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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同學 

文學創作 

  

2021香港校際徵文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青

少年徵文比賽 

高級組 季軍 6A 張婧 

高級組 優異獎 6A 陳智成 

升學挑戰組 突破獎 
6A 陳元曦、6A 李岳澤、

6A 符叢丞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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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獎 
6A 尹可欣、6A 陳俊傑、

5A 孫鈺軒 

三等獎 
6A 莊盈盈、6A 莊釨澄、

6A 史駿強、5A 李顥元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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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 二等獎 

6A 莊釨澄、6A 莊盈盈、

6A 史駿強 

舞蹈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比賽 2021 

兒童舞（群舞） 
亞軍 2A 李舒雅、2C黃芷嫣 

香港芭蕾舞大賽 2021 自由舞蹈（群舞） 金獎 2A 李舒雅、2C黃芷嫣 

國際芭蕾舞比賽暨展演 2021 芭蕾舞兒童

組（群舞） 
銅獎 2A 李舒雅、2C黃芷嫣 

「舞蹈夢想家」舞蹈電視大賽 金獎 6A 陳智成 

第十四屆 IDTA 盃全港兒童及青少年舞蹈

獎金大獎賽 2021 

6 歲組 倫巴舞 第五名 1B 簡梓辰 

6 歲組 倫巴舞 第七名 1B 簡梓潁 

第四十九屆舞動香江大賽 兒童組 團體項目 街舞 冠軍 2A 蘇雨菲 

田徑 2021– 2022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60 米 冠軍 

(平學界紀錄) 
6B 黃子玲 

女子甲組 跳高 亞軍 5B 葉曉琳 

男子甲組 擲壘球 季軍 5B 施獻忠 

女子甲組 100 米 殿軍 6A 尹可欣 

女子乙組 60 米 第八名 5A 何紓蕎 

女子乙組 擲壘球 
第八名 

5C 李海晴 

女子甲組 團體殿軍 
6A 尹可欣、6B黃子玲、 
5B 葉曉琳、5B李嘉敏 

  

學術表現 第十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中文科銀獎 6A 尹可欣 

中文科銅獎 
6A 史駿強、6A 莊釨澄、

6A 楊浩瀚 

英文科金獎 6A 莊釨澄 

英文科銀獎 6A 史駿強 

英文科銅獎 
6A 尹可欣、6A 張峻山、

6A 陳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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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同學 

學術表現 第十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數學科銀獎 

6A 莊釨澄、6A 陳俊傑、

6A 楊浩瀚 

數學科銅獎 
6A 尹可欣、6A 史駿強、

6A 符叢丞 

中文朗誦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 
2C 張穎、4B 黃晟熙、 
6A 張婧 

英文朗誦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比賽 優異 

2B 林恩熙、2B 陳雨軒、

2B 李灝軒、3B 丘曉澄、
3C 吳梓瑩、4A 陳思辰、

4A 羅晉謙、4B 林泳心、

4C 古佩琳、4C 黃子康 
5A 陶熙熙、5B 趙梓攸、

5B 劉諾遙、6A 莊釨澄、

6A 尹可欣、6A 符叢丞、

6A 陳智成 

數學 

第七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2021 
小學二年級組 三等獎 2B 陳雨軒 

小學五年級組 卓越奬 5B 葉浩泓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小學二年級組 卓越獎 2B 陳雨軒 

小學五年級組 卓越獎 5B 葉浩泓 

第十三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圖形大師 亞軍 5A 溫俊霖 

個人賽一等獎 5A 溫俊霖 

個人賽二等獎 
5A 陳綽廷、5A 溫昕冉、

5A 張天佑、5A 李建均 

個人賽三等獎 
5A 孫鈺軒、5A 李顥元、

5A 許嘉怡 

常識 

第二屆北區小學編程機械格鬥王比賽 優異奬 
5A 黃琳皓、5A黃天樂、

5A 李建均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聖誕節

DIY鐘比賽 

最切合主題金獎 6A 史駿強、6A 陳俊傑 

最切合主題銅獎 
5A 黃天樂、6B 李樂明、

6B 湯蕊領 

最切合主題優異獎 5A 溫俊霖 

最佳匯報金獎 
5A 許嘉怡、5B 劉諾遙、

6A 呂梓悠 

最佳匯報銀獎 5A 李建均 

最佳匯報銅獎 6B 吳梓謙 

最佳匯報優異獎 6B 董梓頤 

最具創意金獎 6A 蘇琛沅 

最具創意銀獎 5B 趙梓攸 

最具創意優異獎 
5A 何紓蕎、5B 葉浩泓、

6B 謝溢希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聖誕節馬

達船設計比賽 

最切合主題金獎 5A 溫昕冉 

最佳匯報金獎 5A 溫昕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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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聖誕節馬

