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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檔

大雄與志偉大雄與志偉

王志文老師

　　大雄滿頭大汗跑回座位，一邊忙於取出手帕抹汗，一邊慶幸自己踏入校園，上課的鈴聲才響起
，否則又要被記遲到。
　　大雄放好書包，取出停課期間的功課傳給科長。正疑惑復課後課室的桌椅彷彿縮小了，彎身拿
文具又再次碰到桌子。搓揉剛撞瘀的手肘，鄰座頑皮的小明把頭伸過來，裝模作樣地端詳大雄的臉
，然後誇張地驚問：「你是誰？你是否入錯課室？」小明身邊的大牛、小豬等即時爆出哈哈的笑聲
。大雄正要向好友志偉問他們笑甚麼？剛巧此時班主任金老師進入課室，全班頓時安靜下來……

　　放學了，大雄和志偉同行。大雄對於今早的事仍滿腹疑團。志偉笑著拿出手機，飛快地按了兩
下，手機屏幕即時呈現一首打油詩：

　　
　　志偉不懷好意地上下打量大雄，說：「難道你還不明嗎？」跟着搖頭晃腦並提高聲線地唸道：
「 同學相見不相識，驚問   　你是誰？」
　　大雄低下頭，望着自己渾圓的腰部，看到校服上的衣鈕勉強僅僅扣在一起，像兩位盡責的守衛
，全力雙手互握，拼死防止腹部的肥肉傾瀉而出。大雄連忙深呼吸，挺胸收腹，以防鈕扣飛彈出來
　　「看來是我胖了少許……」大雄自言自語。
　　「少許，脹大了最少一倍啊！難道你在停課期間只顧吃喝嗎？」
　　「不是，不是，我生活很有規律的：每天睡至自然醒來，然後是吃外婆燒的午餐，下午多在睡
牀休息至晚上，晚飯後玩一會兒，最後按時上牀。」
　　「看來你是在冬眠，難怪囤積了這麼多的脂肪。」
　　「志偉，你自己在停課時還不是和我一樣……」一時語塞，終於想到一個合適的成語――「休
養生息！」
　　「看我的肌肉多結實，是堅持運動的結果，而且媽媽和我一同編制自學時間表，每日學習六小
時，餘下可按自己的興趣自由活動。因我對標點符號掌握不好，作文的表現也欠理想，所以在停課
期間我已閱讀了多本圖書，更買了中文老師推薦的有關標點符號的書籍呢。」

　　大雄聽到這裏，不禁垂下頭，後悔白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志偉看在眼裏，鼓勵大雄說：「上
次早會， 鄧校長不是說學生應該自律，即使沒有旁人監督，亦要珍惜光陰，好好學習嗎？所謂『亡
羊補牢，未為晚也』，你現在加倍努力，仍可從後趕上呢。」大雄正想多謝志偉的鼓勵，志偉卻一
臉認真，鄭重地說 ：「大雄，但一定不要，一定不要減肥，因為明年班際的一百米賽跑，你是5A班
的希望！」「對呀，我只是稍為較其他同學強壯而已，而且……」志偉打斷大雄的話，搶着說：「
我相信下年班際冠軍，非我班莫屬。你可曾見過人會跑得快過一個滾動中的圓球！真棒，我們是冠
軍，我們是冠軍……」志偉一面說，一面手舞足蹈地越跑越遠。

　　大雄看着志偉的背影，心中立志：我要努力追補失去的時光，暑假快到，不能重蹈覆轍，一定
要妥善安排時間，讓學習、運動和作息有序，為明年升中作好準備。

。



佳績公佈 恭喜以下同學在比賽中獲取佳績。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金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一組二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馬紫喬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1)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一年級第三名

梁家銘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梅皓賢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黃梓軒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一組三等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二組卓越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馬若喬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1)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一年級第二名

阮傲軒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葉朗謙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謝君皓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1)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一年級第一名

丁明宇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一組卓越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馮梓霖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2A 李啟彥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王綽翹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銅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優異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2)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19（香港賽區）銀獎

1E

2B

學科獎項

1A

伍柏謙

高梓茵

余禮軒

1B

龐又維

王子銓

1C

1D 林若文

刁卓彥

杜鎮亨

吳俊宥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二年級第三名

龔逸柏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資優數學遊戲及解難大賽 2019優異獎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 2020金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2)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金獎

香港學界數學排名冠軍賽秋季初賽銀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初賽一等獎

東亞國際數學公開賽初賽一等獎

2020港澳台兩岸奧數盃初賽銀獎

粵港澳數學選拔賽銅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2020AIMO港澳盃晉級賽銅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二年級第一名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銅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二組卓越獎

