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學校 
 

2021-2022 年度 

下學期學業成績頒獎禮 

 

六年級 

 

 

日期︰2022 年8 月1 日(星期一)  

時間︰09:3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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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A *張寶至 

2 6A *梁芷希 

3 6A *何益謙 

4 6A *梁琛悅 

5 6A *王敬昊 

6 6A *鍾栢朗 

7 6A *繆敬均 

8 6A *羅心怡 

9 6A *許樂軒 

10 6A *許穎淇 

11 6A *周紀霖 

12 6A *高宝敏 

 

學業成績獎學金 

名次/ 級別 六年級 

1 *6A 張寶至 

2 *6A 梁芷希 

3 *6A 何益謙 

4 *6A 梁琛悅 

5 *6A 王敬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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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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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梁芷希 *6A 張寶至 *6A 張寶至 *6A 王耀佳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Level B2 Grade A *6A 張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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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 特等 *6A 李安鈺 *6A 梁芷希 *6A 彭啟睿 

文比賽   *6B 李浩泓 *6D 趙珞茼  

  優異 6A 張寶至 6A 羅心怡 6A 謝天行 

   6A 何嘉瑜 6A 繆敬均 6A 黃昊烽 

   6A 許穎淇 6A 曾栩兒 6A 黃淦椿 

   6A 胡頌朗 6B 趙浠洳 6B 高 弘 

   6B 陳朗謙 6B 何梓琳 6B 郭靖瞳 

   6B 郭泳碄 6B 梁蘊臻 6B 鄧尚喆 

   6B 梁芝澄 6B 吳翠晶 6B 鄧睿喆 

   6B 梁汶晞 6B 吳愷晴 6C 陳雅雯 

   6C 張梓庭 6D 劉心怡 6D 邱健航 

   6C 林鈺淇 6D 李芷嵐 6D 岑瑩姬 

  良好 6A 陳穎森 6B 李明恩 6B 劉子樂 

   6B 黃東樂 6C 曹伊蘭 6D 陳凱晴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激辯！小學辯論挑戰賽
2021」 

團體 最佳辯論員 *6A 何嘉瑜  
 

第八屆「耀道盃」小學  小組季軍、 *6B 歐陽鋑 *6B 高 弘 *6B 李浩泓 

校際辯論邀請賽  卓越合作大獎 *6B 梁汶晞 *6B 李明恩 *6C 黃烜堯 

第十七屆小學生現場作文 小六中文 優異獎 *6A 李安鈺 *6A 黃淦椿 *6A 彭啟睿 

比賽   *6B 梁蘊臻 *6C 程凱琳 *6D 劉心怡 

  良好獎 6A 何益謙 6A 李梓昊 6A 黃昊烽 

   6A 梁芷希 6A 謝天行 6A 胡頌朗 

   6B 陳景莹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級組 季軍 *6B 張紫澄   

(小四至小六)  優異 6D 劉心怡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小學六年級 優良 6A 陳穎森 6D 蔡蕙蕎  

  良好 6A 黃珈蒝 6B 吳翠晶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組 小學六年級 良好 6A 陳健行   

 



 

比賽名稱 項目/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英文科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Primary 
English 

Award for 
Outstanding 

*6A 陳穎森 *6A 何嘉瑜 *6A 謝天行 

2021/22 group 
Audio-visual 
Effects & 

*6A 鍾栢朗 *6A 何益謙 *6A 黃淦椿 

  
Cooperation 

 
*6A 黃珈蒝 *6B 謝天御 

 

  
Award for 
Outstanding 

*6A 陳穎森 *6A 謝天行 
 

  
Performer 

 
*6A 何嘉瑜 *6B 謝天御 

 

第十七屆小學生英文 小六英文組 特級優異 *6A 黃淦椿   

即場作文比賽  優異 6A 何益謙 6A 李安鈺 *6A 黃昊烽 

   6A 羅心怡 6A 謝天行 6A 胡頌朗 

   6B 郭泳碄 6D 黃洛鍶  

第十七屆小學生英文  良好 6A 鍾栢朗 6A 梁芷希 6A 繆敬均 

即場作文比賽   6B 何梓琳 6B 梁芝澄 6B 梁蘊臻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6 Merit 6A 陳穎森 6A 梁琛悅 6A 張寶至 

– Girls   6B 郭泳碄 6B 吳翠晶 *6D 蔡蕙蕎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6 Merit *6A 陳健行 6A 陳立軒 6A 何益謙 

– Boys  Proficiency *6C 黃烜堯 6A 何浩琛  

數學科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全場冠軍 *6A 李梓昊 *6A 王敬昊 *6A 胡頌朗 

