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成就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仁濟醫院第二十二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輔導組(14度榮獲) 

2019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教師接力賽冠軍 

惜水學堂 (水務署) 優異辦學團體 

孫方中學術盃-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學術團體亞軍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情文抱質獎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義務工作嘉許狀 壹萬小時義工服務獎 

數學 8寶箱（數學科） 2019-2020 全港分區榮譽學校大獎(新界東) 

小母牛「開卷助人」計劃 星級愛心獎勵計劃「銅星」級別獎勵 

「花心思．顯耆情」關愛長者行動 2019-20 持續關愛獎 

 

本年度獲獎項目：453項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 

科目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跨學科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 優秀小學生 6D陳靖蕾 

2019-2020年度北區優秀學

生選舉 

北區青年協會 初小組：季軍 3B鄭柏賢 

2019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

獎 

杜葉錫恩教育

基金 

優異嘉許獎 4A賴啟文 

中文科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小學組優異 6D童雅馨 

「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二屆全港中英文

徵文比賽 

香港新聞工作

者聯會 

小學組中文組優異獎 6D 李朗晴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詩詞獨誦(普通話):

冠軍 

3B 劉雨宸、4C 陳  揚 

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4C 方詩敏、5D 何啟菲、5D 柯潤恩 

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2D 陳  睿、2D 吳家豪 3B 蔡雙蔚、3B 劉嘉珊 

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 

2A 鍾梓君、2D 劉卓容、2D 宋雨桐、4C 郭慧怡、

4C 黃宇穎、4C 梁家寶、5B 葉依仁、5C 陸穎妮、

5D 許語墨、6B 鄔雅君、6D 李詩涵、6D 鍾若彤  

詩詞獨誦(普通話):

良好 

4C 彭希愉、5D 陳貝慈、6D 陳靖蕾 

詩詞獨誦 (粵語 ):  

優良 

3C 黃宇茵 

詩詞獨誦 (粵語 ):  

良好 

3A 司倫珈瑜 

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

唐宋詩詞廣播劇比賽 

香港中華文化

發展聯合會 

高小組冠軍 6D陳靖蕾、6D杜宇鋒、6D李詩涵、6D趙梓皓 

第十四屆滬粵瓊港「寫作小

能手」現場作文邀請(初賽) 

新界校長會 一等獎 4C 李喬沁、5D 陳倩瑤、6D 李詩涵 

二等獎 3B 鄒  蓉、4C 郭慧怡 

三等獎 3C 杜嘉軒、5D 洪文釗、5D 柯潤恩、6D 陳靖蕾、 

6D 童雅馨 

第十四屆滬粵瓊港「寫作小

能手」總決賽 

新界校長會 五年級銅獎 5D陳倩瑤 

六年級優異獎 6D李詩涵 



四年級入圍獎 4C 李喬沁 

孫方中學術盃-新界東小學學

術挑戰賽 

港九街坊婦女

會孫方中書院 
優異 6D 張鐥希、6D 陳靖蕾、6D 鍾若彤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

