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20-2021 活動成績一覽表

編號 日期 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1 9/2/2020 JCI城市青年商會 飛龍大使 金正冰 (6W)

兒童飛龍大使選舉2020暨第U32屆亞太兒童交流大會(香港區選拔) 香港代表 四強

2 9/19/2020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小學初級組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竪琴 金奬 何梓賏 (4D)

3 10/1/2020 凡響空間 竪琴兒童組 冠軍 何梓賏 (4D)

第一屆全港傑出非凡演奏家大賽

4 10/1/2020 香港藝術發展局 嘉許狀 梁一乒(6L)
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5 10/1/2020 世界舞蹈家演藝總會 雙項

與龍共舞舞蹈學院 查查查,牛仔 冠軍 伍康婷 (6W)

第七屆世界舞蹈家錦標賽2020

三項

查查查,倫巴,牛仔 季軍 伍康婷 (6W)

查查查,倫巴,森巴 季軍 伍康婷 (6W)

6 10/11/2020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全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藝術家大獎 何梓賏 (4D)

第14屆全港青少年及兒童舞蹈藝術家比賽

7 10/18/2020 創藝舞蹈學院 雙項

第三十二屆創藝盃全港舞蹈公開賽 查查查,牛仔 冠軍 伍康婷 (6W)

查查查,倫巴 冠軍 伍康婷 (6W)

三項

查查查,倫巴,森巴 季軍 伍康婷 (6W)

查查查,倫巴,牛仔 季軍 伍康婷 (6W)

五項

查查查,倫巴,牛仔,森巴,鬥牛 季軍 伍康婷 (6W)

8 11/14/2020 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獨唱組(11-12歲)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亞軍及榮譽 黃靖潼 (6L)

第十屆香港夢兒童音樂節2020

9 11/22/2020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小學1-3年級

2020第廿一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單人探戈 第三名 李淑霏 (3D)

單人倫巴 第六名 李淑霏 (3D)

小學4-6年級

單人倫巴 第五名 何梓賏 (4D)

單人倫巴 第六名 吳沛霖 (4W)

高級組

單人單項查查查 第三名 吳沛霖 (4W)

單人單項查查查 第六名 曹芷嫣 (3H)

單人雙項拉丁 第六名 吳沛霖 (4W)

單人三項拉丁 第四名 何梓賏 (4D)

單人三項(查查查,倫巴,牛仔) 第三名 伍康婷 (6W)

單人五項(查查查,倫巴,牛仔,森巴,鬥牛) 第二名 伍康婷 (6W)

小學校際組

單人倫巴 第四名 吳沛霖 (4W)

10 11/25/2020 香港網球總會 日清合味道全港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2020 ( 賽站一 )

日清合味道全港青少年網球巡迴賽 2020 女子雙打決賽 (12歲或以下組別)  (香港網球總會賽事) 第二名 林心悅 (6W)

女子單打準決賽 (12歲或以下組別)  (香港網球總會賽事) 第三名 林心悅 (6W)

11 11/29/2020 西貢區議會 女子C組

西貢區體育會 單打 殿軍 黃子晴 (4L)
西貢區青少年分齡乒乓球單打賽 2020/2021

12 12/6/2020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公開組

第三屆九龍城區康體會乒乓球賽 男子小四至小六組單打 冠軍 梁亦熙 (4H)

13 1/14/2021 賽馬會體藝中學 入選優秀作品 梁一乒(6L)

第8屆全港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暨展覽

14 1/14/2021 西貢區公民教育促進委員會 冠軍 曾煥雅 (3D)

愛自己、愛別人填色比賽 亞軍 施子晴 (3F)

優異獎 陳智妍 (1D)

15 2/9/202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英文閱讀報告比賽

越多Fun閱讀報告比賽及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冠軍 郭溢鐿 (5W)

季軍 金正冰 (6W)

優異獎 鄭可兒 (5L)

優異獎 李芯莹 (6W)

良好獎 林心悅 (6W)

良好獎 鄭伊庭 (6L)

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良好獎 林晞瑜 (5D)

書籍封面設計比賽

亞軍 陳智妍 (1D)

優異獎 蔡凱喬 (1D)

優異獎 蘇悅羚 (1W)

優異獎 石安縈 (1F)

優異獎 梁一乒(6L)

16 10/2/202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12 亞軍 蘇悅羚 (1W)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12 優良 韓巧怡 (1D)

詩詞獨誦 - 粵語 U324 優良 鄧朗俊 (1W)

