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回歸．迎國慶」2022之北區學界徵文

比賽獲高小組季軍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至營小食食譜創作大賽 亞軍 六正 林鑫兒
孫方中學術挑戰盃—

新界東小學學術挑戰賽

團體冠軍

最積極參與學校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2022「粵港澳大灣區故事演講
大賽」（香港及海外賽區）

冠軍
二正 吳芷茵 三立 吳芝叡
六正 劉雨宸

亞軍 六正 幸祖福
季軍 四正 朱芷瑩
優異 五心 羅慧翎

跨學科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經

典名句廣播劇比賽》（2021/22學年）
初小組亞軍

三正 陳安洋 四正 邱怡婷
四本 陳梓瑜 四本 張壯飛

全港校園導讀比賽2021/22

小學組（普通話）：亞軍 五心 李詩妍

小學組（普通話）：

優異獎

五心 羅慧翎 五立 陳泰西
六正 李建霖

「慶回歸‧迎國慶」2022之
「北區學界徵文比賽」

高小組季軍 五正 張譯丹

第二屆北區小學才藝比賽2022 演說組季軍 二本 周張可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四正 朱芷瑩
四正 林苡沁

2022「粵港澳大灣區故事演講大賽」
（香港及海外賽區）

小學組普通話冠軍 三心 陳梓琳

小學組普通話亞軍 五正 吳家豪

小學組普通話季軍 六正 劉雨宸

中文

英文

2022粵港澳大灣區故事演講大賽

三心 陳梓琳、五正 吳家豪分別在「2022粵港澳大灣區故事演講大賽（香港及海外賽區）」小學組普通話榮獲冠軍和亞軍

三心  陳安洋、四正  邱怡婷及
四本 陳梓瑜代表學校取得小嘴
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經
典名句廣播劇比賽初小組亞軍

「全港校園導讀比賽2021-22」小學組

（普通話）榮獲多項獎項

「2022粵港澳大灣區故事演講大賽（香
港及海外賽區）」小學組普通話季軍

全校獲獎紀錄（2022年9月至12月）：獲獎項目：166項

2022-2023年度獲校外比賽獎項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第二屆北區小學才藝比賽2022 音樂組：亞軍 六心 彭靖茹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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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冠軍 四正 陳智邦 四立 王梓恒 四本 盧進諾
女子丙組團體冠軍 三心 陳梓琳 四正 林苡沁 四心 陳敏浠

女子乙組團體亞軍
三正 何純儀 五正 江卓凝 五正 顧祉言 五立 曹羽嫻
五立 潘胡楊 五立 嚴凱琳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
六正 區家穎 六正 黃曉薇 六心 鄭柏欣 六立 張溪月
六立 呂慧儀 六立 楊嘉琳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
四心 陳俊丞 五正 陳濼仁 五心 張嘉濠 五立 林家毅
五立 吳柏霆 五立 韋宇航

男子甲組200米冠軍 六正 袁煒軒
男子甲組跳高季軍 六心 何炫爕
女子甲組跳遠亞軍 六立 呂慧儀
女子甲組擲壘球殿軍 六立 楊嘉琳
女子甲組100米第八名 六立 張溪月
男子乙組擲壘球季軍 五心 張嘉濠
男子乙組200米殿軍 五立 吳柏霆
男子乙組跳遠第五名 五立 韋宇航
男子乙組100米第六名 四心 陳俊丞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第二十九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5項）

三正 楊梓熙 三心 陳梓琳 三心 楊真熹 四心 楊子瑶
五心 羅慧翎

數學智能之第八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冠軍（1項） 六正 陸浩賢
亞軍（1項） 三心 陳梓琳

殿軍（7項）
三正 鍾禮謙 四正 王爾諾 四心 楊子瑶 六正 賴瀟毅
六心 鄭柏賢 六心 何炫爕 六心 張庚

卓越獎（15項）

三正 陳安洋 三正 岑家樂 三正 楊梓熙 三心 楊真熹
四心 李睿賢 五正 江卓凝 五正 呂霖軒 五心 林見熙
五心 羅慧翎 五心 張丹妮 五心 張梓琪 六正 袁煒軒
六正 卓广源 六心 袁晧舜 六心 袁少騫

最優秀機構參與大獎

最踴躍參與機構大獎

《小學數學挑戰賽：滿貫盃

2021-2022》決賽
銅獎（2項） 三心 陳梓琳 五心 羅慧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2 銀獎（1項） 三心 陳梓琳
銅獎（3項） 三正 岑家樂 三心 楊真熹 五心 羅慧翎
優異獎（2項） 三正 陳安洋 四心 楊子瑶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2-2023（香港賽區）

