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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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度下學期四至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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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張漪嫚 1 5A *何益謙 1 6A *洪子軒 

2 4D *伍堔橈 2 5A *胡頌朗 2 6A *張詠芝 

3 4D *葉智超 3 5A *黃淦椿 3 6A *黃靖霖 

4 4B *黃文軒 4 5A *張寶至 4 6A *梁昫晴 

5 4D *陳佳渝 5 5A *李梓昊 5 6A *廖汝淇 

6 4C *江獻科 6 5A *王敬昊 6 6A *楊海彤 

7 4B *林展樂 7 5A *許穎淇 7 6A *梁靜玟 

8 4A *胡靖羽 8 5A *黃昊烽 8 6A *盧枳晴 

9 4A *簡永羲 9 5A *何嘉瑜 9 6A *張苡淳 

10 4D *吳逸朗 10 5A *洪加穎 10 6A *郭心清 

11 4D *楊曉彤 11 5A *鍾栢朗 11 6A *郭龍翼 

12 4B *紀昊宏 12 5A *梁琛悅 12 6A *王啟言 

  

13 6A *李子霖 

14 6A *黃澧淳 

15 6A *郭詠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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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張漪嫚 4A 張漪嫚 4D 伍堔橈 4B 黃曉蓉 

5A 胡頌朗 5A 何益謙 5A 王敬昊 5A 胡頌朗 

6A 張詠芝 6A 黃靖霖 6A 洪子軒 6A 黃靖霖 

*已於 7 月 9 日「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中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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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獲獎成績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粵語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四年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4C 江獻科 

小學六年級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6A 盧枳晴 

 

英文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Boys 2nd Place *4B 黃文軒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4 – Girls 2nd Place *4C 張鈺銘 

 3rd Place *4B 黃曉蓉 

Solo Verse Speaking – Primary 6 – Girls 3rd Place *6B 譚玉婛 

 

普通話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三、四年級男子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冠軍 *4B 黃文軒 

 亞軍 *4C 張軒維 

五、六年級女子組普通話詩歌獨誦 冠軍 *6B 譚玉婛 

五、六年級男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6A 郭龍翼 

 
 

其他獲獎成績 
 

元朗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嘉許狀 
獲獎學生 

*6A 楊海彤 

 

中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六屆小學生 小六中文 特級優異獎 *6A 張詠芝 

現場作文比賽  優異獎 *6A 廖汝淇 *6A 曾家樂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比賽 六年級 特等 *6A 郭龍翼 *6A 張詠芝

 五年級 特等 *5B 陳景莹 *5A 何嘉瑜

元朗青年協會遲來的訊文字及影像 文字組 公眾至 like 大獎 *4A 張漪嫚 

創作比賽  季軍 *4A 張漪嫚 

  優秀作品獎 *5B 郭靖瞳 *6A 楊海彤



3 

英文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0/21 小學英文組 傑出演員獎 *6A 廖汝淇   

  傑出合作獎 4D 楊曉彤 5A 陳穎森 5A 何嘉瑜

  (代表上台) 5A 謝天行 5A 黃淦椿 5A 胡頌朗

   5C 謝天御 5D 黃珈蒝 6A 紀欣希

   6A 廖汝淇 6A 曾家樂 *6A 楊海彤

   *6B 謝天恩 *6B 楊思睿  

大埔三育中學第十六屆小學生英文即場 小六英文組 優異 *6A 張詠芝 6A 洪子軒 6A 楊海彤

作文比賽  (代表上台) *6A 朱暟澄 6A 黃靖霖  

  良好 6A 廖汝淇   
 

數學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二屆伯特盃小學數學多元 團體賽 一等獎 *6A 洪子軒 *6A 張詠芝  

挑戰賽   *6A 郭詠殷 *6A 廖汝淇  

 個人賽 一等獎 *6A 王啟言 *6A 洪子軒 *6A 張詠芝

   *6A 黃家愉 *6A 廖汝淇  

  二等獎 6A 郭詠殷 6A 郭龍翼  

   6B 陳斯雅 6A 曾家樂  

  三等獎 6A 葉霖羲   

 速算大王 冠軍 *6A 洪子軒 *6A 黃家愉  

 解難大師 冠軍 *6A 張詠芝   

 圖形大師 冠軍 *6A 郭龍翼 *6A 廖汝淇  

第六屆小學數學精英大賽 五年級個人
優異獎 

(代表上台) 
*5A 張寶至 5A 何浩琛 5A 李梓昊

2020/21 獎項  5A 鍾栢朗 5A 何益謙 5A 羅靖匡

   5A 黃淦椿 5A 王敬昊 5A 胡頌朗

 六年級個人 優異獎 *6A 張詠芝 6A 葉霖羲 6A 曾家樂

 獎項 (代表上台) 6A 郭詠殷 6A 梁靜玟 6A 王啟言

   6A 洪子軒 6A 廖汝淇 6A 楊海彤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晉級賽 
二等獎 

