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學校 
 

2021-2022年度 

下學期學業成績頒獎禮 

 

一至五年級 
 

 

日期︰2022年 8月 2日(星期二) 

時間︰09:30-11:30 

      地點︰本校禮堂 

 



光明學校 2021-2022 年度下學期「學業成績頒獎禮」 
(有*者為上台領獎學生) 

全期成績名次榜 

名次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 1C *郭梓朗 2D *鄧兆峯 3A *陳佩諾 4D *趙月華 5A *張漪嫚 

2 1C *林 哲 2B *駱政燁 3D *麥致誠 4B *石宜穎 5B *潘 樂 

3 1B *周祉璇 2C *陳梓軒 3B *林澄茵 4B *宋子汐 5A *葉智超 

4 1E *曾梓軒 2D *陳樂熹 3C *趙韋茵 4A *鄧以琳 5A *黃文軒 

5 1D *蔡正喬 2C *鄭允愉 3D *蔡馨儀 4C *廖鎂行 5A *伍堔橈 

6 1A *盧言舜 2B *劉寶蔚 3B *梁予忻 4C *黎靜霏 5A *簡永羲 

7 1E *梁芷彤 2C *高銘錀 3A *何樂泓 4D *張雅倩 5A *楊曉彤 

8 1E *劉愷恩 2B *林芷妤 3B *葉富城 4C *廖茺蔚 5A *吳逸朗 

9 1E *許頌祺 2C *劉思呈 3D *張家仁 4C *麥子翹 5A *陳佳渝 

10 1B *胡晉傑 2D *陳塱昇 3C *詹凱喬 4A *劉佳凝 5A *張程翔 

11 1B *劉柏熙 2D *鄭允揚 3D *高顥瑧 4B *馮姵媛 5A *陳承熙 

12 1E *張睿軒 2C *方浩文 3D *宋天淏 4C *楊芷慧 5A *江獻科 

13 1A *黎諾恆 

    14 1C *何詣深 

15 1D *鍾皓軒 

學業成績獎學金 

名次/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1 *1C郭梓朗 *2D鄧兆峯 *3A陳佩諾 *4D趙月華 *5A張漪嫚 

2 *1C林 哲 *2B駱政燁 *3D麥致誠 *4B石宜穎 *5B潘 樂 

3 *1B周祉璇 *2C陳梓軒 *3B林澄茵 *4B宋子汐 *5A葉智超 

4 *1E曾梓軒 *2D陳樂熹 *3C趙韋茵 *4A鄧以琳 *5A黃文軒 

5 *1D蔡正喬 *2C鄭允愉 *3D蔡馨儀 *4C廖鎂行 *5A伍堔橈 

曾天養校長「多元智能獎學金 

八大智能 第一學習階段(P.1-3) 第二學習階段(P.4-6) 

語文智能 *3B梁予忻 *5A黃文軒 

邏輯數學智能 *3A鄭皓寧 6A 王敬昊 

空間智能 *2D鄭允揚 *4D張凱淇 

音樂智能 *3C周漢和 *5A楊曉彤 

肢體運作智能 *3B詹信一 *5A黃琛悠 

人際智能 *3C詹凱喬 6A 張寶至 

內省智能 *3A曾翔謙 6A 彭啟睿 

常識及科技智能 *3B胡卓日 *5A張漪嫚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1E曾梓軒 *1A陳梓軒 *1C林 哲 *1A盧言舜 

*2B劉寶蔚 *2C鄧鈞揚 *2D鄧兆峯 *2D鄧兆峯 

*3A陳佩諾 *3A陳佩諾 *3B林澄茵 *3A陳佩諾 

*4D趙月華 *4B宋子汐 *4C黎靜霏 *4D趙月華 

*5A張漪嫚 *5A張鈺銘 *5A簡永羲 *5A江獻科 

 

