨誦高小組亞軍
2020「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區普通話組季軍
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 普通話組季軍
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 英語組季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陳泳伽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5)

聶樂琳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于子珊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吳沛霖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陳柳冰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陳梓欣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陳剴陽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蔡瀅瀅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鍾智仁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宏翠雅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周世澤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施瑋峻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洪江樺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陳海婧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戴正浩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林睿暉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姚沁彤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張洧銘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冠軍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1st 
Runner-up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季軍
環保為公益東區紀錄片欣賞暨徵文比賽冠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6校隊組別) 季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銀獎 

黃愷威 2020普世歡騰頌聖誕繪畫比賽少年組冠軍
蔡知衡 2021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金獎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2021 BRONZE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英文作文比賽亞軍

李彥熹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普通話高小組亞軍

譚日榮

6A

5E

5D

5C

5B

莊博超

許媚云

賈梓妍

陳朗晴

馮菀柵

黃子航

學科獎項

蕭皓斐

賴衍澄

梁淳鏗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6校隊組別) 季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金獎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GOLD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高小組冠軍
環保為公益東區紀錄片欣賞暨徵文比賽亞軍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ILVER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高小組季軍
WIMO世界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0銀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金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6校隊組別) 季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金獎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六年級第一名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最優秀閱讀大獎全校標竿獎狀元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6)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TVNews Award Scheme 20/21 Best Performance 
Awards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二等獎
2020 年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金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賽2021三等獎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一等獎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銀獎
TIMO泰國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0-2021金獎
深港澳資優邏輯比賽2021 銀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金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卓越學校團體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2021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三等獎
Greater Bay Area"Knowledge．Giftedness"Cup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Gold Award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2021(Arch 
Cup)Silver
Hong Kong Aptitude Competition2021(English)Gold 
Award
香港學科比賽2021(數學科)金獎
香港學科比賽2021(數學科)金獎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2021中一組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知識．資優」盃創意徽文比賽2021銅獎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2021中二組銀獎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2021中三組銅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6)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六年級第三名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銀獎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冠軍

周梓熙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林烯桐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2nd 
Runner-up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學校優秀學員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Outstanding Reader 
Award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Fantastic Read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狀元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2020-2021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6)

蘇晞彤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P6校隊組別) 季軍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個人組別) 金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銅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洪定言

劉星宇

朱栢明

6B

6A

學科獎項

譚梓鋒

王睿晴

李彥熹

周敔瑤

周星言

吳卓涵

董耀勤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WIMO世界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0銅獎
2020 年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銀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香港賽區)初賽銀獎
GMEC全球數學精英賽2021(香港區)初賽小六組總亞軍
GMEC全球數學精英賽2021(香港區)初賽數學組銅獎
GMEC全球數學精英賽2021(香港區)初賽奧數組銀獎
2021年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心算組第二名
2021年優數盃國際數學選拔賽閃電心算組第二名
2021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賽一等獎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賽2021三等獎
TIMO泰國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0-2021銀獎
深港澳資優邏輯比賽2021 銅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銅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卓越學校團體獎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1(香港賽區)金獎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 香港賽區初賽銀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王可柔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朱酉軒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1 Easter Book Report Video Competition 
Champion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季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寫出和平全港青少年揮春書法大賽2021銀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楊紫琪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20-21上學期)學校優秀學員獎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狀元獎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智愛中文平台2020-2021優秀學員獎六年級第二名

洪加富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紀鳳林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2021 STEM綜合問答擂台 (小學組) 優異獎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20-21「北官家教會與你頌親恩」作文比賽優異獎
5th BRAVO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ILVER
第四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 英詩獨誦高小組優異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普通話高小組亞軍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小學高小組英文詩詞亞軍

歐柏賢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吳衛東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邱奕滔 數學科速算比賽亞軍
洪詠玉 數學科速算比賽季軍
辜禮灝 數學科速算比賽冠軍
馮心寧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盧泳祈 閱讀獎勵計劃全年閱讀之星

