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2019-2020 年度校外獲獎紀錄
(9/2019-6/2020)
科目

活動/比賽名稱

跨學科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9-2020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文藝之星

2019 香港課外活動

香港課外活動

2019 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主任協會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資優教育基金

才華拓展獎學金

第九屆「閃耀之星」
才華拓展獎學金
中文

得獎學生姓名
5C

冼芷欣

6D

梁錫杰

6D

梁錫杰

詩詞集誦(普通話) :優良
中詩獨誦(普通話) :
季軍

3B 倪敏軒、5A 梁家豪
1B 丘嘉翔、1B 黃希晴
2A 劉子銳、2A 陳建怡
2B 張景程、2B 鄧卓妮
3A 林 杉、3A 馮雪惠
3A 馮雪惠、3B 葉駿睿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節

會

中詩獨誦(普通話) :

3C 曾靖雯、3C 顏子洋

優良

3D 王芊茹、3D 張子芮
4A 賴嘉恒、4B 曾宇桐
4E 朱柏熙、5A 李文彬
5D 鍾嘉琪、6A 盛鈞泰
6D 聶尚賢、6D 曾浩燊
6E 陳俊文
3A 徐珂珂、3A 王俊藹

中詩獨誦(普通話) :
良好

3C 趙希爾、3C 曾悅歆
4A 王雨桐、4A 曾悅琳
4D 曾語倩、5A 鍾俊謙
6A 張曉玫、6A 譚雨希

中詩獨誦 : 冠軍

中華挑戰盃

中華語言藝術研究

中詩獨誦 : 亞軍

2C 鄧卓淇、2C 湯童斐
1C 張欣虹、3A 徐珂珂
5E 張馨月

中心
中詩獨誦 : 季軍

5A 梁家豪、6D 曾浩燊

中詩合誦 : 冠軍

3A 馮雪惠、3C 顏子洋

中詩獨誦 : 優異獎

2A 倪琛凱、3A 馮雪惠
3C 顏子洋

元朗區小學生新詩創作比
賽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
章
英文

裘錦秋中學(元朗)

嘉許獎

2A 林容而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十優文章

4E 朱柏熙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節

會

數學

英詩集誦 : 優良
小四組 二等獎

4A 劉嘉熹
4A 蔡佳晟、4A 段書梵

小四組 三等獎

4A 何歆瑤、4A 黎子晴
4A 劉智康、4A 麥鈞濠
4A 鍾博凱
4A 蔡曉琦、4A 黃珮琳

小四組 優異獎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
請賽初賽

香港資優學會

4A 林立銘、4A 王家偉
4B 洪過達、4C 葉釨濼

小五組 二等獎

5A 賴 煒、5A 李文彬
5A 陳子彬、5A 李嘉浩

小五組 三等獎

5A 麥梓鵬、5A 譚智勇
5A 謝栩君、5A 袁文杰
5B 葉展旋、5C 陳欣龍

小五組 優異獎

5A 黃文達、5A 梁家豪
5A 鍾俊謙、5C 陳建深

小五組 一等獎
小五組 二等獎

5A 賴 煒
5A 黃文達、5A 麥展程
5B 葉展旋

小六組 二等獎

6B 李梓章
6C 周培朗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
競賽預選賽 2020

小四組 三等獎

4A 黎子晴、4A 鍾博凱

奧冠教育中心
5A 黃楠翔、5A 梁家豪
5A 李嘉浩、5A 麥梓鵬
小五組 三等獎

5A 謝栩君、5A 陳豪杰
5A 鍾俊謙、5C 陳建深
5C 陳欣龍

小六組 三等獎

6D 吳泯儀、6E 劉政熙

小五組 一等獎
小五組 二等獎

5A 賴 煒
5A 黃文達、5A 李嘉浩
5A 陳子彬
4A 麥鈞濠、4A 蔡佳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 2020