2021-2022 數學急轉彎 冠軍 *6A 李梓昊 *6A 王敬昊 *6A 胡頌朗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 小六組 團體冠軍 *6A 李梓昊 *6A 黃淦椿 *6A 王敬昊 

挑戰賽2021-2022   *6A 胡頌朗   

  個人賽金獎 *6A 王敬昊 *6A 胡頌朗  

  個人賽銅獎 *6A 李梓昊   

2021-22 年度伯特利盃 個人總成績 亞軍 *6A 梁琛悅   

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推理偵探 亞軍 *6A 何益謙   

 圖形大師 季軍 *6A 梁琛悅   

 個人賽 一等獎 *6A 張寶至 6A 何浩琛 6A 羅靖匡 

   6A 鍾栢朗 6A 何益謙 6A 梁琛悅 

   6A 馬權盛 6A 繆敬均 6A 鄧紫月 

   6A 黃淦椿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 小六組 金奬 *6A 何益謙 *6A 黃淦椿 *6A 王敬昊 

賽 個人賽 銀奬 *6A 張寶至 *6A 鍾栢朗 *6A 胡頌朗 

  銅奬 *6A 李梓昊 *6A 黃昊烽  

  優異奬 6A 何浩琛 6A 梁琛悅 6A 繆敬均 

   *6A 羅靖匡 6A 馬權盛 6A 王詠芯 

 



 

比賽名稱 項目/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數學挑戰賽滿貫盃 初賽 冠軍 *6A 王敬昊   

2021-2022  銅獎 6A 何浩琛 6A 梁琛悅 6A 繆敬均 

   6A 馬權盛 6A 何益謙 6A 黃淦椿 

   6A 許樂軒 6A 李梓昊 *6A 鍾栢朗 

   6A 王詠芯 6A 羅靖匡 6A 張寶至 

   6A 黃國豪   

2022 華夏盃 晉級賽 特等獎 *6A 王敬昊   

  二等獎 *6A 鄧紫月 *6A 張寶至  

  三等獎 *6A 黃昊烽   

比賽名稱 項目/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常識科/STEM 

創建機械人集體編程世界

紀錄 
  *6A 彭啟睿 *6B 鄧尚喆 *6B 鄧睿喆 

推廣博物館文化獎勵計劃

-小小博物館KOL 
 優秀表現獎 *6A 陳立軒   

視覺藝術組 

第八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1 年度 

中國畫 

(第八組)  
冠軍 *6B 謝天御 

  

全港青少年網上繪畫比賽

2022 
初級組 優異獎 *6A 曾栩兒 

  

第三屆亞洲青少年兒童 11-12 歲組 銀獎 *6B 鄧睿喆   

繪畫大賽2022  銅獎 *6B 鄧尚喆   

《弟子規》四格漫畫創作

比賽 
高小組 三等獎 *6B 郭泳碄 

  

「亞運吉祥物」設計比賽 高級組 亞軍 *6B 謝天御   

  優異獎 *6A 羅心怡 *6C 賴嘉淋  

音樂組 

第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 銀獎 *6A 周紀霖   

 四級鋼琴獨奏 銅獎 *6A 梁芷臻   

 一級小提琴獨奏 銀獎 *6A 陳立軒   

 
13 歲以下聲樂

獨唱 
銀獎 *6A 周紀霖 

  

候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

賽2022 

鋼琴獨奏 

(中級組)  
銅獎 *6A 陳穎森 

  

12th Global Children and 

Youth Competitions 

Group 

Secondary 

F.4-F.6 

1st Runner 

Up 
*6B 梁穎嵐 

  

 

 

 



 

比賽名稱 項目/ 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體育組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 季軍 *6A 何嘉瑜 *6A 王詠芯 *6B 黃濼芯 

(女子甲組)    *6C 李欣諾 *6C 呂溢心 *6C 易卓儀 

   *6D 黃安蕎 *6D 蔡蕙蕎  

 200M 冠軍 *6C 呂溢心   

 400M 亞軍 *6C 李欣諾   

(男子甲組)  團體 第七名 *6A 李梓昊 *6B 鄧尚喆 *6B 鄧睿喆 

   *6B 高 弘 *6C 文譯輿 *6C 鄧嘉晞 

   *6C 黃烜堯 *6D 盧俊軒  

 組跳高 冠軍 *6A 李梓昊   

 400M 殿軍 *6C 鄧嘉晞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香港女童軍元朗分會 隊伍參與獎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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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 

*6B 郭泳碄   

學生支援組 

「正向傳說番外篇」故事 

親子創作比賽 
高級組 亞軍 *6A 羅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