單知淑6B

林蔓廸

胡穎朗

陳鈺瀅

黃鏵葶

陳澤希

楊采茵

鄧凱鈺

林姍慧

楊喜善

6C

6D

6E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1A 傅文芊 2019感恩盃足球賽冠軍

18區第40站公開賽 單人Rumba B組亞軍
18區第40站公開賽 單人Cha Cha Cha B組優異獎
18區第40站公開賽 單人Rumba A組亞軍
18區第40站公開賽 單人Cha Cha Cha A組優異獎
全港18區第40站公開錦標賽少年Solo Rumba 3rd Place 
全港18區第40站公開錦標賽少年Solo Cha 3rd Place 
HK Junior Golf Driving Range Competition 4th Position
香港青少年足球聯賽碟賽亞軍

謝杺渘 第一屆全港兒童舞蹈大賽超卓盃銀獎

3A 伍卓謙
2021 Fencing Competition U9 Boy Beginner's Epee 1st 
Runner-Up

蔡雅童

體育獎項

蔡鈴珊

賴衍褀

林若文

2A

2C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3B 曾皓勤 Hong Kong Junior Football League 20-21 U9 Champion

全港18區第39站公開錦標賽Solo Cha Cha Cha First
全港18區第40站公開錦標賽Solo Jive First
全港18區第39站公開錦標賽Solo Rumba First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Solo Paso Doble First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Solo Rumba Third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Solo Jive Third

4B 莫翹聰
2020-21  HK Junior National Team Development 
League冠軍

4C 林灝賢
Hong Kong Piano Competition 2021 Solo Piano  Age10 
THIRD
第32屆創藝盃全港舞蹈公開賽U10 Solo C/R/J冠軍
第32屆創藝盃全港舞蹈公開賽U10 Solo C/S/R亞軍
第32屆創藝盃全港舞蹈公開賽U10 Pair C/R/J亞軍
第32屆創藝盃全港舞蹈公開賽U10 Solo C/S/R 冠軍組季軍
第32屆創藝盃全港舞蹈公開賽U10 Pair C/S/R/P/J季軍
第57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 (獨舞)優等獎
第九屆HKBDFI盃標準舞錦標賽 U10 Solo Rumba第一名
第九屆HKBDFI盃標準舞錦標賽 U10 Solo Jive第一名
第九屆HKBDFI盃標準舞錦標賽 U10 Solo CCC第一名
第九屆HKBDFI盃標準舞錦標賽 U10 Solo Samba第一名
第九屆HKBDFI盃標準舞錦標賽 U10 Pair C/R/J第二名
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賽2021 拉丁舞(團體)銀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網上領袖才能工作坊小學隊際冠軍
2021香港代表隊選拔賽男女混合拉丁舞亞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Solo SCRPJ 亞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Rumba 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Cha Cha Cha 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Samba 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Pasco Doble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CJ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SCRPJ 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CR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Jive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CRS冠軍
全港18區第41站公開錦標賽 CS冠軍
港青×Hanstti青少年五人足球比賽2010組冠軍
KSH五人足球邀請賽2021 U11碟賽冠軍

5C 張釨羨
2020 HK Qualifying Match National & Folklore Dance 
2ND

5C 第57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獨舞)甲級獎
5C 袋鼠盃舞蹈比賽2021 10-11 Classical Ballet SoloGOLD
5C 袋鼠盃舞蹈比賽2021 9-13 National SoloSILVER
5C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 Folk Dance Solo 2nd Place

體育獎項

曾昱文

吳佩樺

黎偉樂

霍希玹

3D

4D

5B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上．文化周年繪畫大賽2021繪畫組銀獎
LED燃亮香港花燈設計比賽2020幼稚園組優異奬
香港青年兒童大賽 幼稚園組 - 鋼琴優異獎

姚清栩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亞軍
洪浩棠 第3屆Draw My Watch錶面設計比賽小童組 銅獎
曾晞姸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趙韻詩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季軍

KIM HA-ON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雀鳥繪畫大賽兒童A組 冠軍
深海探險繪畫比賽兒童組 優異獎
雀鳥與大自然繪畫比賽初小組 優異獎

許心怡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 西畫金獎
魯之晨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獨奏一級銀獎
余芷昕 童享快樂一刻繪畫比賽才藝獎