全港數獨錦標賽2019金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小二組冠軍

孫瑞澤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郭錦年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2)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二年級第二名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2020AIMO港澳盃晉級賽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蔡智銘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19（香港賽區）銅獎

2B

蘇子焮

葉柏瑤

2D

陳鈞傑

陳鈞傑

學科獎項

2E

李承祐

施書泳

梁希朗

吳俊宥

2C

2D

董帝軒

蔡星佑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銅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優異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2019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小二奧數組卓越獎

2019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小二數學組卓越獎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 2019銀獎

第七屆全港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小二奧數組一等獎

第七屆全港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小二數學組特等獎

王名權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3)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Platinum Award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三年級第二名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3)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Platinum Award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林靖洛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莊子祺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陳立人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楊宇誠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蔡順涵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Gold Award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三年級第一名

王建邦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陸欣喬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龐芷瀅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杜耀清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林子翹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林曉銘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黃苡桐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2020AIMO港澳盃晉級賽銅獎

3A

3C

高千尋

楊子晴

3D

林凱茵

洪鴻明

黨久淇

3E

3B

阮可晴

蔡智銘

2E

鍾呈羲

曾皓勤

蔡家衡

學科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3)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Gold Award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三年級第三名

王泳澄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金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19（香港賽區）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一等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銀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優異獎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20銀獎

港澳台兩岸奧數盃港澳賽區初賽金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愛、傳、城第2屆全港徵文比賽(小學中文組) 優異獎

李煒樂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4)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 Platinum Award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四年級第一名

陳芷琪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陳思齊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蔡星宇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19（香港賽區）金獎(季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一等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金獎第一名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優異獎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20銀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吳鈞濠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施書縈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2019世界城市杯三算仕全能競賽(越南)金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馬紫璿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陳奕知 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粵語新詩組優異獎

賴衍澄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洪宇彤

學科獎項

3E

4B

楊子欣

4A

呂鴻銘

李泓海

容梓迅

余浩鉦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四年級第二名

馬狄杰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4)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Gold Award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四年級第三名

莊嘉勝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4)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Gold Award

吳沛霖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闻禹诚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孫瑞晨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五組一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一等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銅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2020AIMO港澳盃晉級賽金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5)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一等獎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20銅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2020AIMO港澳盃晉級賽銀獎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五年級第三名

施宏鋼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銅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19（香港賽區）銅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黃子航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5A

李彥熹

李翊霆

4C

梁淳鏗

賈梓妍

莊鎰潼

4E

戴正浩

4B

葉柏圖

學科獎項

周星言

周敔瑤

4D

4D

張洧銘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蔡知衡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五組卓越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5)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五年級第二名

吳梓滔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李配瑩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林烯桐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施梓謙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陳瑋樂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五組一等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金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一等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金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銅獎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20銅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 2020小六級銀獎

2020「華杯」奧數之星創新全國聯賽一等獎

2020《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粵港澳數獨錦標賽2020銅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2020AIMO港澳盃晉級賽金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5)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五年級第一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五組二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金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五組卓越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學科獎項

5A

5C 陳子冰

朱栢明

周梓熙

單知淑

5B

5B

譚日榮

董耀勤

劉星宇

譚梓鋒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資優數學遊戲及解難大賽 2019銅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銅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林裕茵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第七十一屆香港校際朗誦節英詩獨誦亞軍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銅獎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銀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張皓添 香港數學比賽2020金獎

許宏錡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9/20二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初賽一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銅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1st in P6)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六年級第三名

戴正翰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2nd in P6)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六組二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龔逸彤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銅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二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何臻樂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吳家有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銅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9/20二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9/20一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一等獎

梁正熙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2019－2020》 初賽銀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9/20二等獎

香港數學比賽2020銀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六年級第一名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2019-2020  i-Learner Top Readers of the Year (3rd in P6)

i-Learner English Programme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5C 陳子冰

學科獎項

蔡竣軒

黎正謙

譚日桁

龔樂恒

李承俊

周頌謙

6B

陳栢興

莊森棋

6A

孫凱朗

徐樂彥

聞子芊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香港賽區)銅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智愛中文平台2019-2020優秀學員獎六年級第二名

陳軒信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陳逸嘉 聯校音樂大賽2020 小學鋼琴獨奏銀獎

黃睿言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葉柏霖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甄千漾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甄千緹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6D 佘佩珊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第四季)小六組二等獎

林順銘 『微震機械乒團爬山競技賽2019-20」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三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三等獎

歐陽宏滙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初賽二等獎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1B 蔡鈴珊 第二十屆標準及拉丁舞計分賽2019 Latin U6 Solo Cha Cha 冠軍

