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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成績(2020-2021)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傑出學生成就   

1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青苗基金) 香港傑出學生 6B 趙爾納 

    

2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元朗青年商會) 香港傑出學生 6B 趙爾納 

    

3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南華早報) Student of the Year-Winner of 

Community Contributor 
4A 莫天恩 

    

4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實地學習： 

傑出學生獎 

傑出學生獎 4A 莫天恩 

    

5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傑出中學生領袖 5B 梁美淇 

    

6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新界區優秀學生 3C 陳問之 

   4B 陳天琛 

    

7 〈香港 200〉領袖計劃 〈香港 200〉領袖 5B 陳琬兒 

   5B 羅玉兒 

    

8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香港青年大使 4B 高宝虹 

    

9 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 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 6A 林嘉澔(19-20) 

    

10 少年財政司計劃 少年財政司 3D 蔡樂琳 

   3D 尹柏晴 

    

11 屯門區卓越學生選舉 卓越學生 3C 李子豪 

   5A 夏俊彥 

    

12 新界西總部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選舉 新界西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A 劉鎮滔 

    

13 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選舉 傑出紅十字青年會員 6A 劉鎮滔 

    

14 尊師重道好少年選舉 初中組 3D 蔡樂琳 

  高中組 4A 樊璇 

    

15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初中組 3D 温己樂 

  高中組 6B 孫葆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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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學術比賽   

    

16 第十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中學組團隊賽 冠軍、季軍及優異獎 問答隊 

   中學組個人賽 冠軍 3C 李子豪 

  亞軍 1A 何耀安 

  優異獎 1A 文昶斌 

   1B 洪詠智 

   1C 曹家琳 

   1C 邱賢穎 

   3A 杜嘉朗 

   3C 何思德 

   3C 梁浩宏 

   3C 張敬浩 

   3D 温己樂 

   5B 蔡寶瑩 

   5B 張茜淇 

   5B 梁美淇 

   5C 樊芯怡 

    

17 第十八屆環保嘉年華線上環保知識大挑 中學組冠軍 問答隊 

 戰   

    

18 香港中學 IT 知識問答挑戰賽 銀獎 3C 何思德 

    

19 第八屆法制先鋒法律常識問答比賽   

   中學組 亞軍 問答隊 

   公開組 優異獎 6B 張潁琪 

    

20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   

   初中組 季軍 3C 何思德 

  優異獎 3C 李子豪 

   高中組 優異獎 4A 蔡偉賢 

    

21 機電嘉年華網上問答比賽   

   中學組 亞軍 6B 趙爾納 

  優異獎 5B 梁美淇 

    

22 全港中學生認識中風比賽 優異獎 3C 何思德 

   3C 李子豪 

   5D 陳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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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3 化學家在線自學計劃 鑽石獎 5A 布綽敏 

   5A 蘇菲 

   6A 金言 

   6A 余靖葶 

   6A 張子軒 

   6A 郭成榮 

   6B 周梓健 

   6B 廖柏舜 

   6C 蔡洛 

   6D 何佩霖 

  白金獎 5A 吳欣亭 

   6A 郭斯進 

  銀獎 5D 秦柏洋 

   6B 程佩怡 

   6B 楊子鈴 

  銅獎 5C 林盛栢 

   6B 梁緯賢 

   6B 戴晉朗 

    

24 生物學素養競賽 優異獎 6B 張潁琪 

  二級榮譽獎 6A 郭成榮 

   6A 文皓正 

   6B 吳卓衡 

  三級榮譽獎 6A 郭斯進 

    

25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 (香港區比賽) 銅獎 6A 曾盈盈 

  榮譽獎 6A 郭成榮 

   6A 文皓正 

    

26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 香港選拔賽 二等獎 3C 陳問之 

  三等獎 3D 李彥初 

    

2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金獎 1A 王柏朗 

  銀獎 2C 林家謙 

  銀獎 2D 林家鍵 

    

28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實地學習博覽 最具安全效能創新方案大獎- 4A 莫天恩 

 創新方案比賽 金獎  

    

29 SpaceApps 挑戰 (香港) 最佳使用科學獎及最鼓舞獎 4A 莫天恩 

    

  



 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0 WRO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太空任務挑戰賽 金樂高獎及最佳表現獎 1C 陳峻煊 

