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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  

 

 
 

 

第二十四屆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 壘球 

亞軍    六仁  容納生 

女子乙組 - 100 米 

冠軍    五仁  張卓寧 

女子乙組 - 60 米 

殿軍    五仁  譚善如 

女子丙組 - 60 米 

殿軍    四愛  馮儷雯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2021 
男子 2011 年 - 50 米自由泳 

冠軍   五行 禤建升 

男子 2011 年 - 50 米蝶泳 

亞軍   五行 禤建升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 男子 ML 組 雙打 

殿軍  六仁 容納生 

 

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 2021 
女子 2011 - 100 米  

殿軍   五仁  張卓寧 

 



    
 

2021-2022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   團體賽冠軍 

傑出運動員    (2 名) 

 
2021-2022賽馬會青少年足球聯會 

U13 D 組 - 足球   冠軍 

六行   余力行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1-2022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五仁   張卓寧 

 

  



(二)藝術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1) 
一級鋼琴獨奏 

金獎   二愛  郭君堯 

銀獎(4 名) 

銅獎(2 名) 

二級鋼琴獨奏 

銀獎(2 名)、銅獎(2 名) 

三級鋼琴獨奏 

銀獎(3 名) 

二行  譚曉駿、四愛  袁敏婷、六博  侯凱斌 

銅獎 

四級鋼琴獨奏 

銀獎   六仁  司徒熙琳 

五級鋼琴獨奏     銀獎 

小提琴獨奏 – 四級 

銀獎(2 名) 

揚琴獨奏 – 初級組       銀獎 

粵曲獨唱–子喉獨唱 – 小學高級組    銀獎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2) 
二級鋼琴獨奏 

亞軍   二愛  郭君堯 
一級鋼琴獨奏 

銀獎(3 名) 

銅獎   二仁  鄺以彤 

二級鋼琴獨奏 

銀獎(4 名) 

三級鋼琴獨奏 

銀獎(3 名)、銅獎(3 名) 

三博  陳泆銘、三仁  周濼喬、四仁  羅凱喬 

四行  黃琬瑜、五仁  葉芯穎、六博  連芯瑩 

四級鋼琴獨奏 

銀獎(5 名) 

三博  英曉恩、五行  張雪姸 

五仁  潘琬喬、五仁   譚昊朗、六博  侯凱斌 

銅獎(2 名) 

五級鋼琴獨奏   

銀獎(3 名) 

四博   劉子樂、六博   吳卓穎、六仁   英說恩 

銅獎  六仁   司徒熙琳 

初級柳琴獨奏 

銀獎   五仁   羅婧希 

揚琴獨奏 – 初級組 

銀獎   五仁   鄭嘉琳 

初級箏獨奏 

銀獎   四仁   蔣卓善 

中級二胡獨奏 

銅獎   五仁   林梓彤 
 

  



 

         

劉金龍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鋼琴獨奏 

銀獎(2 名) 

二愛  郭君堯、六仁  司徒熙琳 

中樂獨奏   銅獎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22 
鋼琴獨奏 – 高級組     金獎 

鋼琴獨奏 – 中級組 

金獎   二行  譚曉駿 

銅獎 

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銀獎 

西樂獨奏 – 弦樂組     銅獎 

中樂獨奏 – 彈撥樂組   銀獎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HL1) 1 級組  -  豎琴(Lever) 考試曲目組 

金獎    二博   黃羨殷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少年組 - 繪畫(主題︰動物) 

銅獎    六博   吳卓穎 

 

 

「國際及本地學生郵寄藝術展」比賽 
第三組 - 郵品設計 

二等獎   六行  符沛怡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全港繪畫大賽(第四季) 
學前組 - 西洋畫 

銀獎   一行   樊津玥 

 

樂在畫中 -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2 
兒童初級組  -  西洋畫 

銀獎    一行   樊津玥 

 

 

2021 A Happy Moment drawing competition 
初小組 

Sliver Award   三愛   葉熙妍 

 

 

屯門區華服(漢/唐)親子圖案設計及填色比賽 
初小組   -  設計 

亞軍    二仁   汪津而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兒童組  -  繪畫 (主題︰動物) 

銅獎    三愛   唐一心 

 

  



 

HKYPA 2021獎牌設計填色及繪畫比賽 
小童組 6-8 歲   -   繪畫比賽 

二等獎    一行   胡鈺瀅 

 

第十二屆 ICEHK 2021「敢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兒童組  -  繪畫比賽 

三等獎    二行   黎昕言 

 