1D 陳焯熙 KCC Taekwondo Festival 20193rd Place

中順潔柔杯2019粵港大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8歲以下組拉丁舞

第一名

中順潔柔杯2019粵港大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8歲以下單人精英單

項拉丁舞恰恰第二名

中順潔柔杯2019粵港大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8歲以下單人精英單

項拉丁舞倫巴第三名

中順潔柔杯2019粵港大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8歲以下單人精英a組

拉丁舞第六名

中順潔柔杯2019粵港大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8歲以下單人精英b組

拉丁舞第五名

中順潔柔杯2019粵港大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雙人8歲以下C組單

項倫巴(等級賽)一等獎

中順潔柔杯2019粵港大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雙人8歲以下C組單

項恰恰(等級賽)一等獎

Come Dancing Studio Academy 21st Best of the Best HK Ope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Latin Solo Medalist U8 Rumba

First Place

第二十屆標準及拉丁舞計分賽2019 Latin U8 Solo C/R/S

第一名

第二十屆標準及拉丁舞計分賽2019 Latin U8 Solo C/R/J

第一名

第二十屆標準及拉丁舞計分賽2019 Latin U8 Solo 5 Dance

第一名

3C 莫翹聰
2019-2020 HONG KONG JUNIOR NATIONAL TEAM

DEVELOPMENT LEAGUE 冠軍

3D 王鳳玲 2019-2020港島東區小學校際兵乓球比賽女乙 (優異獎)

施書縈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洪宇彤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許樂堯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黃巧恩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賴衍澄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許媚云 2019-2020港島東區小學校際兵乓球比賽女乙 (優異獎)

賈梓妍 2019-2020港島東區小學校際兵乓球比賽女乙 (優異獎)

劉詠欣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學科獎項

陳栢興

6B

4B

4C

6E

林溢晴

體育獎項

3B

吳佩樺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1C 許雅婷 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2019銀獎

許心悅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小童組銀獎

楊采軒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9年第十四屆

總決賽之 古箏 銀獎

2020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音樂節—中樂比賽 小學二年級 二胡

亞軍

2020年全港兒童網上比賽 二胡 — 龍的傳人  季軍

2C

2D

陳鈞傑

藝術獎項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BANGKOK 21st Asia Pacific Dance Competition 20193 rd PLACE

21st Asia Pacific Dance Competition 2019Honorable Mention

World Kids Dance Grand Prix 2019Golden Award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 少年組(高小組) 銀獎 銀獎

4D 莊鎰潼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BOONMEE

KAMONPHAN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陳海婧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王睿晴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楊舒婷 2019-2020港島東區小學校際兵乓球比賽女乙 (優異獎)

蔡鋆曦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李樂晴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陳綽嵐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5C 王可柔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5E 陳彦蓉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吳星嫻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李思穎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李浠彤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鍾曉琳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龔樂恒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400米冠軍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吳家有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60米殿軍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胡凱晴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樂泓佑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蕭政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6C 梁鎮翀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古栢軒 2019海怡半島會所水運會男子50米蛙泳季軍

劉學蔚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吳永鍩 2019/20港島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優異獎

李雅君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梁曉琦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陳鍶凌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賽事甲等獎

體育獎項

4C

李承俊

6D

6E

霍希玹

4E

5A

王鵬飛

6B

5B

6A

6B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香港青少年網上音樂比賽2020 之 古典音樂組 弦樂獨奏 小學組

優異獎

Tokyo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Second Runner-up

2019中秋節繪畫比賽亞軍

2019中秋節英文書法(硬筆)比賽兒童組  亞軍

2019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兒童組  兒童畫  優異

第十六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水彩及粉彩比賽優異

2019普世歡騰聖誕繪畫比賽兒童組  冠軍

藝術智能之中秋慶團圓繪畫比賽初小組  銀獎

2019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兒童組   兒童畫 季軍

2020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新春繪畫大賽兒童畫季軍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9年第十四屆