   1C 邱賢穎 

   6A 張迪皓 

  銀樂高獎 1A 李樂瑶 

   1C 霍心愉 

   1C 葉霈姿 

  銀樂高獎 1A 張嘉熙 

   1D 何超庭 

   1D 呂安恬 

   新興運動挑戰賽 金樂高獎及最佳表現獎 4A 蔡偉賢 

   5A 梁景華 

   6A 張迪皓 

  金樂高獎 6A 張志洋 

   6A 蔡浩揚 

   6A 劉啟然 

  金樂高獎 2C 陳迦榆 

   2C 林家謙 

   2C 黃梓滔 

   極速循線挑戰賽 金樂高獎及最佳表現獎 4A 蔡偉賢 

   6A 郭成榮 

   6A 張迪皓 

  金樂高獎 4A 曾國浩 

   6A 成浚銘 

   6D 徐維駿 

  金樂高獎 5B 鄭穎聰 

   5B 馮浩麟 

   5B 蘇澧彥 

    

31 智能機械由我創 中學組冠軍及 3 星獎 6A 張迪皓 

   6A 蔡浩揚 

   6A 郭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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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2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BottleSumo 高級組機械人相撲比賽 冠軍 5A 梁景華 

  金獎 4A 陳洛軒 

  銀獎 2C 黃泓智 

   2D 鄧子聰 

  銅獎 2C 龐恩諾 

   2C 黃安碩 

   2C 黃梓滔 

   4A 蔡偉賢 

   4A 曾國浩 

   5A 張溰浚 

   5B 馮浩麟 

   5B 蘇澧彥 

 RoboParade 高級組創意機械人巡遊 亞軍 3A 梁芊悠 

  金獎 1C 葉霈姿 

   4D 樊宛盈 

  銀獎 1C 霍心愉 

   1C 陳峻煊 

 Exhibition 高級組機械人創意賽 金獎 4A 莫天恩 

    

33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區挑戰賽(蔡章閣盃)    

   團隊協作挑戰賽 冠軍 3A 鄒函運 

   3B 李霖 

   3D 唐錦彬 

   3D 黃臻裕 

  亞軍 3A 張子榮 

   3A 冼德臻 

   3C 黃霆軒 

   機器人技能挑戰賽 冠軍 3A 鄒函運 

   3B 李霖 

   3D 唐錦彬 

   3D 黃臻裕 

   3A 張子榮 

   3A 冼德臻 

   3C 黃霆軒 

    

34 香港機械奧運會(中學組)   

 手搖發電機械人拉雪橇比賽 冠軍 1A 李樂瑶 

   1C 霍心愉 

   1C 葉霈姿 

  亞軍 1A 張嘉熙 

   1B 梁子健 

   1C 邱賢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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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4 香港機械奧運會(中學組)   

   手搖發電單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 冠軍 1A 李樂瑶 

   1C 霍心愉 

   1C 葉霈姿 

  亞軍 2C 陳迦榆 

   2C 黃梓滔 

   生命植入創意模型設計比賽 冠軍 5A 梁景華 

   手搖發電機械人蝶泳賽 亞軍 4A 曾國浩 

   5A 梁景華 

   5E 楊子雨 

   手搖發電機械人捷泳賽 季軍 1A 張嘉熙 

   1B 梁子健 

   1C 邱賢穎 

   手搖發電機械人四式接力泳賽 季軍 1A 李樂瑶 

   1C 霍心愉 

   1C 葉霈姿 

   1A 張嘉熙 

   1B 梁子健 

   1C 邱賢穎 

   4A 蔡偉賢 

   4A 曾國浩 

   4D 樊宛盈 

   4D 許煒培 

   5A 梁景華 

   5E 楊子雨 

   手搖發電水平式機械魚短途泳賽 季軍 1D 何超庭 

   1D 呂安恬 

   4D 樊宛盈 

    

35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   

   VEX 機械人技能賽 優異獎 2C 陳迦榆 

   2C 黃安碩 

   2C 黃梓滔 

   3A 張子榮 

   3C 黃霆軒 

   3D 唐錦彬 

   3D 黃臻裕 

    

36 香港網絡保安新生代奪旗挑戰 優異獎 6C 曾俊傑 

   6D 周文熙 

   6D 朱銳霖 

   6D 徐維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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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7 香港中學英語辯論比賽   

 初中標準制辯論總決賽 冠軍 英語辯論隊 

 高中標準制辯論總決賽 亞軍  

 第一學期標準制辯論決賽 亞軍  

 初中標準制辯論總決賽 最佳辯論員 2D 盧靖喬 

    

