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比   賽   名   稱 獎   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 「一切從想像開始」寫作比賽 高小組金獎 6A 梁幸苗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冠軍 1B 黃莛崴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季軍 1D 陳子彥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冠軍 2B 黃靖晴

普通話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4A 關詠文

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集誦季軍 三、四年級普通話集誦隊成員

英文 YK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第三名 5A 安梓瑜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4A 梁施予

Solo Verse Speaking(Boys)季軍 5A 陳銘謙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5A 管悅彤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季軍 6A 鄧文晞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亞軍 6A 任凱澄

Choral Speaking P.1-3(Boys)冠軍 一至三年級英文集誦隊成員

數學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 初賽 小學二年級一等獎 2A 林卓彥、2D 張子珅

小學二年級二等獎 2B 林漮縉、2B 王皓、2D 何仲晞

小學三年級一等獎 3C 涂廣欣

小學三年級二等獎 3C 陳卓希、3C 張哲顥、3C 周彥銘

小學三年級三等獎 3C 張鈺寗、3C 譚雋言

小學四年級二等獎 4A 陳致熹

小學四年級三等獎 4A 郭思聰、4A 林漮蕎、4A 涂誠富

小學五年級一等獎 5A 程學韻、5A 何定信

小學五年級二等獎 5A 陳柏賢、5A 繆傑智、5B 吳天逸

小學五年級三等獎 5A 陳銘謙、5A 朱子治、5A 石浩言、5A 譚雋翹

小學六年級一等獎 6A 林樂昀、6A 趙博聞

小學六年級二等獎
6A 孔柏昇、6A 廖英鋒、6A曾智健

6B 何立行、6B 郭梓銳

小學六年級三等獎
6A 陳智彝、6A 梁嘉浚、6A 冼卓軒

6A 蘇泓睿、6A 王紀暘、6B 施正諾

音樂 全港音樂表演藝術大賽網上比賽 大提琴金獎 3C 李逸嵐

小提琴亞軍 3D 羅啟樂

小提琴季軍 3D 羅啟樂

小提琴金獎 4A 溫梓傑

鋼琴金獎 4A 溫梓傑

小提琴亞軍 4A 關詠文

小提琴金獎 4B 吉珈嫻

小提琴金獎 4D 伍思睿

中提琴金獎 5A 陳銘謙

鋼琴亞軍 5A 陳銘謙

小提琴亞軍 5A 黎凱晴

小提琴亞軍 5A 劉蘊妍

中提琴金獎 5B 甘茜宜

小提琴季軍 6A 陳正昊

小提琴金獎 6A 陳正昊

視藝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Awards for Children and Teenagers 2019 Second Prize(P4-6) 6A 石凱瑤

2019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第一組三等獎 1A 鄭卓藍、1B 羅藹旻、1B 肖煜琳

世界賽第三組一等獎 6A 何思融、6B 姚嘉琳、6D 莊觀鑾

世界賽第三組三等獎 5A 安梓瑜、5A 李安蕎

香港賽第一組三等獎 1A 鄭卓藍、1B 羅藹旻、1B 肖煜琳

香港賽第二組三等獎 3A 袁樂曦、3B 陳博遙、3C 梁恩琳

香港賽第三組一等獎 6A 何思融、6B 姚嘉琳、6D 莊觀鑾

香港賽第三組三等獎 5A 徐宇陽

香港賽第三組二等獎 5A 安梓瑜、5A 李安蕎

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壁畫設計比賽 小學高年級組季軍 5A 安梓瑜、5A 柯韻晴、5A 林嘉怡

體育 2019-2020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400米 殿軍 6A 冼卓軒

男子甲組鉛球 冠軍 6C 林朗天

男子乙組60米 亞軍 5B 何昊軒

男子乙組100米 殿軍 5B 何昊軒

男子乙組200米 殿軍 5A 張文洛

男子乙組跳高 冠軍 5C 蔡珀喬

男子乙組跳遠 亞軍 5B 鍾文浚

男子乙組壘球 季軍 5B 鄭迦澧

男子乙組4 X 100米 冠軍
5A 張文洛、5B 何昊軒、5B 鄭迦澧

5C 蔡珀喬、5B 鍾文浚、5B 陳梓熙

男子乙組 團體冠軍 世德田徑隊男乙成員

女子甲組60米 季軍 6A 林卓賢

女子甲組400米 亞軍 6A 劉倬熒

女子甲組200米 冠軍 6A 劉倬熒

女子甲組400米 季軍 6B 林啟陽

女子甲組200米 季軍 6B 林啟陽

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6A 李柔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A 李柔

女子甲組鉛球 亞軍 5A 柯韻晴

女子甲組壘球 亞軍 5A 柯韻晴

女子甲組4 X 100米 季軍
5A 柯韻晴、6A 劉倬熒、6A 李柔

6A 林卓賢、6A 鄧文晞、6B 林啟陽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世德田徑隊女甲成員

女子乙組60米 殿軍 5B 呂澄

女子乙組100米 殿軍 5B 呂澄



女子乙組100米 冠軍 5D 張芷晴

女子乙組200米 冠軍 5D 張芷晴

女子乙組200米 亞軍 5B 甘茜宜

女子乙組跳高 亞軍 5B 甘茜宜

女子乙組壘球 冠軍 5B 莫亦瞳

女子乙組4 X 100米 冠軍
5A 程學韻、5B 甘茜宜、5B 張芷菁

5B 呂澄、5B 呂瀅、5D 張芷晴

女子乙組 團體冠軍 世德田徑隊女乙成員

女子丙組壘球 季軍 4A 黃皓晴

女子丙組壘球 殿軍 4A 徐尉芯

2019-2020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冠軍 世德小學足球隊成員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十六屆聯合運動會 女甲60米 冠軍 6A 林卓賢

女甲200米 季軍 6B 林啟陽

女甲400米 亞軍 6A 劉倬熒

女甲壘球 殿軍 5A 柯韻晴

女甲團體 季軍 世德田徑隊女甲成員

女乙60米 冠軍 5D 張芷晴

女乙壘球 季軍 5B 莫亦瞳

女乙4X100米 季軍
5A 程學韻、5B 陳桸旻、5B 甘茜宜

5B 呂澄、5B 呂瀅、5D 張芷晴

女乙團體 季軍 世德田徑隊女乙成員

男乙60米 冠軍 5B 何昊軒

全場總團體 殿軍 世德田徑隊成員

第56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優等獎 世德舞蹈組(高級組)成員

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二重跳之王 亞軍 4A 梁施予

新界區小學男子初級組30秒前繩速度賽 冠軍 4A 梁施予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8至9歲30秒交叉速度賽 亞軍 4A 梁施予

8至9歲30秒前繩速度賽 殿軍 4A 梁施予

青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單打 季軍 5A 程學韻

男子單打 殿軍 6C 蔡鎧滔

IT MakeCode Arcade 齊心防疫遊戲設計比賽 小學組冠軍 5A 張顯銘

小學組最佳人氣獎 5A 張顯銘

小學組優異獎
3D 羅啟樂、4B 陳子恆、4B 陳允怡

5A 李錦銘、5A 何定信、6B 周俊熹、6B 施正諾

其他 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5A 安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