決賽之古箏少兒A組 金獎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9年第十四屆

總決賽之古箏 金獎

「節日童歡樂」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兒童組銀獎

第3屆GO！頑遊世界繪畫比賽兒童創意畫  二等獎

譚日榮 聯校音樂大賽2020-小學組牧童笛獨奏銀獎

第十二屆國際聯校音樂大賽2019 鋼琴考試曲目 季軍

屯門區 中西器樂比賽 2019 中樂彈撥冠軍

群藝社 2020第一屆古箏比賽 中級組 冠軍

5B
許慧妍 “色彩童心”兒童填色比賽2019 C組  金獎

Artex Rainbow International Art Contest 20193rd Place

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西洋畫(第八組)二等獎

J3-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8-2019 J10中國畫組金獎

羅梓晴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銀獎

林珈瑤 第四十四屆世界兒童畫比賽銀賞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鋼琴六級組金獎

德國萊茵古典國際鋼琴大賽2020(香港分區賽)季軍

HKPPEA ONLINE COMPETITION (Piano)Second Runner-up

傅柔嘉 「童夢大世界」國際兒童繪畫比賽2019二等獎

聶樂萍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少年組金獎

第九屆國際巡迴賽(韓國首爾站)少年組繪畫比賽亞軍

2019普世歡騰領聖誕填色/繪畫設計比賽亞軍

6E
董浠曈 第二十屆芳草青少年書畫大賽高小西畫銅獎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5A
廖啟翰 2020 Formula m 香港站 mBot 循線速遞賽一等獎

6A
龔逸彤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六年級校隊組別)冠軍

吳家有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六年級校隊組別)冠軍

2020 Formula m 香港站 mBot 競技平台合作賽一等獎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六年級校隊組別)冠軍

周頌謙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初賽(六年級校隊組別)冠軍

藝術獎項

6B

STEM獎項

6A

林裕茵

6B

陳逸嘉

6D

佘佩珊

陳奕知

4D

梁泓鍇

5A

楊采茵

4B

洪宇彤

李凱賢

3B

吳佩樺

3C

植珮嘉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張銘宸 2020 Formula m 香港站 mBot 競技平台合作賽一等獎

陳栢興 第一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 複賽銅獎

樂泓佑 2020 Formula m 香港站 mBot 競技平台合作賽一等獎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王凤海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梁家銘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陳奕朗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馬若喬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劉栩瞳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羅曉恩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李秀琳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林栢森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謝君皓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冼穎芯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梁卓妍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謝韻頤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刁卓彥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陳熹哲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馮梓霖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王俊瑜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林嘉盈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2019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操行進步獎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宏翠恆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林泊詩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林裕皓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鄭真誠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公開組(香港)殿軍

陳進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吳靜旻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袁明皓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陳思澄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鄧子晴 2019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操行進步獎

袁汶謙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曾書和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蘇子焮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馬睿悅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曾皓勤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葉柏瑤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李芷晴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陳業心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馮紫蔓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王名權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STEM獎項

6B

3A

1A

1B

1C

1D

1E

其他獎項

陳小璐

2A

2B

2C

2D

2E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吳佩樺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李政霖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蔡順涵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陳盈心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曾書意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楊子晴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王建邦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林凱茵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洪悅妍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李旼熹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李柏豪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黃苡桐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林泳嘉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林惠瑩 2019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傑出學業獎

鍾嘉文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關健濤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呂鴻銘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公開組(香港)第6名

冼暟寧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獲選

洪宇彤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張嘉欣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陳家富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鄭真熙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梁淳鏗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許媚云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聶樂琳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伍進灝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初級組(夏竹)亞軍

陳亞雯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公開組(香港)亞軍

于子珊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趙穎菲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鍾智仁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李振朗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宏翠雅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施瑋峻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薜嘉琳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王睿晴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李彥熹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2019年傑出女童軍選舉獲選

姚沁彤 2019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學業進步獎

高梓茵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廖啓翰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公開組(香港)第8名

陳瑋樂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陳霈琳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其他獎項

4A

4C

4D

4E

4B

5B

3B

3C

3D

3E

周敔瑤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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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柯焯深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林睿暉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胡穎朗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劉恩希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林姍慧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陳婕妤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2019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傑出操行獎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何佩欣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陳彥蓉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馮心寧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林裕茵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蔡竣軒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羅梓晴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李子朗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朱恩琦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羊伊群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林珈瑤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莊森棋 中象2019第四季級位認定賽混合組精英獎

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兒童甲組優異獎

第十四屆聯校象棋圍棋賽公開組(圍棋)第五名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公開組(香港)第5名

施穎欣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張嘉怡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曾梓翹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張子琳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陳紫穎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葉芷瑩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吳嘉敏 閱讀獎勵計劃亞軍

林順銘 閱讀獎勵計劃季軍

閱讀獎勵計劃冠軍

榮譽小棕仙獲頒獎章

楊竣羽 第十四屆香港聯校圍棋賽 團體亞軍

5C

5D

5E

6A

6B

5B

其他獎項

董浠曈

樂泓佑

鄧凱鈺

董耀勤

6C

6D

6E

恭喜以上同學在比

賽中獲取佳績，獲

得其他獎項的同學

將在第109期《北官

檔》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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