戰（中文科） 

香港道教聯合

會鄧顯紀念中

學 

金獎 6D蔡昕頤、6D陳靖蕾、6D杜宇鋒、6D黃嘉輝、 

6D顧可如、6D李詩涵、6D林展弘、6D鄧君宇、 

6D楊奕明、6D周爾軒 

銀獎 6D鍾若彤、6D丁瀚林、6D林子彥、6D李朗晴、 

6D李  柔、6D童雅馨、6D黃淇淇、6D趙梓皓、 

6D黃戴愛特 

銅獎 6D林嘉欣、6D石朗軒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生中英文

現場作文比賽（中文組） 

大埔三育中學 特級優異獎 6D陳靖蕾 

優異獎 5B黃琼琳、5B李欣怡、5B吳卓涵、5B吳浠桐、 

5B蕭韋軒、5B許智惠、5D陳倩瑤、5D張兆聰、 

5D何啟菲、5D洪文釗、5D林凱琪、5D羅芊涵、  

5D吳恩龍、5D王雲卿、 5D許語墨、5D張兆涵、

5D朱影彤、6B馬羽辰、 6B鄔雅君、6D杜宇鋒、 

6D林嘉欣、6D林子彥、 6D李朗晴、6D李詩涵、  

6D李  柔、6D聶陽韜、 6D石朗軒、6D鄧君宇、 

6D鄧詠宝、6D楊奕明、 6D周爾軒 

良好獎(20項) 5B韓  正、5B倪思翰、5B鄭芷煊、5D陳嘉瑩、 

5D陳昊然、5D莊浩希、5D高沛霖、5D何政言、 

5D柯潤恩、5D楊淖樺、6B陳  悅、6B陳  晨、 

6B李蘇蕊、6D鍾若彤、6D鄺樂兒、6D梁宇軒、 

6D林展弘、6D馬快快、6D趙梓皓、6D黃戴愛特 

「詩情畫意」古詩書簽設計

比賽 

教育局 表現良好獎(4項) 1D彭悠然、3D劉瀚信、4C王芷淇、5D羅芊涵  

英文科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1D王煒如、4C方詩敏、6D童雅馨、6D李詩涵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 1D 林苡沁、2A王涵睿、 2A 吳梓涵、2A何卓凝、

2D 李詩妍、2D羅慧翎、3B 劉嘉珊、3B鄒  蓉、

3B 許語彤、3B朱  儀、4C 李芯鈺、5D林珈賢、 

6D 顧可如 

孫方中學術盃-新界東小學學

術挑戰賽 

港九街坊婦女

會孫方中書院 
優異 6D周爾軒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

戰（英文科） 

 

 

香港道教聯合

會鄧顯紀念中

學 

 

 

 

 

金獎 6D顧可如、6D李詩涵、6D周爾軒 

銀獎 6D鍾若彤、6D黃嘉輝、6D林嘉欣、6D李  柔、 

6D林展弘、6D鄧君宇、6D童雅馨 

銅獎 6D陳佳俊、6D丁瀚林、6D杜宇鋒、6D林子彥、 

6D李朗晴、6D石朗軒、6D楊奕明、6D趙梓皓、 

6D黃戴愛特 

第十五屆全港小學生中英文

現場作文比賽（英文組） 

大埔三育中學 優異獎 5D何啟菲、5D洪文釗、5D林珈賢、5D王雲卿、 

5D張兆涵、6D杜宇鋒、6D李詩涵、6D李  柔、 

6D鄧君宇、6D楊奕明、6D周爾軒 

良好獎 5B吳浠桐、5B倪思翰、5B潘鎮傑、5B蕭韋軒、 

5D陳松巍、5D陳昊然、5D陳星佐、5D高沛霖、 

5D柯潤恩、5D劉玳冰、5D呂承峻、5D許語墨、 

5D楊淖樺、5D朱影彤、6D陳靖蕾、6D鍾若彤、 

6D顧可如、6D鄺樂兒、6D林嘉欣、6D林子彥、 

6D林展弘、6D石朗軒、6D趙梓皓 

數學科 孫方中學術盃-新界東小學學

術挑戰賽 

港九街坊婦女

會孫方中書院 

冠軍 6D 李鍾懿 

亞軍 6D 林子彥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20 (香港賽區) 