2020-21「童心看世界 - 我們的未來」傑出作品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呂俊熹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冠軍
全港幼童繪畫挑戰賽遊樂場銅獎
童享快樂一刻繪畫比賽才藝獎

劉心穎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蔡卓霖 第九屆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2020銀獎
黎鴻俊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Gavotte)銅獎
伍若詩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初小組金獎
黎鴻彥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Gavotte)銅獎
閻俊熙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吳峻洛

梁展霆

吳承灃

周芷蔚

1A

1B

1C

1D

1E

藝術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童彩·復活蛋》繪畫比賽初小組 季軍
Creation and Photograph Comp2021 (Junior)2nd 
Runner-up
International Global Music Talent Contest 2021 4th 
Place
MF Music Competition 2021 Silver Award
Creation and Photograph Comp 2021 (Junior)1st 
Runner-up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圓號獨奏小學初級組銀獎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亞軍

盧銘堯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童彩·復活蛋》繪畫比賽高小組  優異奬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金獎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2020年度香港行山日記優異獎
全方位比賽平台我的最愛兒童組繪畫比賽冠軍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第8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鋼琴兒童組優異獎
第8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鋼琴自選組P1-2金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銅獎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總決賽鋼琴優異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揚琴獨奏初級組銀獎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羊怡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獨奏一級銀獎
林子珊 錶面設計比賽2020銀獎
林諾澧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二級銅獎
陳澧澄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銅獎

李渟萱
Love Animals HK Children’s Drawing 
Comp(Junior)Distinction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銀獎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季軍

謝杺渘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Age6-7 group 亞軍
全方位比賽平台我的最愛兒童組繪畫比賽季軍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許雅婷 2020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兒童組優異獎
葉朗謙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冠軍
伍柏謙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銀獎
殷瑋廷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二級銀獎
勞芷晴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曾詩嵐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 兒童初級組銅獎
黃梓軒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揚琴獨奏初級組銅獎
伍卓謙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銀獎
朱彥波 2020中意青少年國際小提琴比賽香港區少兒組一等獎

「童心‧童想」第2屆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7-8歲金獎
兒童幻想世界繪畫大賽兒童組「幻想世界」西洋畫金獎

何琛沂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吳沛晴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亞軍
陳鈞傑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王鳳悦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八級銅獎
羊遠逸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獨奏一級金獎

第二屆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白色聖誕」初小組金獎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冠軍
香港校際網上直播慈善音樂節2021鋼琴獨奏三級卓越
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Children Class(Piano)Second 
Honour
2020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鋼琴自選-兒童B組冠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三級銀獎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鋼琴獨奏冠軍

陳澧淳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獨奏一級金獎
曾皓勤 韓國第87屆世界兒童美術大會全球銅獎

Asia Students Arts Festival 2021 Jazz Drum Aged8-9 2nd 
Place 
第七屆藝韻盃 兒童爵士鼓組第三名
第七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兒童爵士鼓組第六名
Int. Young Musicians Music Comp. Jazz Drum 3rd Place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全港十八區視藝盃繪畫及書法比賽2021兒童畫冠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二級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大提琴獨奏初級組銀獎

吳俊宥 上．文化周年繪畫大賽2021繪畫組銀獎
全港十八區視藝盃繪畫及書法比賽2021兒童畫冠軍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2020-21西洋畫組銀奬

許芸瑩 燦爛孩子盃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比賽西洋畫銅獎

陳睿朗

董帝軒

李承燁

高梓軒

2A

2B

2C

2D

2E

3A

3B

3C

3D

王希瑜

余禮軒

賴衍褀

甘諾行

江梓妍

陳焯熙

阮傲軒

何啟

郭錦年

藝術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MF Music Comptetion 2021 SILVER
音樂智能之全港中小學音樂節2021鋼琴一級獨奏季軍

李承祐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二級銀獎
林子順 錶面設計比賽2020 BRONZE
施書泳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洪靖皓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季軍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西畫銀獎
親子賀卡設計比賽優異獎
2020 古箏考級曲分級大賽省級公開賽四級組二等獎
2020 古箏考級曲分級大賽全國總決賽四級組一等獎
童油童心夢想家兒童繪畫比賽2020-2021 P3-P4亞軍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1 J8西洋畫組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初級組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獨奏三級第三名
第七屆香港國際音樂節幼兒小提琴組傑出金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獨奏三級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笛獨奏初小組冠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笛獨奏小學初級組金獎冠軍

