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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校外獎項 

科目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季軍 1B 甄子悠 

中文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

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菁英盃」 

初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 5-6 年級) 

二等獎 

5B 劉芷詠 

決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 5-6 年級) 

二等獎 

總決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 5-6 年級) 

三等獎 

初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 5-6 年級) 

一等獎 

6A 李錦銘 
決賽(香港賽區)小學丙組 

(小學 5-6 年級) 

三等獎 

普通話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季軍 2A 麥心翹 

英文 
YK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on 

第三名 6B 陳悅怡 

第四名 6C 文澤霖 

英文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

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優秀入圍獎 1C 何梓翹  

英文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季軍 
2B 馬恩悅 

Solo Verse Speaking(Boys) 

季軍 
2B 黃莛崴 

Solo Verse Speaking(Girls) 

季軍 
2C 王妍澄 

Solo Verse Speaking(Boys) 

亞軍 
2C 黃柏朗 

Solo Verse Speaking(Boys) 

亞軍 
5A 梁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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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Story to Stage”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20/21 

1st Prize 

4C 陳宥蓁、5A 關詠文、 

6A 安梓瑜、6A 石浩言、 

6B 李宏立 

英文 Little Maze Runner Silver 
5A 陳子恆、5A 梁施予 

5A 溫梓傑 、5A 黃樂言 

英文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傑出演員奬 
4A 廖籽晴、5A 梁施予 

5B 李樂賢、5B 陳允怡 

傑出影音效果奬 
4A 張樂倫、4A 廖籽晴、 

4C 周彥銘、4C 梁芷晴、 

4C 梁恩琳、4C 黃心妤、 

4D 黎姵怡、5A 黃湘瑜、 

5A 林漮蕎、5A 梁施予、 

5A 溫梓傑、5A 黃皓晴、 

5B 陳忻研、5B 陳允怡、 

5B 鄺穎蕎、5B 李樂賢、 

5B 王廷熙、6A 陳銘謙、 

6A 梁靖童  

傑出合作奬 

 傑出整體演出奬 

英文 
Learning A-Z Competition 

2021 

Champion 4D 關稀文 

Merit Prize 5B 曹靜桐 

數學 第七屆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 初賽優異賽 

5A 黃樂言、6A 石浩言、 

6A 何定信、6A 李安蕎、 

6A 陳柏賢、6A 繆傑智 

數學 荃葵青小學數學競賽(2020) 小六組優異獎狀 6A 程學韻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 2021(晉級賽) 

三年級三等獎 3C 張皓勤 

四年級三等獎 4C 譚雋言 

五年級二等獎 5A 陳致熹 

五年級三等獎 5A 郭思聰、5B 郭思愉 

六年級二等獎 6A 何定信、6A 繆傑智 

六年級三等獎 6A 陳柏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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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晉級

賽) 

銀獎 
3B 林卓彥、3B 黃鈞佑、 

6A 何定信 

銅獎 
3B 林立、4C 譚雋言、 

6A 繆傑智 

數學 2021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銀獎 6A 繆傑智 

常識 

「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

學中國歷史文化 

常識問答比賽」 

小學組葵青區第二名 

4C 周彥銘、4C 陳晉軒、 

4D 黃迦晴、4D 黎姵怡、 

5A 周浩逸、5A 林漮蕎、 

5A 黃樂言、5A 鄺嘉淇、 

5A 關詠文、6A 布雪瑩、 

6A 石浩言、6A 江浠璇、 

6A 李安蕎、6A 林子堯、 

6A 陳柏賢、6A 陳銘謙、 

6A 黃雅詩、6A 管悅彤、 

6A 劉蘊妍、6A 蔣心盈、 

6A 鄧詠之、6A 黎凱晴、 

6A 賴文昇、6A 譚雋翹、 

6A 曾璟匡、6B 甘茜宜、 

6B 何澄銦、6B 李宏立、 

6B 周巧柔、6B 楊俞琛、 

6B 顧芷琳 

常識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 

問答比賽 2020 
高小組優異獎 4D 黎姵怡 

常識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

學 STEM 探究展覽(2020-21) 
優異獎 

5A 黃樂言、5A 梁施予 

6A 柯韻晴、6A 賴文昇 

音樂 
2020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鋼琴

比賽 
兒童 C 組第五名 4C 陳宥蓁 

音樂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粵曲獨唱(子喉) 