U324 優良 吳璟佑 (1W)

U324 優良 李俊賢 (1F)

U323 優良 鄭梓諾 (2D)

U311 優良 張芯瑜 (2W)

U311 優良 黃可蕎 (2W)

U311 優良 陳妤喬 (2L)

U310 優良 張凱寗 (3W)

U310 優良 陳鎧彤 (3H)

U309 優良 楊琬嵐 (4D)

U309 優良 馮筱婷 (4W)

U309 優良 徐子欣 (4L)

U309 優良 黃子晴 (4L)

U309 優良 吳紫晴 (4F)

U320 優良 古本正 (5W)

U308 優良 陸芍妍 (5L)

U308 優良 鄭瑾瑤 (5L)

U320 優良 張晁誙 (5L)

U319 優良 殷言 (6W)

U324 良好 甄衍泓 (1D)

U312 良好 鄧紫瞳 (1W)

U312 良好 龔倬萳 (1W)

U312 良好 周子悠 (1H)

U321 良好 吳元飛 (4L)

U320 良好 鄭琂珞 (5W)

U320 良好 袁曉諾 (5W)

U320 良好 陳煦臨 (5W)

U308 良好 羅安翹 (5L)

U307 良好 何典凌 (6W)

U307 良好 陳樂芝 (6W)

U319 良好 羅浩彥 (6L)

17 10/2/202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411 優良 朱芊喬 (2H)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09 優良 黃鈺婷 (4L)

散文獨誦 - 粵語 U420 優良 張嘉仁 (5L)

U420 優良 馮昊霖 (5L)

U419 優良 麥誠雋 (6L)

U409 良好 何梓賏 (4D)

U421 良好 羅諾澄 (4L)

U421 良好 陳柏希 (4L)

18 10/2/202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N460 優良 梁恩澄 (3F)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N460 優良 黃鈺婷 (4L)

經文朗誦 - 粵語 N460 優良 方苡洛 (4L)

N460 優良 羅安翹 (5L)

N460 優良 羅浩彥 (6L)

N460 優良 莊昊 (6L)

N460 優良 林柏迪 (6L)

N460 良好 簡善妤 (3D)

N460 良好 何梓賏 (4D)

N460 良好 郭穎翹 (4W)

N460 良好 蔡明生 (4L)

N460 良好 余丞豐 (6L)

19 10/2/202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331 亞軍 李珞 (1L)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331 優良 陳智妍 (1D)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U331 優良 楊汶霏 (1H)

U331 優良 林穎勤 (2W)

U331 優良 關力源 (2L)

U337 優良 陳昭煒 (2H)

U331 優良 吳沛炫 (2H)

U331 優良 黃樂晴 (2H)

U337 優良 粘柏霖 (2F)

U330 優良 黃鎂霖 (3W)

U330 優良 顧璇 (4W)

U330 優良 吳沛霖 (4W)

U330 優良 李梓楣 (4W)

U330 優良 李卓凝 (4L)

U336 優良 陳澤峰 (4L)

U330 優良 方芷晴 (4L)

U335 優良 羅帷中 (5W)

U335 優良 黃紹凱 (5W)

U329 優良 楊琬晴 (5H)

U335 優良 蔡明安 (6W)

U330 良好 孫子喬 (3W)

U330 良好 白梓蔚 (4L)

U336 良好 岑柏熙 (4L)

U335 良好 陳日曦 (5L)

U329 良好 余璟霖 (5H)

U329 良好 蘇曼茵 (5H)

U335 良好 徐之樂 (6W)

U329 良好 陳樂芝 (6W)

20 10/2/202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U431 亞軍 趙苒淇 (1H)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436 優良 馮樂軒 (3W)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U436 優良 梁立翹 (4L)

U429 優良 魏安雅 (5W)

U435 優良 羅帷中 (5W)

U429 優良 馮偲琋 (5W)

U429 優良 鍾永瑩 (5W)

U429 優良 張潁藍 (5L)

U429 優良 李芷卉 (5F)

U429 優良 李汶霖 (6W)

U429 優良 梅樂施 (6W)

U435 優良 林柏迪 (6L)

U435 優良 林子軒 (6L)

U435 良好 陳展博 (5F)

U429 良好 羅婕琳 (6W)

U429 良好 黎菀晴 (6W)

21 10/2/202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E20 亞軍 蘇悦羚 (1W)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U20 亞軍 楊汶霏 (1H)