達船設計比賽 

最具創意金獎 
5A 李顥元、5A 陳凱怡、

5B 嚴浚譽 

最具創意銀獎 
5B 余誠之、5A 孫桐、 
5B 劉芯語、5B 黎智皓 

最具創意銅獎 5B 崔嘉熙、5B 葉卓輝 

最具創意優異獎 5B 陳梓琪 

最切合主題優異獎 5A 張天佑 

科技奧運會《奪寶奇兵～回力罐設計比賽

2022》 

一等獎 6B 吳子鳳、6B 董梓頤 

三等獎 6B 謝溢希、6B 張景熙 

  

普通話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 

優良 

2B 李可依、2C 陳廷赫、

4A 崔祖銘、4A 陳思佑、 
5A 陳綽廷、6A 陳智成、
6A 雷志林、6A 陳俊傑 

故事演講 

第六屆北區講故事大賽 

冠軍（高級組） 6A 張婧 

亞軍（高級組） 5A 溫昕冉 

季軍（高級組） 5A 許嘉怡 

最佳創意獎（高級組） 6A 張婧 

最佳聲音表現獎 
（高級組） 

5A 溫昕冉 

最佳肢體表現獎 
（高級組） 

5B 劉諾遙 

最佳信心獎（高級組） 5B 劉諾遙 

季軍（中級組） 2C 張穎 

最佳肢體表現獎 
（中級組） 

3B 丘曉澄 

2021-2022 香港校際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1C 方俊皓、2C尹雋滔、 
5A 許嘉怡、6A莊釨澄 

傑出影音效果獎 

1C 方俊皓、2C尹雋滔、 
4B 林泳心、5A何紓蕎、 
5A 許嘉怡、5B趙梓攸、 
5B 劉諾遙、6A尹可欣、 
6A 莊釨澄 

傑出合作獎 

1C 方俊皓、2C尹雋滔、 
4B 林泳心、5A何紓蕎、 
5A 許嘉怡、5B趙梓攸、 
5B 劉諾遙、6A尹可欣、 
6A 莊釨澄 

2022 全港小學「我是 KOL！」比賽 
  

最佳編導獎 
(初小組 普通話組) 

2C 温昕昊 

最佳視覺效果獎 
(初小組 普通話組) 

2C 温昕昊 

最佳視覺效果獎 
(高小組 普通話組) 

5A 溫昕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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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榜更新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 

項目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同學 

故事演講 2022 全港小學「我是 KOL！」比賽  

最具潛質獎(女) 

 (初小組 粵語) 
2C 張穎 

最佳演繹獎(女) 

(高小組 粵語) 
5B 劉諾遙 

  

音樂 

2021多倫多國際音樂展演 業餘組 獨奏 

鋼琴 
少兒 A組 二等獎 4A 吳昊昊 

第五屆央音全國青少年藝術展演(省級)

聲樂類 
獨唱項目 銀展演獎 4A 馬元媛 

第五屆央音全國青少年藝術展演(市級)

聲樂類 
獨唱項目 金展演獎 4A 馬元媛 

2021年珠江愷撒堡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 業餘二組 三等獎 4C 陳子瞳 

視覺藝術 

第十六屆青少年書畫大賽 國畫類 銀獎 4A 馬元媛 

2021畢加索國際青少年繪畫大賽（中國區

大賽） 
少兒組 優秀獎 6A 陳智成 

北區青年節填色比賽 
小學初級組(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2B 江卓言 

「防疫小英雄」兒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2B 江卓言、2B梁沁瑜、 

2C 莊子穎、3A李柏颻、 

3B 關子賢、3C李蕊情 

IYACC 第十三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銅獎 3B 丘曉澄 

電腦 
第三屆深港澳人工智能大賽暨 AI 科普嘉年

華 MakeX Starter 智慧交通 
二等獎 5C 余俊昊 

傑出表現 第一屆北區小學才藝比賽 冠軍 4B 秦子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