4A 段書梵、4A 何歆瑤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四組 三等獎

4A 黎子晴、4A 黃珮琳
4A 蔡曉琦、4A 劉嘉熹
4C 葉釨濼
5A 麥梓鵬、5A 黃楠翔

小五組 三等獎

5A 謝栩君、5B 葉展旋
5C 陳建深

二等獎
第五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

2019/20

信義學校、名創出版社

三等獎

6A 曾仲希、6D 吳泯儀
6A 張 平、6B 李梓章
6C 周培朗、6E 劉政熙

金獎

6A 曾仲希、6E 劉政熙
4A 王家偉、5A 謝栩君

銀獎
香港數學比賽 2020

5A 李文彬、5A 李嘉浩
5A 黃文達、5A 陳梓朗

Fun Fun Arena

6B 李梓章、6C 周培朗
4C 葉釨濼、5A 黃楠翔
銅獎

5A 賴 煒、5A 譚智勇
5A 陳子彬、6A 張平

STEM

「機械人、科藝及綠色創
意科普計畫」
「六藝創意比賽 2019」

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
中心

6A 黃潔芝、6A 譚雨希
「射藝三等獎」

6A 吳藝春、6A 陳迦洋
6A 張曉玫、6A 曾梓軒
4C 陳琪鋒、5A 陳浩朗
5A 麥梓鵬、5A 陳子彬
5A 黃文達、5A 李瀚熙
5A 譚智勇、5A 賴

「Go Code 程式小先鋒
2019」

煒

5A 李家軒、5A 黃楠翔
信和集團

銅章

5A 李嘉浩、5A 詹家榮
5A 陳梓朗、5A 梁家豪
5A 潘喜穎、5B 蔡朗庭
5B 黃晨鐿、5B 劉献能
5B 陳家熙、5B 楊卓龍
5C 盧 越、5C 陳欣龍

5D 譚家釗、5D 陳志謙
5E 張希朗、5E 梁俊杰
5E 李嘉怡、5E 陳嘉磊
6A 羅淦圓、6A 王鴻斌
6A 韋宇軒、6B 陳穎珊
6B 陳嘉希、6B 麥嘉軒
6B 文健謙、6C 黃俊熠
6C 陳俊銘、6C 朱峻毅
6C 張瑞晞、6D 徐東炫
6D 徐 緣、6D 梁錫杰
6D 陳泓毅、6D 曾浩燊
6E 陳俊文、6F 陳欣瑜
6F 張希瞳
5A 李文彬、5B 鄭瀅瀅
5D 黃泓升、6A 陳迦洋
銀章及銅章

6A 曾梓軒、6A 曾仲希
6A 張曉玫、6A 姚煜明
6A 歐陽瑩、6C 李雨松
6D 潘智銘、6F 陳景亮
4A 黃曉盈、4C 曾琬淇
5A 麥梓鵬、5A 鍾俊謙

第二屆陳呂重德盃 STEM
三項全能挑戰賽

陳呂重德中學

優異獎

5B 鄭滢滢、6A 曾仲希
6A 蔡宇俊、6A 張曉玫
6A 黃潔芝、6D 潘智銘
6D 曾浩燊、6F 陳景亮

元朗區小學科技大賽

培聖中學

腦力不懈獎

6A 曾梓軒、6A 譚雨希
6A 黃潔芝
5D 陳文榮、6A 吳藝春
6A 黃潔芝、6A 羅淦圓、

科學探索比賽(初賽)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公益社中學

二等獎

6A 曾梓軒、6A 蔡宇俊
6D 曾浩燊、6C 周培朗
6A 譚雨希、6A 曾仲希
6F 陳景亮

2X30 單側迴旋跳-

體育科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元朗盃

亞軍
元朗區區議會

6C 歐韵如、6D 李施諭

2X30 秒雙腳及單車

6A 趙容英、6A 吳藝春

步 4 人交互繩-亞軍

6D 李施諭、6F 黃楚涵

跨下二式殿軍

4A 黃曉盈、5A 麥梓熙
6C 李施諭

二重跳冠軍
二重跳亞軍

2A 陳子鈺
2A 劉子銳、3C 伍峻霆
5D 文智楷

二重跳季軍

3C 劉紫苑、4A 劉嘉熹

二重跳殿軍

6A 趙容英

後側擺交叉跳（左
右）亞軍

4A 徐 飛、6A 吳藝春

後側擺交叉跳（左
右）殿軍

4E 鄭雅瑩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4E 鄭雅瑩

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4A 黃珮琳

側擺交叉跳（左右）
殿軍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20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3C 謝漢楠