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

匹克協會 
一等獎 2D何毅華、5D陳昊然、5D洪文釗、5D張兆涵、 

6D周爾軒、6D林子彥、6D鄧君宇 

二等獎 1D林苡沁、1D劉焯煜、1D王鋮熙、1D王煒如、 

2D陳  睿、2D顏子芃、2D韋宇航、3B陳紀一、 

3B陳潤明、3B何炫爕、3B陸浩賢、3B幸祖福、 

3B許港毅、3B袁晧舜、3C黃曉涵、4C張子博、 

5D陳倩瑤、5D何啟菲、5D呂承峻、6D顧可如、 

6D趙梓皓、6D陳佳俊、6D馬快快、6D林卓燊、 

6D楊奕明 

三等獎 1D陳治博、1D廖采翎、1D彭悠然、1D王梓辛、 

1D梁瀚文、2D凌晨曦、2D劉晨希、2D羅梓楠、 



2D茹浩然、2D童瀚翔、2D王麒皓、3B劉俊杰、 

4C厲  寧、4C楊遇森、4D羅梓琳、4D莫深惠、 

4D趙承銳、5B鄭芷煊、5D陳宇軒、5D王雲卿、 

5D楊淖樺、6B劉  婕、6D李鍾懿、6D李詩涵 

6D黃嘉輝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

戰（數學科） 

香港道教聯合

會鄧顯紀念中

學 

金獎 6D陳佳俊、6D顧可如、6D林子彥、6D林展弘、 

6D鄧君宇、6D楊奕明、6D趙梓皓、6D周爾軒 

銀獎 6D陳靖蕾、6D黃嘉輝、6D李詩涵、6D李  柔、 

6D石朗軒、6D黃淇淇 

銅獎 6D丁瀚林、6D杜宇鋒、6D黃戴愛特 

常識科 第一屆世界 STEM暨常識公開

賽初賽 

世界科技工程

數理協會 
銀獎 5D 陳昊然 

銅獎 5D 陳松巍、5D 洪文釗 5D 呂承峻 

體育科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丙組團體冠軍 4B 黃遠恒、4C蔡禮銘 4C 陳  揚、4C 林諾言、 

4C 李煜誠、4D 雷志恒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4A 陳愷琳、4A 嚴靖琳 4B 杜詠詩、4C 胡程涵、

4C 孫子琪、4C 張藝藍 4D 何淑宜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5B 劉小媛、5B 楊媛寧、5D 陳星佐、6A 陶均語、

6B 葛彩歡、6B 李詠雪、6C林詠心、 6D 鍾  婧 

男子甲組壘球冠軍 6A吳景富 

男子甲組鉛球殿軍 6D趙梓皓 

女子甲組接力冠軍 5B 劉小媛、5B 楊媛寧、6A 陶均語、6B 葛彩歡、

6B 李詠雪、6C 林詠心 

女子甲組 400米冠軍 6C 林詠心 

女子甲組 400米季軍 5B 楊媛寧 

女子甲組 200米季軍 6B 葛彩歡 

女子甲組跳遠季軍 6A 陶均語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 6B 李詠雪 

女子甲組 200米優異 6A 陶均語 

女子甲組壘球優異 6D 鍾  婧 

男子乙組 60米冠軍 5D 陳梓烽 

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5D陳梓烽 

男子乙組跳高優異 5C 林尊揚 

男子乙組接力優異 4A 金榮超、4D 王安達、5B 陳梓維、5C 林卓然、

5C 林尊揚、5D 陳梓烽 

女子乙組 200米冠軍 5B 柳菲 

女子乙組跳遠優異 5B 柳菲 

男子丙組接力冠軍 4B 黃遠恒、4C 蔡禮銘、4C 陳  揚、4C 林諾言、

4C 李煜誠、4D 雷志恒 

男子丙組跳遠冠軍 4D雷志恒 

男子丙組 100米亞軍 4B 黃遠恒 

男子丙組 60米亞軍 4C 陳  揚 

男子丙組 60米季軍 4D 雷志恒 

男子丙組壘球殿軍 4C 陳  揚 

女子丙組接力亞軍 4A 陳愷琳、4B杜詠詩 4C 胡程涵、4C孫子琪、 

4C 張藝藍、4D何淑宜 

女子丙組 60米殿軍 4B 杜詠詩 

女子丙組 60米優異 4D 何淑宜 

女子丙組跳遠優異 4D 何淑宜 

女子丙組 100米優異 4C 孫子琪、4C胡程涵 

第八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北區體育會 25米背泳:H組冠軍 3B 黃均諺 

25米蛙泳:H組冠軍 3B 黃均諺 

25 米自由泳:H 組亞

軍 

3B 黃均諺 

25 米浮板賽:H 組亞

軍 

3B 黃均諺 

25米背泳:G組亞軍 3B 袁晧舜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

務處 

女子 E組接力冠軍 5B 楊媛寧、6A 陶均語、6B 葛彩歡、6C 林詠心 

女子 E組 200米冠軍 6C 林詠心 

女子 E組 100米亞軍 6C 林詠心 

女子 E組 200米季軍 5B 楊媛寧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

務處 

女子 E組 60米季軍 6C 林詠心 



 

 

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亞軍 6A張芯絃、6A何畫意、6B陳  悅、6D童雅馨、 

6D鍾  婧 

優異 6C石嘉樂、6D梁宇軒、6D趙梓皓 

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優異 6A趙卓成、6C葉建樂、6C林詠滔、6C石嘉樂、 

6D丁瀚林、6D黃戴愛特 

鳳溪第一中學小學友校接力

邀請賽 

鳳溪第一中學 女子組亞軍 5B楊媛寧、6A陶均語、6B葛彩歡、6C林詠心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小學友