38 國際國會式英語辯論比賽   

   高中組決賽 冠軍 英語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4A 莫天恩 

    

39 屯門區禁毒辯論比賽 冠軍 中文辯論隊 

  決賽最佳辯論員 4D 馮嘉煇 

    

40 香港模擬聯合國會議 優秀表現獎 4A 莫天恩 

    

41 東南亞模擬歐洲聯盟會議 最佳代表獎 5B 蔡寶瑩 

  榮譽獎 5B 陳琬兒 

   5B 林穎婷 

    

42 哈佛圖書獎 冠軍 5A 吳欣亭 

  亞軍 5B 鄭穎聰 

  季軍 5B 黎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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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文藝比賽   

43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組 5 項優等獎，4 項編舞獎 

1 項甲級獎 

現代舞蹈隊 

  優等獎 (獨舞) 4A 王偉權 

   爵士及街舞組 甲級獎 (雙人舞) 現代舞蹈隊 

  優等獎 (獨舞) 4A 王偉權 

 中國舞組 優等獎 (群舞) 中國舞蹈隊 

  甲級獎 (三人舞)  

  優等獎 (獨舞) 2C 李莃晴 

  優等獎 (獨舞) 4A 王偉權 

    

44 袋鼠盃舞蹈比賽   

   16 歲至公開賽當代舞獨舞 冠軍 4A 王偉權 

   16 歲至公開賽民族舞獨舞 冠軍 4A 王偉權 

   16 歲至 17 歲 現代爵士舞獨舞 冠軍 4A 王偉權 

   12 歲至 13 歲 現代爵士舞獨舞 冠軍 1D 陸曉悅 

   8 歲至 13 歲當代舞三人舞 冠軍 1D 陸曉悅 

 12 歲或以上民族舞獨舞 銀獎 2C 李莃晴 

 14 歲或以上 當代舞雙人舞 銀獎 2C 李莃晴 

    

45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公開組金獎 1D 陸曉悅 

    

46 Dance World Cup Asia-Hong Kong   

 Qualifying Match 兒童組爵士舞獨舞第四名 1D 陸曉悅 

    

47 亞太區舞蹈大賽 爵士舞獨舞高級組銅獎 1D 陸曉悅 

    

48 第三十五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現代舞公開組 2 項金獎 現代舞蹈隊 

   東方舞公開組 1 項金獎 中國舞蹈隊 

   現代舞公開組獨舞 金獎 1D Luk Hiu Y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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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49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1A 周悅晴 

   5A 黃郡薇 

  亞軍 1A 蘇靉藍 

   1C 辜睿桐 

   3C 勞琛兒 

     5B 陳琬兒 

  季軍 1A 陳鳴蕙 

  優異 1A 李樂瑤 

   2A 劉慧儀 

   2B 鄧穎嘉 

   3D 謝寶璇 

   4B 楊善童 

   4D 何祉嬈 

   5C 吳卓妍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1A 林見禧 

   3C 張早藍 

  季軍 1A 蘇靉藍 

  優異 1A 蘇卓蕎 

   1C 司徒殷同 

   4B 何咏琪 

 二人朗誦 冠軍 5A 羅倚菲 

   5B 梁美淇 

  亞軍 6B 黃明心 

   6B 趙爾納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異 1B 羅嘉晴 

    2A 劉鈺滔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1D 朱敏萱 

  優異 1A 王一如 

   1B 梁曉琳 

   1D 陸曉悅 

   2C 李莃晴 

   2C 曾焯烽 

   2D 劉蕊芯 

   2D 趙凌宇 

   3C 張采庭 

 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1C 劉悅君 

   3B 梁珀瑋 

  亞軍 1D 黃子軒 

  季軍 1C 辜睿桐 

   1D 李洛潼 

   5B 羅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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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49   英語詩詞獨誦 優異 1A 蘇靉藍 

   1D 黃梓燕 

   1D 朱敏萱 

   1D 黃嘉儀 

   2C 柯清悠 

   2C 曾焯烽 

   2D 黃愷晴 

   2D 趙凌宇 

   3B 何諾樂 

   3B 羅諾然 

   3C 陳嬈 

   4A 黃美婧 

   6D 陳茗然 

   英語二人朗誦 亞軍 6B 黃明心 

   6B 趙爾納 

50 聯校音樂大賽 (中學組)   