洪浩霖 第三屆Draw My Watch錶面設計比賽中童組金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三級銀獎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冠軍
第十二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及攝影比賽 (西洋畫) 優良
2020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兒童畫良好
第9屆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環保袋設計)銀獎
"HKNTP" 2020全港學繪畫比賽(繽紛海洋世界)優異獎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西洋畫)一等獎
B. Duck 閒遊世界填色比賽銀獎
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亞洲花花世界)銅獎
2020全港親子兒童才藝大賽(冬季盃)粵語朗誦殿軍
幻想聖誕繪畫比賽繪畫組銅獎 
2020 聖誕兒童繪畫比賽銀星奬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節日遊記)銅獎
第2屆全港18區視藝盃繪畫及書法比賽兒童畫金獎
自油想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花花世界獨角獸)金獎
自油想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我的快樂早晨)銀獎
自油想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公園遊記)銅獎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J9西洋畫組銀獎
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銅獎
第三屆Draw My Watch錶面設計比賽中童組金獎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兒童高級組銅獎

楊子晴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亞軍
蔡沛言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季軍

4C 王鳳鈴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八級銅獎
余溢謙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結他獨奏初級組銅獎
吳佩樺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我的最愛-繪畫比賽少年組-繪畫  冠軍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徐皓謙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四級銀獎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童心建社區-六格漫畫對話設計比賽高小組 冠軍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王名權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中童組西畫銀獎
王馨慧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琵琶獨奏初級組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五級銀獎
2020-21「童心看世界 - 我們的未來」特優作品

何睿鏗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吳棨堯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三級銀獎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李煒樂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1 (J10西洋畫) BRONZE

林泳嘉
"Universe in my eyes" Drawing Competition 2021 
GOLD

柯紀欣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四級銀獎
胡柏海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五級銀獎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1 (J10西洋畫) GOLD
第七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七組)一等獎
2020普世歡騰頌聖誕繪畫比賽冠軍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1 (J10西洋畫) SILVER
2020普世歡騰頌聖誕繪畫比賽亞軍
第七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七組)一等獎

陳祉陶

陳嘉晴

殷向廷

李泓海

徐宇誠

關健濤

3E

4A

4B

4D

4E

5A

藝術獎項

李卓穎

許心悦

楊采軒

魯之晗

杜耀清

陳焯然

植珮嘉

阮可晴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LED燃亮香港花燈設計比賽2020小學中級組優異奬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小學初級組銀獎

《童彩·復活蛋》繪畫比賽高小組 優異奬

2020-21「童心看世界 - 我們的未來」特優作品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西畫中童組 銀獎

施書縈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1 (J10西洋畫) BRONZE

《童彩·復活蛋》繪畫比賽高小組 冠軍

Creation and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2021 Senior 
Champion
第四屆華人藝術鈦龍盃古箏少兒A組金盃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中級組銅獎

馬紫璿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季軍

張嘉欣 第二屆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2021 11-12歲組 銅獎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2020-21西洋畫組 金奬

全港18區視藝盃繪畫及書法比賽20-21兒童西洋畫冠軍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2020年度)2011-10年組優異獎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西洋畫二等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西畫中童組 銅獎

新春牛牛咕𠱸 2021高級組 冠軍

第2屆我是小畫家繪畫暨填色比賽P4-P6繪畫組冠軍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2020少兒組 季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小學初級組銅獎

黃巧恩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聲樂獨唱外文歌曲小學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四級銀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單簧管獨奏小學高級組銀獎

香港幼兒兒童美術比賽2011-10年組 優異獎

匠心盃繪畫創作大賽香港野生動物11-10年組 優異獎

第四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鋼琴大賽高小組優異獎

第五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鋼琴大賽高小組優異獎

全方位比賽平台我的最愛兒童組繪畫比賽亞軍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亞軍

梁淳鏗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冠軍

全港18區視藝盃繪畫及書法比賽20-21兒童畫冠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單簧管獨奏小學初級組銀獎