(代表上台)
*6A 張詠芝

6A 郭詠殷 
6A 梁靜玟

2020 五年級 三等獎 6A 曾家樂   

 
晉級賽 

三年級 
三等獎 4B 林展樂   

 

常識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元朗天主教中學網上學術時事問答比賽 2020 決賽 季軍 *5A 彭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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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20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 小學組 優異獎 5A 高宝敏 5A 黃淦椿 5C 梁芷臻 

文誦讀比賽(香港賽區)  (代表上台) 5C 鄧嘉晞 5C 易卓儀 6A 張芯怡 

   *6A 鍾宜芹 6A 郭龍翼 6A 廖汝淇 

   *6A 曾家樂 6A 王啟言 6B 陳浩軒 

   6C 張芷韻 6E 陳紫晴 6E 何煥章 

 
音樂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鋼琴二級 金獎 *4C 張軒維 

2021 環球傑出青年音樂家比賽 英國皇家鋼琴 6級考試組 冠軍及傑出音樂家金獎 *6A 郭詠殷 

Music Break 音樂無地限 網上音

樂比賽 2021 
大提琴 高小組 金獎 *4B 黃文軒 

元朗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元朗區文藝之星 嘉許狀 *5A 周紀霖 

 
 

電腦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國際編程競賽 HKICO 初賽 2020-2021  金獎 *6A 陳建宏 

  銀獎 *6A 王啟言 

GMCC 世界 AI 智能創意編程大賽 2021  銅獎 *5A 李梓昊 *6A 王啟言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20 小學組 亞軍 *6A 陳建宏 *6A 梁昫晴

   *6A 盧枳晴  

2021 MakeX Spark Online Competition 

(Code For Health) 

Intermediate 

Group 

Young 

Innovator 
*6A 梁昫晴 *6A 盧枳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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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謝天御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畫 2021 中童組 國畫 銀獎 *6A 關詠姸 

 中童組 西畫 銅獎 *5B 郭泳碄 

「正直廉潔好公民」小學生四格漫畫比賽 高小組 優異獎 *6A 朱暟澄 

   *6E 王綽鏗 

 
 

體育科 
比賽項目 獲獎學生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D 劉梓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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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21 國際盃文化藝術邀請大賽 高小組 舞蹈 群舞 銀獎 *4C 鄧考晴 

亞洲體育舞蹈理事會 28 屆會長盃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First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First  

 Juvenile & Youth Solo Rumba First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First  

 Juvenile & Youth CRJ First  

 Juvenile & Youth CS First  

 Juvenile & Youth CSRPJ Second  

香港舞蹈總會袋鼠盃舞蹈比賽 2021 10-11 Modern Jazz Solo (Team B)
GOLD 

RANKING 3 
*4D 黃琛悠 

屯門區第三十四屆舞蹈大賽 現代舞少年組 銀獎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香港 2020 9 歲或以下男女混合組倫巴舞 季軍  

 9 歲或以下男女混合組牛仔舞 季軍  

 9 歲男女混合組倫巴舞 季軍  

 9 歲男女混合組查查查 季軍  

 9 歲男女混合組牛仔舞 季軍  

 9 歲男女混合組森巴舞及鬥牛舞 亞軍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優秀女童軍選舉  優秀女童軍 *5A 周紀霖 

元朗區防疫標語創作大募集 小學組 傑出作品獎 *4C 伍皓揚 

  優秀作品獎 *6A 廖汝淇 *6B 張凱茵

   *6B 林慶嘉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小學組 優異獎 *6A 胡心雅 

公益少年團 個人獎 中級獎 *6A 梁昫晴 *6A 胡心雅

 簡報設計比賽 季軍 *6A 梁昫晴 *6A 盧枳晴

   *6A 陳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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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獎項 
 
 
中文科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級 (小三至小四) 冠軍 *4B 黃文軒 

  季軍 *4B 黃曉蓉 

 高級 (小五至小六) 冠軍 *5A 黃昊烽 

  亞軍 *5B 梁藴臻 

  季軍 *6B 徐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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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組 季軍 *4B 黃文軒 

 高級組 冠軍 *6A 洪子軒 

  亞軍 *6B 張凱茵 

  季軍 *6A 盧枳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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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組 冠軍 *6A 胡心雅 

  亞軍 *6A 張苡淳 

  季軍 *4D 黃嘉傲 

  優異獎 *5A 張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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