銀獎（5項）
二正 周晉皜 三心 陳梓琳 四正 王爾諾 四心 莫灝霖
五心 羅慧翎

銅獎（23項）

二正 莊美芊 二正 廖一悠 二正 冼穎芝 二心 何美賢
二心 劉諾諾 二心 謝浩霆 二心 葉駿鴻 三正 陳安洋
三正 鍾禮謙 三正 葉嘉宇 三正 吳梓濠 三正 岑家樂
三正 楊梓熙 三心 張家寶 四正 方愛瑩 五正 江卓凝
五心 張丹妮 六正 鄭浩然 六正 賴瀟毅 六正 袁煒軒
六心 何炫爕 六心 李彥琳 六心 張 庚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22-2023（香港賽區）

金獎（1項） 二正 周晉皜
銀獎（4項） 二心 劉諾諾 二心 謝浩霆 三心 陳梓琳 五心 羅慧翎
銅獎（4項） 二正 廖一悠 三正 岑家樂 三心 張家寶 五正 江卓凝
優異獎（4項） 三正 陳安洋 三正 鍾禮謙 三正 楊梓熙 六正 賴瀟毅

孫方中學術挑戰盃—新界東小學學術

挑戰賽
季軍（1項） 六正 劉俊杰

數學

體育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滿貫盃

國際數學競賽

第二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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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200米亞軍 五正 江卓凝
女子乙組跳遠亞軍 五立 嚴凱琳
女子乙組跳高殿軍 五立 曹羽嫻
男子丙組100米亞軍 四正 陳智邦
男子丙組60米亞軍 四本 盧進諾
男子丙組跳遠第五名 四立 王梓恒
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四正 林苡沁
女子丙組60米亞軍 四心 陳敏浠
女子丙組100米殿軍 三心 陳梓琳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小學組男子冠軍
六正 鄭浩然 六正 袁煒軒
六心 何炫爕 六本 傅煜楊

小學組女子亞軍
五立 李鎵瑤 五立 嚴凱琳
六正 黃曉薇 六立 呂慧儀

體育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暨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2022：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設計比賽系列：

花鳥蟲魚小伙伴設計比賽（小學組）

冠軍 六正 丁子悠

優異（2項） 六本 黃 牧 四心 鄧慧禎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暨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2022：
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設計比賽系列：

全港學界板畫設計比賽（小學組）

冠軍

四心 陳敏浠 四心 廖采翎
四心 鄧慧禎 六立 刁梓萱
六立 楊嘉琳

「喜慶回歸開新篇 你我同心
繪未來」繪畫活動

季軍 六本 黃 牧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填色比賽 優異獎 六心 梁詩桐

同心抗疫愛香港之「書畫表

謝意」繪畫創作活動

評審大獎（5項）
三心 林信泓 三本 黃 覓
四正 彭悠然 五本 黃美玲
六正 林鑫兒

優秀大獎（5項）
二正 吳芷茵 三心 陳梓琳
三心 王歆鈺 三心 楊真熹
四正 黎曉琳
積極參與獎

第二屆尋寶陶．學生陶藝創作比賽
初小組：季軍 二心 劉諾諾
高小組：優異獎 五正 吳梓涵

防騙砌圖設計比賽 優異獎（3項）
三本 黃 覓 四正 黎曉琳
四正 林苡沁

北區三人籃球賽 男子小學組冠軍

北區三人籃球賽 女子小學組亞軍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學生

第二屆AiTLE 小學創科VR / AR 設計獎（TIDA） 銅獎 六正 黃馬樂 六正 賴瀟毅

Coding Galaxy E-Sports邀請賽 季軍
五正 呂霖軒 五正 吳梓涵
五心 林見熙 五心 羅慧翎

計算思維挑戰賽—現代杯校際賽2022 季軍
五正 呂霖軒 五正 吳梓涵
五心 林見熙 五心 羅慧翎

消防安全電子貼圖創作比賽（小學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六本 黃 牧
六正 賴瀟毅
五心 羅慧翎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暨香港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2022：藍天綠地在香港 全港學界環保設計比賽
系列：全港學界STEM設計比賽（小學組）

優異獎
五正 陳濼仁 五正 吳梓涵
五心 鍾梓君 五心 羅慧翎

北區小學磁浮列車創作大賽2022
最佳外觀設計獎 六本 楊晉庭 六本 鄒佳言
三等獎 六心 李彥琳 六心 譚思詩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生創新獎 優異獎
六正 陳子俊 六正 劉 薇
六正 陸浩賢 六正 區家穎

資訊素養Netuber短片拍攝比賽 參與學校獎

電腦

北區小學磁浮列車創作大賽
2022 最佳外觀設計獎 六本 楊晉庭 六本 雛佳言

視藝

「喜慶回歸開新篇
你我同心繪未來」繪畫
活動 季軍 六本 黃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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