Cambridge English YLE-A2 Flyers 15 Shields *5A陳佳渝 

課外活動獲獎成績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文科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

作文比賽 
五年級 季軍 *5B李慕兒 

  

  特等 *5A陳佳渝 *5A 張鈺銘 *5D楊蕊婷 

   *5A張程翔 *5B 梁晞玟  

元朗區公民教育標語 初小組 優異 *4A鄧子仲   

創作比賽 高小組 季軍 *5D王朗維   

第八屆「耀道盃」小學 團體 最佳辯論員 *5A許乙悅   

校際辯論邀請賽  小組季軍、 *5A許乙悅 *5A 張漪嫚 *5A胡安雅 

  卓越合作大獎 *5B陳津兒 *5B 劉祖熙 *5B楊顯耀 

國際資優教育及藝術協

會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高小組 亞軍 *5A黃文軒  

 

第二屆優才盃中文硬筆

書法比賽 
少年組 季軍 *5A黃文軒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3D郭昱彤   

 (小一至小三) 亞軍 *2D袁翊騫   

  季軍 *2C劉思呈   

 高級組 冠軍 *5A陳佳渝   

 (小四至小六) 亞軍 *5A黃文軒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小學三年級  
季軍 

*3A尹栩昕   

 小學五年級  *5A許乙悅   

英文科 

2021 香港青少年英文 小學初級組 金獎 *2C鄭允愉 *2D 鄧兆峯  

朗誦比賽  銀獎 *3D蔡馨儀 *2D 鄭允揚  

  銅獎 1B王皓軒 2C謝宛堯 2D曾浚銘 

   *3D麥致誠   

Asia Young 
Storytellers Award 

Storytelling 
Hong Kong 
Top 10 

*2D鄧兆峯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P.4 - P.6 

First-class 
Honours Award *5A伍堔橈   

Primary School   Merit 5A張程翔 5A簡永羲 5A黃文軒 

Students   *5A張鈺銘 5A林展樂  

The 22nd Annual English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in Yuen Long 
2021-2022 

English 

Storytelling 

2nd 

runner-up 
*5A江獻科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5 2nd Place *5A江獻科   

– Boys  3rd Place *5A 張軒維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4 3rd Place *4D廖晞蘊   

–Girls Primary 5 3rd Place *5A黃曉蓉 *5A張鈺銘  

Hong Kong Children 
Speech Competition 
2022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 
Senior 
Primary 

Champion *5A黃文軒   

全港學生朗誦及講故事

比賽 

英語朗誦 

P5小學組 
Silver *5A黃文軒   

5th English Speech 

Contest 

Primary  

P.5- P.6 
2nd Runner Up *5A黃文軒   

數學科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 小五組 銀奬 *5A簡永羲 *5A 葉智超  

戰賽 個人賽 銅奬 *5A陳承熙 *5A 馬俊智 *5A伍堔橈 

   *5A陳洛瑤 *5A 許乙悅 *5A林展樂 

  優異奬 *5A張軒維 *5A 紀昊宏 *5A吳逸朗 

   *5A楊曉彤   

MathConceptition 四年級組 全港校際賽 *4A劉佳凝 *4C黎靜霏 *4D張雅倩 

數學思維大激鬥 五年級組 優異獎 *5A簡永羲 *5A張漪嫚 *5A葉智超 

小學數學挑戰賽滿貫盃 初賽 冠軍 *2D丘景晉 *3B 黎梓昊  

2021－2022  亞軍 *1A鍾樂琛 *1A 盧言舜 *1A黎諾恆 

   *1A彭兆君 *1B 周祉璇 *1C游浩恩 

   *1D蘭亦博   

AIMO 2022 晉級賽 銀獎 *5A簡永羲 *5A葉智超 *5A黃文軒 

  銅獎 2B劉寶蔚 2B林芷妤 3A鄭皓寧 

   3B湛芷澄 5A伍琛橈 5A楊曉彤 

   5B趙崇康 5A陳心悅 5A陳承熙 

全球少年數學能力測試  銅獎 *3A鄭皓寧   

2022  優異獎 3B湛芷澄 5B趙崇康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常識科/STEM 