詩詞獨誦 - 英語 U56 亞軍 丁瑋謙 (4W)

U57 亞軍 羅帷中 (5W)

U57 亞軍 姚梓渝 (5W)

U20 季軍 狄煕瑩 (1F)

U52 季軍 鍾景羽 (2F)

U25 季軍 施子晴 (3F)

U31 季軍 周顥琳 (5W)

U29 季軍 鄭瑾瑤 (5L)

U60 季軍 余丞豐 (6L)

U60 季軍 柳子灝 (6L)

U20 優良 李梓瑜 (1D)

U51 優良 甄衍泓 (1D)

E20 優良 龔倬南 (1W)

E51 優良 鄧朗俊 (1W)

U51 優良 陳鎧泰 (1W)

E20 優良 危芍蔚 (1W)

E51 優良 李駿杰 (1W)

U22 優良 勞詠渝 (1W)

U20 優良 李珞 (1L)

U52 優良 林奕深 (1H)

U20 優良 劉芯穎 (1H)

U20 優良 廖晞瑤 (1H)

U51 優良 李駿旭 (1H)

U20 優良 湛思晴 (1F)

U52 優良 李俊賢 (1F)

U20 優良 陳盈霖 (1F)

E20 優良 雷巧喆 (2D)

U20 優良 張芯瑜 (2W)

U20 優良 徐柏悠 (2W)

U20 優良 譚雅之 (2L)

U51 優良 鄭智傑 (2L)

U20 優良 關力源 (2L)

U20 優良 范若藍 (2L)

U52 優良 巢躍曦 (2F)

U25 優良 孫子喬 (3W)

U25 優良 張凱寗 (3W)

U25 優良 陳一蔚 (3W)

U25 優良 張樂兒 (3W)

U53 優良 肖懌辰 (3L)

U23 優良 陳煦恩 (3L)

U25 優良 林靖恩 (3H)

U25 優良 曹芷嫣 (3H)

U25 優良 陳鎧彤 (3H)

U25 優良 吳彥葶 (3H)

U53 優良 朱朗賢 (3H)

E24 優良 梁恩澄 (3F)

U25 優良 袁曉澄 (3F)

E27 優良 李泳嵐 (4D)

U27 優良 何梓賏 (4D)

U28 優良 馮筱婷 (4W)

E27 優良 吳沛霖 (4W)

U28 優良 莊昕琪 (4W)

U28 優良 譚安堯 (4W)

U26 優良 黃樂君 (4W)

U56 優良 黃弈華 (4W)

U28 優良 顧璇 (4W)

E56 優良 雷宏博 (4L)

E56 優良 陳澤峰 (4L)

U27 優良 李卓凝 (4L)

U27 優良 方梓晴 (4L)

U56 優良 陳政煕 (4L)

U27 優良 鍾雅羽 (4H)

E27 優良 郭心月 (4H)

U27 優良 謝曉宜 (4F)

U56 優良 涂柏凱 (4F)

U31 優良 李曉臻 (5D)

U29 優良 陳康悠 (5D)

U29 優良 鍾永瑩 (5W)

U29 優良 魏安雅 (5W)

U57 優良 古本正 (5W)

U57 優良 袁曉諾 (5W)

U57 優良 鄭琂珞 (5W)

U29 優良 郭溢鐿 (5W)

U57 優良 林佑澄 (5W)

U57 優良 陳煦臨 (5W)

U57 優良 譚子朗 (5L)

U57 優良 馮昊霖 (5L)

U57 優良 張晁誙 (5L)

U57 優良 張嘉仁 (5L)

U58 優良 陳日曦 (5L)

U59 優良 朱柏旻 (6W)

U59 優良 李雋軒 (6W)

U33 優良 方煒喬 (6W)

U33 優良 林心悦 (6W)

U33 優良 李汶霖 (6W)

U59 優良 施俊軒 (6W)

E60 優良 張健勤 (6W)

U33 優良 黎菀晴 (6W)

U33 優良 陳樂芝 (6W)

U60 優良 莊昊 (6L)

U32 優良 黃靖潼 (6L)

U60 優良 羅浩彥 (6L)

U34 優良 黎宥言 (6H)

U57 良好 廖卓朗 (5L)

U60 良好 吳梓御 (6L)

22 2/28/2021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優異 譚安堯 (4W)

愛的話語創作比賽2021

23 3/5/2021 帶TEEN童路 亞軍 吳璟佑 (1W)

「禮貌‧品格‧責任」標語創作大賽2020 季軍 孫子喬 (3W)