   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合唱團 

   弦樂合奏比賽 銀獎 弦樂團 

   管弦樂團比賽 銅獎 管弦樂團 

    

5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學組聲樂獨唱外文歌曲女聲 亞軍 3C 金海澄 

  銀獎 1D 李洛潼 

   二級鋼琴獨奏 銀獎 1B 呂曉錡 

  銀獎 1C 張逸潼 

   三級鋼琴獨奏 銀獎 2A 黃籽晴 

   五級鋼琴獨奏 銅獎 1C 霍心愉 

   六級鋼琴獨奏 銀獎 1C 司徒殷同 

 七級鋼琴獨奏 銀獎 3A 呂曉晴 

   八級鋼琴獨奏 銀獎 4D 何祉嬈 

 初級組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 銀獎 1A 蘇靉藍 

   初級組結他獨奏 銀獎 4D 許丁霖 

    

52 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   

   演奏家組別 冠軍 2C 林家謙   

  季軍 2D 林家鍵 

   高級組四手聯彈 冠軍 2C 林家謙 

   2D 林家鍵 

   鋼琴公開組別 二級榮譽 2C 林家謙 

    

53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少年組 金獎 2C 林家謙 

   公開組 金獎 2D 林家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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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54 曼谷國際鋼琴大賽(港澳賽區)   

   初級組 B 組 冠軍 2D 林家鍵 

    

55 第二十五屆日本濱松 PIARA 鋼琴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四手聯彈 C 組 亞軍 2C 林家謙 

   2D 林家鍵 

    

56 亞洲音樂家大賽   

   小組合奏 金獎 4B 周文善 

   6B 黎學鍁 

    

57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小提琴二重奏 銅獎 4B 周文善 

   6B 黎學鍁 

    

58 全球音樂精英線上大賽   

   奏鳴曲組 季軍 4B 周文善 

    

59 青年社企產品包裝設計大賽   

   一般組和公開組 冠軍 6B 黎學鍁 

    

60 躍然紙上: 港大美術博物館動物繪畫比賽   

 中學組 冠軍 6B 黎學鍁 

    

61 全港中學生時裝設計比賽 季軍 5A 卓己珊 

  優秀獎 4B 劉志鵬 

   4C 梁曉桐 

   5A 利佩盈 

   5A 蘇菲 

   5A 何采霖 

    

62 國際及本地學生郵寄藝術作品展 傑出作品獎 5A 卓己珊 

   6D 李綽芝 

    

63 香港地球之友全港中小學舊衣回收箱設計比賽   

 中學組 亞軍 4D 周依桐 

    

64 與香港一起成長 - 全港中、小學生街道牌設計比賽   

 高中組 亞軍 6B 黎學鍁 

  優異獎 5A 卓己珊 

   5B 羅玉兒 

    

65 「地球守護者」繪畫比賽 10-12 歲組別冠軍 2B 鄧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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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66 「童心‧童想」第一屆亞洲兒童繪畫大賽 11-12 歲組別金獎 2B 鄧穎嘉 

    

67 我的澳洲聖誕卡設計比賽   

 高中組 季軍 6B 黎學鍁 

    

68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優異獎 6B 黎學鍁 

    

69 第十四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1C 陳雙喬 

    

70 萬國郵政聯盟第五十屆國際少年書信 優異獎 1A 梁藝嫻 

 寫作比賽-香港區  1B 劉妍婷 

   1C 馮弘彥 

   2A 黃籽晴 

    

71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二等獎 3D 黃臻裕 

    

72 第十三屆英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 優異獎 3D 陳靖妍 

   3D 黎梓穎 

   3D 利芷螢 

   3D 蔡樂琳 

   3D 尹柏晴 

    

73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4A 羅恬懷 

   4B 陳晞瑤 

  傑出導演獎 4B 陳晞瑤 

  傑出演員獎 1A 林見禧 

   1B 彭清曉 

   2D 趙凌宇 

   3A 黃心怡 

   3D 陳靖妍 

   4A 吳雋溢 

  傑出合作獎 劇社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74 綠化校園工程獎 小園圃種植中學組冠軍  

    

 義工活動   

75 義工運動  3 名個人金獎 

   34 名個人銀獎 

   97 名個人銅獎 

   3 隊團體金獎 

   2 隊團體銀獎 

   1 隊團體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