校接力邀請賽 

佛教沈香林紀

念中學 

男子組冠軍 6A 劉錦傑、6B 黃禮俊、6C 陳博俊、6D 林卓燊 

女子組冠軍 5C 楊媛寧、6A 陶均語、6B 葛彩歡、6C 林詠心 

音樂科 屯門區中西區器樂比賽 2019 屯門文藝協進

會 

中樂彈撥 B 兒童組:

季軍 

5D朱影彤 

西樂 A 兒童組:良好

表現獎 

5B陳梓維 

視藝科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

界板畫設計比賽 

香港北區花鳥

蟲魚展覽會 

優異獎 6D鄺樂兒、6D張鐥希 6D蔡昕頤、6D丁瀚林、 

6D李朗晴 

活動組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小學

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香港學界舞蹈

協會 

甲級獎 2D肖涵文、3A梁紫棋、3A呂慧儀、3D張溪月、 

4B徐  緣、4C談天恩、5C張敏宜、5C邱寶熒、 

5D劉玳冰、6B蔡泳怡、6C何思穎、6C文苑彤 

香港青年協會《有心計劃》

2018-2019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學生嘉許獎 4A廖俊亨、4A劉家淇、4A方澤鋒、4A廖澤軒、 

4B林嘉莉、4C彭希愉、4C阮萬里、4C孫子琪、 

4D廖卓男、4D何淑宜、4D車欣岳、4D鄧文森、 

4D楊昊燐、5A薛森譯、5A黃語嫣、5A簡欣雨、 

5A李東濠、5A吳  極、5A李涵寧、5A丁子樂、 

5A雷  曦、5A池曉津、5A張智泓、5A陳奕霏、 

5A陳梓欣、5B潘鎮傑、5B劉小媛、5B麥偉基、 

5B吳心柔、5B倪思翰、5B柳  菲、5B李晉珅、 

5B李欣怡、5B吳美燊、5B許智惠、5B黃琼琳、 

5B吳卓涵、5C張曉峰、5C蘇逸熹、5C畢翠欣、 

5C鄧子晴、5C曾俊輝、5C周嘉偉、5C廖靜兒、 

5C邱寶熒、5C梁嘉維、5C江家穎、5C張敏宜、 

5C王穎心、5D高沛霖、5D許語墨、5D謝宇凡、 

5D陳貝慈、5D陳倩瑤、5D司倫芯瑜、5D陳嘉瑩、

5D洪文釗、5D林凱琪、5D陳宇軒、5D朱影彤、 

5D陳怡方、5D陳松巍、5D楊淖樺、5D陳昊然、 

5D鄭湋翹、5D柯潤恩、5D羅芊涵、5D何啟菲、 

5D梁嘉欣、6A張家鋮、6A温天朗、6A楊程瀚、 

6A張碧晴、6A張芯絃、6A李成昊、6A唐立鍇、 

6A邱嘉宝、6A何畫意、6B鄔雅君、6B陳  晨、 

6B梁  啟、6B莊恩慈、6B廖中南、6B劉瀚宇、 

6B廖敏晞、6B吳欣宜、6B劉煜君、6B杜珈琳、 

6B陳  悅、6B吳欣宜、6B林允善、6B龔曉琳、 

6B何浩賢、6B劉  婕、6B廖樂兒、6B黃運昇、 

6C何凱晶、6C譚思美、6C黃文希、6C唐錦程、 

6C郭佳穎、6D鍾  婧、6D陳靖蕾、6D李文傑、 

6D梁宇軒、6D蔡昕頤、6D黃戴愛特、6D林展弘、

6D林嘉欣、6D林子彥、6D莫天瑜、6D石朗軒、 

6D丁瀚林、6D鍾若彤、6D李朗晴、6D周爾軒、 

6D袁仁明珠、6D黃嘉輝、6D黃煒婷、6D顧可如、 

6D李詩涵、6D楊奕明、6D鄺樂兒、6D鄧詠宝、 

6D童雅馨 

圖書科 「尊師重道」朗讀及說話比

賽邀請賽 

香港教育大學 季軍 4D林漫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