後側擺開跳（左右） 4C 傅雅敏、5C 唐正杰
季軍
6D 歐韻如
側擺開跳（左右）季
軍

4C 傅雅敏、5C 唐正杰

後交叉開跳冠軍

4A 黃曉盈、4A 陳勁浩

後交叉開跳季軍

2A 曾家睿

後交叉開跳殿軍

6F 黃楚涵

交叉開跳冠軍

3B 于昊永
2C 盧柏竣、6F 黃楚涵

交叉開跳季軍

3B 倪敏軒、3A 劉宇彤
5A 陳豪杰

後單車步冠軍
後單車步亞軍

2C 盧柏竣、6C 李施諭
3A 劉宇彤、4D 馮巧瑩
5A 麥梓熙、3B 于昊永

單車步冠軍
單車步亞軍

5C 庄穎邦
2A 劉子銳、2A 陳子鈺
3A 洪亦駿、3C 劉紫苑

5D 文智楷、5E 吳雪婷
單車步季軍

1C 張欣虹、4A 劉嘉熹

單車步殿軍

3C 伍峻霆、6A 趙容英

男子組全場總成績殿軍
女子組-

5D 文智楷、5C 庄穎邦
6C 歐韵如、6D 李施諭

全場總成績殿軍
5A 李文彬、6D 黃鈺軒
6D 梁錫杰、6D 黃家榮
琳明盃五人籃球比賽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冠軍

6E 麥錦添、6F 黃志輝
6F 文豪森、5C 陶曉妥
6C 麥煒航、6A 黃冠燊
6A 侯澤明

「第十六屆馬振玉學校資
訊日暨體藝邀請賽」乒乓
球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
學

2B 麥煒鋒、3C 文竣瑋
優異獎

3D 文竣揚、3D 鄭嘉林
5B 麥煒森
4A 吳咏希、5C 吳咏欣
5C 冼芷欣、5D 劉依琳

第 56 屆學校舞蹈節

學界舞蹈栛會及教育局

中國舞(小學高年級
組) 甲級奬

5D 鍾嘉琪、5E 田梓泳
6B 陳天雅、6B 陳嘉希
6B 趙慧欣、6F 張希瞳
6F 賴曉敏、6E 徐文慧
6F 邱家穎
2C 姚興怡、3A 王俊藹
3C 鄭子奇、4A 王佳茜
4B 朱徐曄、4C 曾雨彤
4D 鄧穎雯、5A 曾穎程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小學組-銀獎

5C 冼芷欣、5C 賴穎琛
6A 趙容英、6B 陳天雅
6C 江依恩、6C 梅晞彤
6C 左藹欣、6E 李慧心
6E 林一欣、6E 鄭卓蘅
6F 張希瞳

音樂

2019 香港青少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

4A 蔡曉琦、4A 鍾博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小學初級組-銅獎

4B 羅羽棋、4B 曾宇桐
4B 周子傑、4D 楊子琦

4E 溫文昊、5A 賴 煒
5A 梁家豪、5A 黃文達
5A 潘喜穎、5A 謝栩君
5B 洪鴻怡、5B 楊卓龍
5D 程恩哲、5E 吳雪婷
6A 季東冉、6A 侯澤鳴
6A 陳迦洋、6A 沈馨然
6A 姚煜明、6A 梁柏榮
6B 呂俊熙、6B 賴建宇
6B 閆曉雯、6B 文健謙
6C 張瑞晞、6C 李雨松
6C 蘇穎琳、6D 黃椿鍁
6D 聶尚賢、6D 徐

緣

6D 蔡樂芯、6E 徐軒晉
6F 邱家穎
普通語

初級組 銀獎
2019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
及講故事比賽

2C 鄧卓淇
2C 湯童斐

元朗大會堂

高級組 金獎

5E 張馨月

高級組 銀獎

5A 梁家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