24 3/14/2021 香港乒乓總會 女子A組

2020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 單打 優異獎 黃卓筠 (4H)

25 3/22/2021 第六屆(紫荊盃)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委員會 優異獎 梁一乒(6L)

第六屆(紫荊盃)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

26 3/27/2021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優異獎 魏安雅 (5W)

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二十一屆<<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網上問答比賽

27 4/16/2021 Eco-Education and Resources Centre 季軍 羅兆臻 (3D)

2021麻鷹四格漫畫比賽 優異獎 陳栢熹 (2W)

優異獎  湛思晴(1F)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8 4/17/2021 張祝珊英文中學 冠軍 許愷恩 (5W)

小學校際辯論比賽 羅帷中 (5W)

姚梓渝 (5W)

鍾永瑩 (5W)

古本正 (5W)

29 4/23/2021 萬鈞匯知中學 冠軍 黃澤淇 (4W) 姚梓渝 (5W)

第十九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黃紹凱 (5W) 黃靖潼 (6L)

最佳伴奏學生奬 姚梓渝 (5W)

30 4/23/2021 香港公共圖書館 高小組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中文組 優勝獎 姚梓渝 (5W)

31 4/24/2021 皇仁書院 優異 姚梓渝 (5W) 羅帷中 (5W)

第五屆小小發明家資優創意計劃 魏安雅 (5W) 金正冰 (6W)

徐之樂 (6W) 蔣君言 (6W)

32 4/25/2021 新青聯會X Rise Elite 亞軍 陸芍妍 (5L)

新青聯會X Rise Elite 三人籃球邀請賽 陸僖妍 (5L) 

羅安翹 (5L) 

容靖堯 (5H)

33 4/25/2021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雙人五項拉丁舞

2020第廿一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冠軍 何梓賏 (4D) 陳澤峰 (4L)

雙人三項拉丁舞

亞軍 何梓賏 (4D) 陳澤峰 (4L)

單人倫巴

第四名 李淑霏 (3D)

第六名 曹芷嫣 (3H)

單人單項華爾茲

季軍 何梓賏 (4D)

單人雙項拉丁舞

亞軍 何梓賏 (4D)

第六名 李淑霏 (3D)

單人三項拉丁舞

亞軍 伍康婷 (6W)

季軍 何梓賏 (4D)

第六名 陳日曦 (5L)

單人五項拉丁舞

第五名 何梓賏 (4D)

34 4/26/2021 MathConcept Education 金獎 陳煦臨 (5W)

Math 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金獎 張承源 (5W)

金獎 蔣君言 (6W)

銀獎 羅帷中 (5W)

銀獎 蔣家洪 (6W)

銅獎 徐之樂 (6W)

五年級團體優異 陳煦臨 (5W) 張承源 (5W)

羅帷中 (5W)

六年級團體優異 蔣君言 (6W) 蔣家洪 (6W)

徐之樂 (6W)

35 4/26/2021 九龍三育中學 金獎 甘衍量 (4W)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譚安堯 (4W)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2021) 金獎 陳煦臨 (5W)

金獎 張承源 (5W)

金獎 蔣君言 (6W)

銀獎 羅帷中 (5W)

銀獎 徐之樂 (6W)

銅獎 林佑澄 (5W)

銅獎 羅胤熹 (5W)

36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E5 冠軍 黃靖潼 (6L)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13歲或以下

37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 銀獎 黃澤錤 (4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21 銅獎 曾煥雅 (3D)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10歲或以下

38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0 季軍 余嘉頤 (3D)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01 銀獎 張芯瑜 (2W)

鋼琴獨奏一級 U100 銀獎 黃可蕎 (2W)

U100 銀獎 鄭伊桐 (3W)

U100 銅獎 王啓悠 (1W)

U101 銅獎 李梓澄 (1L)

U100 銅獎 狄煕瑩 (1F)

U101 銅獎 吳天藝 (2D)

U100 銅獎 冼紀澄 (2W)

U100 銅獎 吳沛炫 (2H)

39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4 冠軍 穆澔辰 (1L)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04 銀獎 施子晴 (3F)

鋼琴獨奏二級 U105 銀獎 陳卓男 (1D)

U105 銀獎 危芍蔚 (1W)

U105 銀獎 許黃錸 (1F)

U105 銀獎 陳煦恩 (3L)

U105 銀獎 危卓睿 (3H)

U105 銀獎 羅曉心 (3F)