2021-2022海陸空比賽 科學探索之旅 二等獎 *5A吳逸朗   

Global Academic 

Invitational 

(Preliminary Stage) 

國際常識競賽 

Grade 5 Gold Medal *5A黃文軒   

Grade 3 Silver Medal *3B胡卓日   

2021「夢飛翔」 

紙飛機大賽 
最遠飛行距離 

殿軍 
*5A張軒維 *5A蔡諾晞 *5A蔡曜朗 

*5A林展樂   

優異獎 *3D蔡馨儀 *3D郭昱彤 *3D黃雪彤 

城市創科大挑戰 高小組 冠軍 *5A陳心悦 *5A 張漪嫚 *5A許乙悅 

  最喜愛大獎 *5A陳心悦 *5A 張漪嫚 *5A許乙悅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21 
小學組 冠軍 *5A陳心悦 *5A 張漪嫚 *5A許乙悅 

第四屆陳呂重德盃  最具創意獎及 *5A練紫盈 *5A 勞泳莎 *5A黃曉蓉 

  銀獎 *5A練紫盈 *5A 勞泳莎 *5A黃曉蓉 

  銅獎 *5A李詠心 *5A 胡靖羽 *5A楊曉彤 

視覺藝術組 

春天花兒盛開水彩畫繪

畫比賽 2022 

小學 

P.5-P.6組 
金鑽獎 *5D鄧映潼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獎 *3A陳佩諾 *3A 張澄譽  

  銀獎 *3A萬采盈   

  銅獎 *3B鄧梓筠 *3D 張家仁 *3D黃雪彤 

《弟子規》四格漫畫創作 高小組 一等獎 *5C梁晉郴   

比賽 初小親子組 二等獎 *2C鄭允愉 *2D 鄭允揚  

 高小組 優異獎 *4D張凱淇   

「亞運吉祥物」設計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C鄭允愉   

  亞軍 *3A黃禜恒   

  季軍 *3B韓馥而   

  優異獎 *1E林諾謙 *1E吳珀然 *2D鄭允揚 

 高級組 冠軍 *5A黃文軒   

  季軍 *4D張凱淇   

  優異獎 *4D張雅倩   

音樂組 

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冠軍 *4A黃紫喬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4D黃建鋒   

7th Global Children and 

Youth Woodwind 

Competitions 

Primary 

P.3-4 
1st Place *4A李心瑜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鋼琴獨奏

中級組 
金獎 *5A楊曉彤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候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

比賽 2022 

鋼琴獨奏 

(中級組) 
金獎 *4D黃建鋒   

 
中樂獨奏 

(彈撥樂組) 
銀獎 *5B李慕兒   

 鋼琴獨奏 銅獎 *2C鄭允愉 *2D鄭允揚 *3A黃禜恒 

 (初、中、  *4A黃紫喬 *5A楊曉彤 *5B劉芷瑜 

 高級組)  *5D梁俊彬   

香港學界音樂家大賽

2022 

小學高級

P5-P6組 
亞軍 *5A黃文軒   

舞蹈組 

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 倫巴舞 B組 冠軍    

2021 牛仔舞 B組 冠軍    

(10 歲單人) 查查查 F組 冠軍    

 
查查查、倫巴

舞、牛仔舞 A組 
季軍    

 
森巴舞、鬥牛

舞 A組 
季軍  

 
 

