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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閃鏘跆拳道

錦標賽

個人品勢太極四章 冠軍 6A 梁泓洛

搏擊40公斤以上 冠軍 6A 梁泓洛

個人品勢太極四章 冠軍 6B 葉凱熙

搏擊40公斤以上 亞軍 6B 葉凱熙

競速黃帶前踢 冠軍 4B 李珀其

個人品勢太極二章 亞軍 4B 李珀其

個人品勢太極三章 亞軍 4A 林俊傑

競速綠帶橫踢
季軍 4A 林俊傑

亞軍 4B 陳永諾

專業品勢太極一及三章 亞軍 4B 陳永諾

個人品勢太極四章 季軍 4B 陳永諾

搏擊28公斤以下 亞軍 4A 林芊珩

個人品勢太極三章 季軍 4A 林芊珩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北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團體亞軍 4A 李晞諾 4C譚君豪
男子乙組200米 季軍 5B 蘇諾衡
男子丙組100米 冠軍 4C 譚君豪
男子丙組60米 季軍 4A 李晞諾

北區小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 團體亞軍

6A 黃尚佑 6B 黃俊軒
5A 李梓惟 5A 李昊天

學校舞蹈節比賽

三人兒童舞低小組 乙等獎
4A 廖上雯 4B 黃梓晴
4C 簡雅婧

三人兒童舞高小組 乙等獎
6A 唐浠漩 畢業生 賴頌婷
畢業生 鄧家晴

香港青少年跆拳道

比賽
男童色帶組 季軍 4B 陳永諾 6A 梁泓洛

全港跳繩錦標賽 交叉開跳速度跳 季軍 5C 趙焯希
北區小學才藝比賽 音樂項目 優異獎 2B 利培熹
數學無國界大賽 秋季積分賽 金獎 4A 周懷恩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小六學術

精英大挑戰

中文組

金獎 6A 王晴怡 6C 李芷晴

銀獎
6A 李溢朗 6A 姚雅惠
6C 趙思睿 6C 曾子瀚

參與獎 6C 林洛瑄

英文組

金獎 6C 趙思睿 6C 林洛瑄

銀獎
6A 李溢朗 6A 王晴怡
6A 姚雅惠 6C 曾子瀚

銅獎 6C 李芷晴

數學組

金獎 6A 王晴怡 6C 曾子瀚

銀獎
6A 李溢朗 6A 姚雅惠
6C 林洛瑄 6C 李芷晴

銅獎 6C 趙思睿

香港小學

跆拳道隊際賽

男童色帶組
冠軍 6B 葉凱熙
亞軍 4A 林俊傑

女童色帶組 亞軍 6A 廖上渝

全場總成績 季軍

4A 林俊傑 4B 李珀其
4B 陳永諾 6A 廖上渝
6A 梁泓洛 6B 葉凱熙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粵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賽

大灣盃

預選賽

一等獎
2B 利培熹 3A 羅康睿 4A 周懷恩 4B 陳永諾
4B 羅婧瑜 5A 李昊天 5C 黃梓棋

二等獎

1C 沈穎賢 1C 侯芊芊 1C 黃靖珀 1C 張柏熹
3B 蔡卓凝 3C 蘇若菡 4A 黃靖淙 4B 魏雋軒
5A 郭紫涵 5A 蘇竑睿 5C 蔡軒宇 5C 趙文熹
6C 曾子瀚

三等獎

1A 李樂天 1A 何雨晴 1B 杜恩琳 1B 權贇兒
1B 史皓程 1B 鄧涵琪 1C 張凱晴 1C 劉家燁
2A 胡溢弦 2A 戴宇軒 2A 施鈞瀚 2A 李芍藍
2B 蕭筠皓 2B 鄭蕊僑 2C 陳明軒 3A 鄭穎琳
3B 羅頌賢 3B 王若楠 3C 黃耀俊 4A 劉芷琪
4A 譚景禧 4A 袁雅樂 4B 李珀其 4B 徐子豐
4B 莫凱桐 4C 江樂彤 5A 蘇玥僖 5C 陳駿爾
6A 莫凱琳 6A 王晴怡 6A 傅惜蕊 6C 袁樂萱
6C 譚皓駿 6C 周衍霆

大灣盃

選拔賽

二等獎 1C 沈穎賢 4A 周懷恩 5A 蘇竑睿 5C 蔡軒宇

三等獎
1C 劉家燁 2A 李芍藍 2A 戴宇軒 2C 陳明軒
3B 羅頌賢 5C 趙文熹 6C 曾子瀚

優異獎 4A 劉芷琪

大灣盃

總決賽

一等獎 4A 周懷恩
二等獎 6C 曾子瀚

三等獎
1C 沈穎賢 1C 劉家燁 2A 戴宇軒 3B 羅頌賢
5A 蘇竑睿 5C 蔡軒宇 5C 趙文熹

香港學校

朗誦節比賽

英語獨誦
亞軍 1B 杜恩琳
季軍 2B 鄧澤鋒 3B 歐芷妍 3B 孔允祺

普通話獨誦 季軍 1C 洪劻廷

北區小學校際

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

殿軍
4C 莊栢熙 5C 陳駿爾 5C 連柏洋 5C 孫翊𣌀
6B 陳柏霖

最傑出運動員 5C 連柏洋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大灣
盃預選賽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丙團體亞軍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男童色帶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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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少年才藝比賽普通話古典詩詞獨誦

