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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08:00-11:00 
地點：雨天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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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為上台領獎生) 

 

2020-2021 年度下學期一至三年級全期成績名次榜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1 1B *鄧兆峯 1 2D *宋天淏 1 3B *趙月華 

2 1B *劉思呈 2 2C *趙韋茵 2 3A *黎靜霏 

3 1C *駱政燁 3 2B *葉富城 3 3C *馮姵媛 

4 1C *黃頌弦 4 2B *陳佩諾 4 3D *黃俊然 

5 1C *鄭允愉 5 2B *林澄茵 5 3A *劉佳凝 

6 1B *鄭允揚 6 2D *羅昭嵐 6 3C *郭心悦 

7 1B *陳樂熹 7 2B *詹凱喬 7 3B *宋子汐 

8 1D *高銘錀 8 2C *麥致誠 8 3C *張雅倩 

9 1A *劉寶蔚 9 2C *蔡馨儀 9 3B *黃建鋒 

10 1D *林芷妤 10 2B *簡敏晴 10 3A *廖鎂行 

11 1A *方浩文 11 2D *梁予忻 11 3C *石宜穎 

12 1C *林永琛 12 2C *黃禜恒 12 3A *李心瑜 

 
 

家教會獎學金 (每級中、英、數、常全期最高分學生) 

頒發準則： 在下學期測驗及考試中，分別在各級中、英、數、常四個科目，兩次考試成績合計，   

     考獲最高分數的學生將獲頒發「獎學金」，如同分，便以其全級名次先後作決定。 
中文科 英文科 數學科 常識科 

1C 鄭允愉 1C 黃頌弦 1C 駱政燁 1D 高銘錀 

2B 葉富城 2D 宋天淏 2B 葉富城 2D 宋天淏 

3B 趙月華 3A 黎靜霏 3B 趙月華 3B 趙月華 

*已於 7 月 9 日「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中頒發。 

 

 

 



2 

校外比賽獲獎成績 

中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元朗青年協會遲來的訊文字及影像創作比賽 文字組 優秀作品獎 *3C 張雅倩 

   *3D 鄧子仲 

 

數學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20（華南賽區） 晉級賽 三等獎 *2A 鄭皓寧 

 

視覺藝術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0/21 小學組 銀獎 *2C 曾憬謙 

「正直廉潔好公民」小學生四格漫畫比賽 初小組 優異獎 *3C 麥子翹 

第五屆元朗區小學繪畫比賽 初級組 優異獎 *1C 鄭允愉 

   *3C 張凱淇 

 

音樂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四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樂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2020  

鋼琴 
季軍 *3B 黃建鋒 

 

舞蹈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Hong Kong (Asia) Solo Dance 

Competition 2020 
Solo Ballet Junior Division Bronze Medal 

*1D 張睿妍 

第四十二屆舞動香江大賽 幼童組個人項目芭蕾舞 亞軍 

全港學界舞蹈音樂藝術節 2019 DANCE GROUP BRONZE *2B 陳佩諾 

亞洲體育舞蹈理事會 28 屆會長盃 Cha Cha Cha 冠軍  

 CR 冠軍  

 Rumba 亞軍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香港 2020 7 歲或以下男女混合組倫巴舞 季軍 *2C 黃皓楓 

 7 歲或以下男女混合組查查查 季軍  

 
7 歲或以下男女混合組查查查、

倫巴舞及牛仔舞 
季軍  

 7 歲或以下男女混合組牛仔舞 季軍  

The 34 th Tuen Mun District Dance 

Competition 
Primary Group Silver Award 

*2D 梁楹偲 

第十三屆「善行盃」全港才藝大賽 小學組舞蹈 爵士舞群舞 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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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元朗區防疫標語創作大募集 小學組 優秀作品獎 *1A 郭頌萱 

 

 
 

 

校內活動獎項 
中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 (小一至小二) 冠軍 *2C 蔡馨儀 

  亞軍 *1C 黃頌弦 

  季軍 *2A 李依晴 

 中級 (小三至小四) 亞軍 *3A 李心瑜 

  

英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D 郭昱彤 

  亞軍 *1C 黃頌弦 

  季軍 *1A 郭頌萱 

 中級組 冠軍 *3B 趙月華 

  亞軍 *3A 郭詠潼 
 
視覺藝術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環保戰隊」角色親子設計比賽 初級組 冠軍 *1B 蘇溢轁 

  亞軍 *1C 李懿行 

  季軍 *1B 鄭允揚 

  優異獎 *1A 陳祉妤*1B 祁  津

   *1C 鄭允愉 *2A 鄭皓寧

   *3B 黃昱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