許媚云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八級銅獎

陳子羽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梁昌桁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一級 銅獎

陳洛琳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琵琶獨奏初級組銅獎

鍾智仁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號獨奏小學初級組銀獎

關芷晴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李彥熹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六級銀獎

李倬毅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周星言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小學銅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13歲以下第三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小學銀獎第3名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冠軍

黃子航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亞軍

楊舒婷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蔡知衡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小學銅獎

2020古箏考級曲分級大賽(省級賽)四級組二等獎第7名

2020古箏考級曲分級大賽(全國總決賽)四級組三等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初級組銀獎

譚梓鋒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單簧管獨奏小學高級組銀獎

朱栢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胡獨奏初級組銅獎

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賽2021粵曲(小學及幼兒組)優異獎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粵曲獨唱子喉獨唱高小組金獎

柯焯深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二級銀獎

陳彦蓉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陳綽嵐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小學銅獎

梁智言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第四屆華人藝術鈦龍盃少兒B組古箏銀盃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初級組銀獎

藝術獎項

吳日楠

吳鈞濠

洪宇彤

陳奕知

葉柏圖

賴衍澄

莊博超

馮菀柵

蔡鋆曦

林卓楠

楊紫琪

5B

5C

5D

6A

6B

6C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青年藝術節2021小學高級組國畫比賽冠軍
第11屆ICEHK2020「伴我同行」國際繪畫比賽一等獎
2020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兒童畫季軍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季軍

陳婕妤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五級銀獎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2020-21西洋畫組 銀獎
童油童心夢想家兒童繪畫比賽2020-2021 P5-P6季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中級組 冠軍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中級組金獎
第八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少兒民樂彈撥組第二名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2020-21 J11西洋畫組 亞軍

6E 馮心寧 親子吊飾設計比賽優異獎

林姍慧

楊采茵

6D

藝術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吳澔銘 服務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 初級組(春蘭)亞軍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操行獎

曾晞妍 操行獎
黃珞怡 服務獎
吳夏璇 服務獎
許心怡 操行獎
陳溍彥 服務獎
劉柏顯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譚咏兒 操行獎
余芷昕 操行獎
周卓賢 服務獎
谢晨熙 操行獎
蔡文彬 服務獎
何元曦 服務獎
吳語彤 服務獎
陳妙詩 操行獎
謝慕寬 操行獎
伍若詩 操行獎
林展恆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施凱茵 操行獎
馬梓晴 服務獎
曹演琛 服務獎
施家智 服務獎
施雅霖 服務獎
陳朗平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劉栩瞳 操行獎
羅曉恩 操行獎
江梓妍 操行獎
陳俊希 服務獎
陳澧澄 操行獎
謝欣澄 服務獎
羊怡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進步生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 中級組第7名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曾德熙 操行獎
黃梓韜 服務獎
謝杺渘 服務獎
鍾璟昇 操行獎
吳君怡 服務獎
阮傲軒 操行獎
許雅婷 操行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 初級組(春蘭)殿軍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服務獎

王思琹 服務獎
伍柏謙 操行獎
高梓茵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勞芷晴 服務獎
羅珞晉 操行獎
李寅 操行獎
袁汶謙 操行獎
曾書和 服務獎
黃彥琳 服務獎
莊智誠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進步生

姚清栩
1A

1B

1C

1D

1E

2A

2B

張文澔

2C

葉朗謙

2D

2E

3A

其他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3A  蘇子焮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模範生

王晞瑩 服務獎
王鳳悅 操行獎
馬睿悅 服務獎
葉柏瑤 操行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 初級組(春蘭)第7名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王鳳悦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模範生
王俊瑜 操行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服務獎

唐一婷 操行獎
張慧翹 服務獎
蔡卓昕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服務獎

陳進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黃銘傑 服務獎
蔡盈頤 操行獎
鄭真誠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關楚燁 操行獎
李承祐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 初級組(春蘭)季軍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施書泳 操行獎
陳俊言 服務獎
蔡樂燊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鄧子晴 服務獎
魯之晗 操行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服務獎