校際朗誦節比賽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泰國國際

數學競賽

初賽
金獎

4A 周懷恩 4B 陳永諾 4B 羅婧瑜
5A 郭紫涵

銀獎 3A 羅康睿 5A 李昊天

晉級賽
金獎 4A 周懷恩
銀獎 5A 李昊天

總決賽 金獎 4A 周懷恩
香港學校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 2B 利培熹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

邀請賽

晉級賽

一等獎 4A 周懷恩
二等獎 3A 羅康睿 4B 陳永諾 5A 李旲天

三等獎

2A 李芍藍 2A 戴宇軒 3B 孫翊殷
3B 王若楠 4B 簡以珀 5A 林德誠
5A 蘇竑睿 5A 楊立軒 5C 孫翊曦
5C 黃梓棋

全國青少年語文

知識大賽

「菁英盃」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5A 郭紫涵

三等獎
3B 江傲而 4A 周懷恩 5C 何祉悠
6C 梁智高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小學電腦

奧林匹克
決賽 優異獎 5A 楊立軒 5C 黃梓棋 6C 林洛瑄

亞洲國際數

奧林匹克

公開賽

決賽 銅獎 1C 劉家燁

晉級賽

金獎 5A 李昊天
銀獎 4A 周懷恩 5A 楊立軒
銅獎 2A 戴宇軒 3B 羅頌賢 4B 陳永諾

香港國際

數學競賽

初賽

金獎
1C 沈穎賢 3A 羅康睿 4A 區永健
4A 周懷恩 5A 李昊天

銀獎

1B 杜恩琳 3B 蔡卓凝 3C 蘇若菡
4A 黃靖淙 4B 羅婧瑜 5A 郭紫涵
5A 蘇玥僖 5C 黃梓棋 5C 何祉悠

銅獎

1A 李樂天 1C 侯芊芊 1C 劉家燁
2A 李芍藍 2A 戴宇軒 2B 蕭筠皓
2C 鄧樂賢 3A 鄭穎琳 3B 孫翊殷
3C 黃耀俊 4A 譚景禧 4A 劉芷琪
4B 簡以珀 4B 徐子豐 4C 江樂彤
5A 蘇竑睿 5A 劉芷恩 5C 趙文熹
5C 蔡子心 5C 孫翊曦 6C 譚皓駿

晉級賽

銀獎 1C 劉家燁 4A 周懷恩

銅獎
2A 戴宇軒 3C 蘇若菡 3C 黃耀俊
5A 李昊天 5A 蘇竑睿

優異獎 4B 簡以珀 4B 徐子豐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閱讀大挑戰

校際最佳表現獎

（英文書）

全港各級

首十名
2A 藍雅馨

飛躍進步獎

（中文書）

全港各級

首十名
2C 黃敬賢

踴躍參與獎 3B 蔡卓凝

飛達春季田徑

錦標賽

4X100 米接力 亞軍

4C 譚君豪200 米 第五名

100米 第六名

擲豆袋 第四名
1C 王樂熙

60米障礙賽
第七名

第五名 1A 許宇軒

中國青少年

才藝比賽
普通話古典詩詞獨誦

亞軍 2C 呂曼姿 6A 姚雅惠

金獎
2A 藍雅馨 3A 羅綺敏
3C 陳恩欣 4C 葉紫淇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消防安全填色創作比賽

優異獎 4A 張 蕎 5B 張禠慧 6A 唐浠漩

良好獎

4A 方皓陽 4B 廖悅琳 4B 莫凱桐
4C 陳希雯 4C 黃子昊 4C 簡雅婧
4C 江樂彤 4C 譚銳妍 5A 陳睿思
5A 郭紫涵 5A 鄺信萍 5A 李昊天
5C 何祉悠 6A 馮一芯 6A 傅惜蕊
6A 王晴怡 6A 黃悅晴

北區青年節中、小學

繪畫及填色比賽
優異獎 4B 廖悅琳

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5A 彭海月 5C 彭海思 6A 姚雅惠

良好獎
2A 藍雅馨 2C 沈樂希 3A 羅綺敏
3B 林禹杭 3B 羅家惠 3C 崔睦羽仟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 6A 李溢朗 6B 陳禹搴 6B 賀凌峰

運算思維X
電子、競技大賽

優異獎

團隊合作獎

4B 簡以珀 5A 楊立軒 5C 趙文熹
5C 孫翊曦 5C 黃梓棋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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