細看童畫 –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初級組  -  繪畫比賽 

銅獎    二行   黎昕言 

 
藝術智能之第三屆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 奇趣動物森林 

初小組  -  奇趣動物森林︰繪畫 

金獎    三愛   唐一心 

 
「童創青山」繪畫比賽 青山公路(管青路至海榮路)擴闊工程 

小一至小六  -  繪畫 

冠軍    四仁   蔣卓善 

 
ArtMix 亞美斯藝術交流《細看童畫》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高級組 

銀獎    五行   鄧綺雯 

 

  



 

 
 

 

2021年度主題活動攝影/短片比賽 
小學組  -  攝影/短片比賽 

冠軍    六仁   陳纖雲 

 

 
2021/2022 年度飲食業安全凝聚計劃「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小學組  -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冠軍    二仁   汪津而 

 

  



 

香港棒球總會 30週年標誌設計比賽 
小學組  -  設計 

亞軍   一愛   鄭祐楠 

 

 
 

賀回歸 25周年標語創作比賽 

初小組 

亞軍   一愛   鄭祐楠 

季軍   二仁   鄺以彤 

 
 

第八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第八組 - 中國畫  

二等獎    六博  吳欣燃 

 



(三)學術  

 

        
 

2021 年度「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總決賽 
P2 組別 - 總決賽 

三等獎    二行   陳卓騫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P2 組別 - 初賽 

金獎     二行   陳卓騫 

P2 組別 - 總決賽 

銀獎     二行   陳卓騫 
 

第十一屆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P2 組別 - 奧數比賽 

冠軍     二行   陳卓騫 
 

  



 

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 2021 
四年級組 

季軍     四行   樊晉豪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2021 
小五組 

金獎     五仁   譚昊朗 

小三組 

金獎     三行   陳卓騫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2021 
小五 

金獎     五仁   譚昊朗 

優異獎(3 名) 

小六 

銀獎(2 名) 

銅獎     六博    張拱智 

優異獎(2 名) 
 

 

2022 香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初小組 

冠軍     一博   伍依汶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小五  -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1-2022 (香港賽區) 

銀獎     五仁    陳芯悠 
 

 

粤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小五  -  小學組 

銀獎(二等獎)   五仁    陳芯悠 
 

 

Fun Fun Arena 香港學科比賽 2021-2022 
港澳盃暨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銅獎     五行    林倬匡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2 
小五級 

銅獎     五仁    陳芯悠 
 

 

香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2022 
小學五年級 

銅獎     五仁    陳芯悠 
 

 

國際網絡數學精英挑戰賽 2021. 
小一題目組 

一等金獎    一愛    潘瑋晴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四組   -   晉級賽 

四行    樊晉豪 

小五組   -   晉級賽 

五仁    鄺子宸 
 

 

「華夏盃」全國數林匹克邀請賽 2022 
小六組 

二等獎   六博    鄭永熙 

小五組 

 特等獎    五仁    譚昊朗 

 一等獎    五仁    鄺子宸 

 三等獎(4 名) 

小四組 

二等獎    四行    樊晉豪 

小二組 

三等獎   二仁    林佳婕 

小一組 

三等獎   一愛    馮浚樂 
 

 

2021 TOEFL Primary Best of the Best Awards Hong Kong  

2021 年全港少年托福大獎 
Best of the Best    六博    何展悠 

 

 



 
 

全港兒童朗誦大師賽 

P5-P6 組別 - 普通話 朗誦 

冠軍     六博    吳卓穎 
 

2021 KPCC X PPCC 朗誦比賽 
P5 組別 - 普通話 朗誦 

金獎     六博    吳卓穎 
 

HKYPAF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20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P5-P6 自選組 - 普通話 故事演講 

冠軍     六博    吳卓穎 
 

2021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 高級組 

銀獎     六博    吳卓穎 
 

HKYPAF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21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P5-P6 女子組 - 普通話 散文獨誦 

冠軍     六博    吳卓穎 

P5-P6 女子組 - 普通話 故事演講 

亞軍     六博    吳卓穎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四 - 普通話 詩詞 獨誦 

冠軍     四愛    鄧嘉怡 

小一二 - 英詩 獨誦 

季軍     二行   卡柏妮珍 
 

 

荃灣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4周年活動-慶回歸普通話誦讀大賽 

小學 高級組 

冠軍      四愛    鄧嘉怡 

 

 

第二十一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粵語朗誦大賽 

小學 A組  -   書法 

優異獎    二行    毛國榛 

 

UNESC SDGs Debating Competition 
Senior (P4-6) - Debating Competition 

3rd place   ( 4 winners )   

Junior (P4-5 only) - Debating Competition 

4th place  ( 3 winners )    

 

  



 

 

 
 

2021-2022屯門區公益少年團 尊師重道好少年 

高小組 

五博    陳卓行 

初小組 

一愛    鄭懿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