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比賽名稱 成就  

《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四大名著 

廣播劇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4A 付承芮  4B 羅詩凱  4C蔣麗媛   

4C 張淑媛  4C 趙思宇 

高小組優異獎    6A 莊丹怡  6A 廖梓婧  6B 蔡櫻涵   

6D 曾燕鈴  6E 林靜怡 

語

言

藝

術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 

男子組英詩獨誦冠軍     5A 蔡鴻鋒 

女子組英詩獨誦亞軍     6C 洪思琪 

優良獎狀 81位同學 

 

粵語︰ 

女子組散文獨誦亞軍     6C 何慧琳 

女子組詩詞獨誦季軍     6D 鄒曉桐 

優良獎狀 19位同學 

良好獎狀 21位同學 

 

普通話︰ 

女子組散文獨誦亞軍     6E 何慧琳 

女子組散文獨誦季軍     5C 鄭思涵 

女子組詩詞獨誦季軍     5B 葛思妤   6A 李凱程 

優良獎狀 28位同學 

良好獎狀 19位同學 

香港校際戲劇節 

小學英文話話劇組︰ 

傑出演員獎   4A 付承芮  5A 江  碩  6A 李灝瀅  6B 李天諾 

傑出合作獎 

 

小學普通話話劇組︰ 

傑出演員獎   4C 鍾慧炎  4D 黃子豐  5B 葛思妤 5D 毛琪涵  

 6A 廖梓婧  6A 莊丹怡  6B 蔡櫻涵  6E何慧琳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2021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 

第十五屆 BNCL證書 

朗誦比賽 

普通話組冠軍    5C 鄭思涵 

普通話組亞軍    4A 付承芮  6C 趙紫瑩  6E 林靜怡 

普通話組季軍    4C 蔣麗媛 

《基本法》大使 

培訓獎勵計畫寫作比賽 
季軍      6A 廖梓婧 

語

文 

 

2021年度佛教青少年團 

佛誕徵文比賽 

特優獎  5C 鄭思涵 

優異獎  5C 李雅浠  5D 鍾嘉菱 

TOEFL Junior初中 

托福考試 

金證書    6B 李瑞源 

銀證書    6A 林念彤  6A陸凌烽  6B 李天諾   

          6C 潘兆炫  6E 周文灝 

銅證書    6A 吳善鈞  6A 余慧玥  6A詹欣彤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5B 蔡依庭  6C 李梓軒  6C 趙紫瑩  6D 鄒曉桐 語

文 

 

亞洲英文文法決賽 Bronze Award    2B 周梓渘 

「雅卓盃」英文寫作決賽 Bronze Award   5B 蔡依庭  6A 莊丹怡  6E 林靜怡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 

書法大獎賽 
二等獎    5D 毛琪涵 

藝

術 

旗袍填色設計比賽 

(小學組) 

初小組優異獎    3C 符皓竣  3C符卓恩 

高小組優異獎    6A 黃子曦 

「北區青年節好心晴」 

「WhatsAppSticker」 

設計比賽及填色比賽 

小學初級組優異獎  3C 符皓竣 

小學高級組優異獎  6B 鍾曉晴 

《基本法》大使培訓獎勵計劃  

海報設計比賽 
亞軍  6A 黃子曦 

2021世界和平書畫展 

國際青少年書畫大賽 
金獎  3A 陳正昊 

2020-2021年度佛誕卡設計比賽 亞軍  6E 林靜怡 

第五屆肖邦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 兒童 B組 鋼琴(自由選曲組) 銀獎  3A 蔣方霏 



幼童軍全民防疫 

海報設計比賽 

初級組冠軍    3B 黃子昊 

初級組亞軍    3C 符皓竣 

初級組季軍    3D 於悅 

高級組冠軍    5B 黃梓晴 

高級組季軍    6A 黃子曦 

2021米塔格國際樂器比賽 中國區 弦樂 小提琴 C組 銀獎  3A 伍橦歆 

2021年全國中小學生幼兒 

優秀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大展 
特等獎  3A陳正昊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小提琴獨奏一級 銅獎  3B 黃子昊 