小學高級組 

亞軍 

4C 黃心妤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季軍 
4D 倪浩森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冠軍 
4C 陳宥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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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冠軍 
5A 蔡潤彤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亞軍 
6A 繆傑智 

音樂 
第十九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

組合歌唱比賽 
優異獎 

4C 區可沂、4C 陳卓希、 

4C 陳晉軒、4C 譚雋言、 

4C 趙博雅、4D 張鈺寗、 

4D 關稀文、4D 黎姵怡、 

4D 黃展灝 

音樂 

保良局音樂積點獎勵計劃

2019 

金校徽 5A 關詠文 

銀校徽 
5A 溫梓傑、6A 劉蘊妍、 

6A 張澤群、6C 施愷婧 

 銅校徽 

3A 陳卓然、3C 何仲晞、 

4B 劉曉鍶、4C 葉琛賢、 

4C 趙博雅、4D 黎姵怡、 

4D 麥向賀、5A 韓沐麟、 

5A 郭思聰、5A 謝琛瑩、 

5B 關凱晴、5B 李樂賢、 

6A 劉蘊妍、6A 黎凱晴、 

6A 盧立言、6A 譚雋翹、 

6A 曾璟匡、6B 林心穎、 

6D 張逸皓 

保良局音樂積點獎勵計劃

2020 

金校徽 

6A 程學韻、6A 管悅彤、 

6A 林嘉怡、6A 繆傑智、 

6A 張澤群 

銀校徽 

6A 林子堯、6A 李錦銘、 

6A 繆傑智、6A 譚雋翹、 

6A 鄧詠之、6A 曾璟匡、 

4C 陳靖悠、4C 陳宥蓁 

銅校徽 

6A 歐邇雅、6A 李錦銘、 

6D 林卓宏、6D 吳焯希、 

5B 陳忻研、4A 李可瑩 

4C 區可沂、4C 陳晉軒、 

4C 譚雋言、4C 杜紫晴、 

4C 葉詠賢、3B 馮柏熹、 

3B 潘璟曈、3B 黃鈞佑、 

3C 石穎汶、3C 黃靖晴、 

3D 周芷舜、3D 林詩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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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 
保良局視藝積點獎勵計劃

2019 

金校徽 6A 安梓瑜、6B 鄭睿晴 

銀校徽 
5A 徐尉芯、6A 鄭幸宜、 

6A 徐宇陽 

 銅校徽 

2A 鄭卓藍、2B 羅藹旻、 

4A 陳博遙、4C 梁恩琳、 

4D 丁志培、5A 黃皓晴、 

5B 鄺穎蕎、6A 林嘉怡、 

6B 周巧柔、6B 蔣希敏、 

6B 甘茜宜、6B 林心穎 

視藝 
香港兒童冬日填色創作比賽

2020 «奇幻聖誕之旅» 
小學中級組亞軍 4C 陳宥蓁 

視藝 
2021 玩轉繽紛復活節─兒童

繪畫及填色比賽 

填色─兒童 B 組 

金獎 
4C 陳宥蓁 

視藝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0/21 
小學組銀獎 6B 林心穎 

體育 全港個人速度跳繩比賽  

1X30 秒前繩速度賽(10 歲男

子組)季軍 

5A 梁施予 

1X30 秒前繩速度賽 

優等獎 

1X30 秒單車速度跳比賽 

優等獎 

1X30 秒二重速度跳比賽 

優等獎 

IT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20：AI 起動‧智啟零饑

餓未來 

Minecraft 小學組優異獎 6A 張顯銘、6A 朱子治 

IT  
MakeCode Arcade 與老童遊 

樂齡遊戲設計比賽 

小學組二等獎 6A 張顯銘 

 優異獎 5B 陳允怡、5B 曹靜桐 

其他 
第五屆「老友鬼鬼」共融故

事演繹比賽 
初小組季軍 2D 趙梓寧 

其他 
第三十三屆和平海報設計比

賽《以服務創和平》 

小學組 

優異獎 
6A 林子堯、6A 安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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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積極樂觀迎挑戰 逆境自

強建社群】2020/21 年度主

題活動--繪畫比賽 

小學組 

季軍 
6A 林子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