2022 香港體育舞蹈 倫巴舞 冠軍    

單人組公開賽 牛仔舞 冠軍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 查查查 亞軍    

 
查查查、倫巴
舞及牛仔舞 

季軍    

 查查查分組賽
B組 

第一名    

 
倫巴舞分組賽

B組 
第二名  *5A黃琛悠  

 
查查查、倫巴
舞及牛仔舞分
組賽 B組 

第二名    

 
森巴舞及鬥牛
舞分組賽 B組 

第二名    

 
牛仔舞分組賽

C組 
第三名    

香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 倫巴舞 亞軍    

賽香港 2021第三站 牛仔舞 亞軍    

(單人組 10歲) 查查查分組賽 A 第一名    

 倫巴舞分組賽 B 第一名    

 牛仔舞分組賽 A 第二名    

 查查查、倫巴
舞及牛仔人舞

分組賽 B 
第二名    

 森巴舞及鬥牛
舞分組賽 B 

第三名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八屆世界舞蹈家錦標 Solo Rumba B 1 st    

賽及第一屆世界舞蹈家
表演大賽 

Solo 
C/S/R/P/J 

2 nd    

(U10) Solo Cha Cha 
Cha F 

2 nd    

 Solo Samba A 2 nd    

(U12) Pair Cha CHa 
Cha 

1 st    

 Pair Jive 1 st    

 Pair Rumba 1 st  *5A黃琛悠  

東區舞蹈節錦標賽 CRS First    

(兒童青少年組) CS First    

 Solo Jive First    

 
Solo Paso 
Doble 

First    

 Solo Rumba First    

 Solo Samba First    

 Solo Cha Cha 
Cha 

Second    

體育組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 殿軍 *5A吳浠彤 *5A 黃琛悠 *5B陳諾琳 

(女子乙組)   *5C李曉晴 *5D 鄧映潼  

 壘球 亞軍 *5D鄧映潼   

 跳高 殿軍 *5A吳浠彤   

(男子乙組) 團體 第五名 *5A林展樂 *5A 吳傲然 *5B劉祖熙 

   *5C張智堯 *5C 何梓鐫 *4C張浩暉 

 跳遠 季軍 *5B劉祖熙   

(女子丙組) 團體 殿軍 *4A劉佳凝 *4B 陳柏孜 *4B姜熹靜 

 跳遠 冠軍 *4A劉佳凝   

(男子丙組) 團體 第七名 *3D張智舜 *4D 陳孜珅 *4D吳柏希 

 跳遠 殿軍 *4D吳柏希   

2022 年室外三人籃球賽 小童組 U10 冠軍    

  最強射手 *4C羅逸朗   

2021 獅子會全港學生 

三人籃球賽 
U10組 冠軍    

2021-2022青苗羽毛球 

培訓計劃分區挑戰日 
團體賽 冠軍 *3B詹信一 *3B蕭溢希 *4A劉佳凝 

港青羽毛球單打分齡賽

2022 
男子 D組 

單打冠軍及 

雙打季軍 
*3B詹信一   

新界小學分區劍擊比賽

(元朗區) 
男子丙組佩劍 冠軍 *2B王澤銘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圖書組 

小學生閱讀分享演講比賽  
優異獎及 

團體最佳表現獎 
*5A江獻科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公益少年團 短片創作比賽 亞軍 *5A胡靖羽 *5A 黃文軒  

   *5A張漪嫚 *5A 楊曉彤  

香港女童軍元朗分會 隊伍參與獎 銅獎 *4D張雅倩   

慶祝新界地方協會成立 65

周年「元朗人．情．味」 

生日蛋糕填色

比賽 
優異獎 *4D張雅倩 

  

學生支援組 

「正向傳說番外篇」故事 低級組 冠軍 *2B李懿行   

親子創作比賽  亞軍 *2C鄭允愉   

  季軍 *2D鄭允揚   

  優異獎 *1B謝鈞濠 *1B 胡晉傑 *1D詹皓一 

   *2D郭頌萱 *3A 黃禜恒 *3A陳佩諾 

 高級組 冠軍 *5A楊曉彤   

  季軍 *5A張鈺銘   

  優異獎 *4C麥子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