分級鋼琴獨奏銀獎 銅獎    5B 蔡依庭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銅獎    5C 李雅浠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亞軍    6A 莊丹怡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銅獎    6A 張田融 

分級小提琴獨奏一級 銀獎  6B 蔡櫻涵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銀獎    6C 楊偉俊 

中阮獨奏深造組 銀獎      6E 黨晟塬 

時代華娛電影集團「小舞者比賽」 最佳小舞者獎  3A黃慧珊 

第 15屆校園藝術大使 5B 葉卓雅  5B 蔡依庭 

2021全國青少年 

無人機挑戰賽(香港站) 

立體迷宮賽 季軍    

多機編隊編程障礙賽 殿軍   

編程障礙賽 優異獎         

4C 陳葳檬  6A 廖梓婧  6D 蔣嘉輝 

科

學

及

科

技 
2020香港資訊及 

通訊科技獎︰學生創新獎 

優異證書   

6A 黃子曦  6A 廖梓婧  6A 陸凌烽  6A 吳善鈞 

「跳繩強心」 

網上跳繩比賽 2021 

小學一至二年級女子組  優秀獎      2C 李嘉雯 

小學五至六年級女子組  銅獎        6C 洪思琪 

小學五至六年級男子組  銅獎        6A 劉梓楓 

體

育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之運動獎勵計劃獎項 
金獎      33人   銀獎      22人     銅獎      55人 體

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2020 - 2021」 
證書及獎學金   6B 左昇咅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高小組優異獎   6B 蔡櫻涵 

人

文

學

科 

童軍網上問答常識大挑戰 優異獎         6A 羅詠澄  6D梁梓言  6D黃家皓 

2021年春季深圳市 

國際象棋等級賽 
女子 G組第三名  3A 蔣方霏 

2021年廣東省第六屆「誰是棋王」

全民爭霸賽國際象棋福田梅林賽區 
男子組冠軍     3D 朱俊臣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 2021 

一等獎    5B 蔡依庭  6A 李凱程  6A 吳善鈞 

二等獎    2A 吳浩儒  2B 蘇彥博  3B 黃子昊  3C 楊子龍 

4A 文耀清  4A 鄭喆楷  4B 蔡曉銘  5A 江  碩 

5C 鄭思涵  5C 高永平  6A 洪啟睿  6A 徐子涵 

6A 余夢曦  6C 王雅珺  6E 吳嘉芮 

三等獎    54位同學 

數

學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總決賽 2021 

二等獎    5C 鄭思涵 

三等獎    5B 蔡依庭 

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 
團體賽季軍   

6A 羅詠澄  6A黃子曦  6A 劉梓楓  6A 莊丹怡 

數學多元智能盃 

金獎      1D 薛子楠 

銀獎      4B 蔡曉銘  5B 蔡依庭  5D 鍾嘉菱 

銅獎      5C 鍾嘉莉  5D 李  想 

Math 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比賽 

銅獎      1C 蔡鎬宇  2A 吳浩儒  5B 蔡依庭 

          5C 高永平  6A 劉梓楓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AIMO 晉級賽 2021 
銅獎      1C 洪銘沙  2B 洪銘凱  5A 郭政衡 

小學數學滿貫盃 

2020-2021(初賽) 

金獎      1D 薛子楠  2D紀星遙 

銀獎      1A 黃  泳  1A 梁芷如  1C 林言睿  2A 吳浩儒 

4B 蔡曉銘  4C 陳苑欣  4D 鄭子康 

銅獎      2C 何展同  2D 梁子淇  2D 葛亦耘  2D 王惠姿 

6B 左昇咅  6B 呂可馨  6B 彭運航 

Fun Fun Arena 

香港學科比賽 

銀獎      6A 羅灝德  6A 黃子曦 

銅獎      6A 劉梓楓  6A 羅詠澄  6A 戚婥媛  6A 廖梓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