秦樂燊 服務獎
黃苡桐 操行獎
楊子欣 操行獎
陳盈心 服務獎
陳焯然 服務獎
曾書意 操行獎
植珮嘉 操行獎
黃承晟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葉浚曦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馬凱桐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進步生
王鳳鈴 操行獎
朱子軒 服務獎
林灝賢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馬睿愉 操行獎
陸欣喬 服務獎
阮可晴 服務獎
林靖洛 操行獎
張菲悅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莊心玥 操行獎
陳依梵 服務獎
李之若 服務獎
殷向廷 操行獎
陳昕琳 操行獎
蔡家衡 服務獎
吳君晴 操行獎
呂鴻銘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容梓迅 操行獎
高南翔 服務獎
許景其 服務獎
王稚鑫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余浩鉦 操行獎
黃栢諭 服務獎
楊璦嘉 操行獎
鄭真熙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蔡星佑

李承燁

高梓軒

林子順

洪鴻明

5B

5A

4E

4D

4C

4B

4A

3E

3D

3C

3B

其他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5B 黎焯圩 服務獎

伍進灝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施宏澔 操行獎
徐子婷 操行獎
梁淳鏗 服務獎

操行獎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模範生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 公開組第6名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2020港英圍棋擂台賽選拔賽3-7級組(王座) 季軍

賈梓妍 服務獎
服務獎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進步生

吳沛霖 服務獎
李柏毅 服務獎
李振朗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荘鎰潼 服務獎
陳梓欣 操行獎
陳剴陽 操行獎
關芷晴 操行獎
何柏嶠 服務獎
洪江樺 服務獎
陳海婧 操行獎
劉璟昕 操行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操行獎
進步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服務獎

周敔瑤 學業獎第二名
林睿暉 操行獎
姚沁彤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張洧銘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黃子航 學業獎第一名
廖啓翰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服務獎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周敔瑤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模範生
朱栢明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何卓弦 進步獎
李樂晴 操行獎
林烯桐 服務獎
柯焯深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陳亭諭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陳霈琳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單知淑 操行獎

第十五屆聯校圍棋賽團體獎
服務獎

潘思穎  學業獎第三名
王可柔 服務獎
李瑜晴 操行獎
阮政賢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林蔓廸 操行獎
胡穎朗 操行獎
梁智行 服務獎
梁智言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陳鈺瀅 服務獎
劉家韻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進步獎
2020-2021年度東區學校進步生

王皚喬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林姍慧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紀鳳林 操行獎

服務獎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其他獎項

5C

5D

5E

陳亞雯

許媚云

聶樂琳

李彥熹

李倬毅

譚梓鋒

董耀勤

蔡沛文

張詠欣

6A

6B

6C

6D



北官檔編輯委員會

顧　　問：張燕媚校長

            李諾思副校長  

統　　籌：盧文華主任  執行編輯：王志文老師  編　　輯：陳燕珍老師

            梁    媚老師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陳婕妤 服務獎
黃樂欣 進步獎

2020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優秀學生獎
操行獎
操行獎
進步獎

蕭兆彤 服務獎
服務獎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進步獎

周卓弦 服務獎
林善瑜 操行獎
馮心寧 操行獎
盧泳祈 網上學習積極表現獎

6D

6E

楊采茵

鄧凱鈺

何佩欣

其他獎項

光榮榜

 本校接獲區內多間中學校長來函，喜悉本校多位畢業生在考試中取得
理想成績，在此與大家分享這份喜悅：

 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來函，讚揚本校畢業生卓美欣同學在2020-21年
度上學期考試取得全級第一名。

 此外，港島民生書院校長來函，讚揚本校多名畢業生：陳紫怡、徐皓
瞳、梁正瀚、郭康欣、曾俊杰、陳銘淇、柯曉琳等，在上學期期考表現優異
，分別在各科考獲前三名；其中陳銘淇同學更考獲全班第一名，徐皓瞳同
學全班第二名，柯曉琳同學全班第三名。

 在此恭賀各同學在學業上有出色的表現，亦希望各位同學以學兄學姐
們為榜樣，努力學習,在學業上創出佳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