U105 銀獎 羅安翹 (5L)

U105 銅獎 薜俊謙 (2H)

U106 銅獎 黃卓筠 (4H)

U106 銅獎 黃敬峰 (5F)

40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09 銀獎 湛思晴 (1F)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0 銀獎 龐穎謙 (3H)

鋼琴獨奏三級 U109 銀獎 方苡洛 (4L)

U109 銀獎 方煒喬 (6W)

U110 銅獎 許黃煊 (3W)

U110 銅獎 吳沛霖 (4W)

U110 銅獎 徐子欣 (4L)

U108 銅獎 梁斯詠 (4H)

U108 銅獎 劉曉叡 (6L)

41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2 亞軍 古本正 (5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4 銀獎 柯湛棋 (3L)

鋼琴獨奏四級 U112 銀獎 梁珀瑋 (4W)

U112 銀獎 韓筱希 (5W)

U112 銀獎 陳煦臨 (5W)

U112 銅獎 杜鈞喬 (3F)

U112 銅獎 李汶霖 (6W)

42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17 銀獎 鄭伊庭 (6L)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17 銅獎 黎宥言 (6H)

鋼琴獨奏五級

43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20 銀獎 楊驖嵐 (5L)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20 銅獎 黎菀晴 (6W)

鋼琴獨奏六級

44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124 季軍 張承源 (5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24 銅獎 林詩宸 (5W)

鋼琴獨奏七級

45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0 銀獎 孫子喬 (3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210 銀獎 郭心月 (4H)

小提琴獨奏一級 N210 銅獎 湛思晴 (1F)

N210 銅獎 羅安愉 (4H)

46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1 金獎 古本正 (5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二級

47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2 銅獎 黃子晴 (4L)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212 銅獎 劉曉叡 (6L)

小提琴獨奏三級

48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3 銀獎 丁瑋謙 (4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四級

49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14 銀獎 蘇榮洋 (6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五級

50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29 銀獎 黃梓洋 (6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51 4/30/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254 銀獎 姚梓渝 (5W)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結他獨奏-初級組

52 4/30/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U327 銅獎 石晞悠 (6D) 林逸峯 (6F)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直笛二重奏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53 30/4/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502 銀獎 黃靖潼 (6L)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箏獨奏 - 中級組

54 4/30/2021 香港學校音樂節及朗誦協會 N706 銅獎 呂敏蕙 (5W) 鄭巧瑜 (6L)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N706 銅獎 方煒喬 (6W) 劉蕊欣 (6H)

粵曲對唱 - 小學初級組 N706 銅獎 曾煥雅 (3D) 余嘉頣 (3D)

55 5/2/2021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 單人拉丁舞

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賽2021 銀獎 何梓賏 (4D)

優異獎 李淑霏 (3D)

優異獎 陳煦恩 (3L)

優異獎 曹芷嫣 (3H)

優異獎 吳沛霖 (4W)

優異獎 李卓凝 (4L)

優異獎 伍康婷 (6W)

56 5/2/2021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男女混合11歲拉丁舞5項

2021香港代表隊選拔賽第一站 亞軍 陳日曦 (5L) 陸僖妍 (5L)

第六名 陳澤峰 (4L) 陸芍妍 (5L)

57 15/5/2021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協會 小高組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二等獎 蔣君言 (6W)

三等獎 徐之樂 (6W)

小中組

三等獎 甘衍量 (4W)

小學組團體

優異獎 甘衍量 (4W) 蔣君言 (6W)

徐之樂 (6W)

58 16/5/2021 香港國際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2021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2021 結他高級組 季軍 姚梓渝 (5W)

59 5/22/2021 語常會 初小組

教育局 優異星獎 黃鎂霖 (3W)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21

60 24/5/2021 教育局 傑出劇本獎 金正冰 (6W) 鄺穎瑜

香港藝術學院 陳愷瑩 蕭淑瑤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20-21

傑出導演獎 陳愷瑩

傑出演員獎 甘衍量 (4W) 郭穎翹 (4W)

梁子樂 (4W) 麥雋弘 (4W)

顏曉彤 (4W) 譚安堯 (4W)

曾姵霖 (4W) 黃樂君 (4W)

吳沛霖 (4W) 羅帷中 (5W)

魏安雅 (5W) 姚梓渝 (5W)

張晁誙 (5L) 羅安翹 (5L)

陳樂芝 (6W) 張健勤 (6W)

朱柏旻 (6W) 何典凌 (6W)

金正冰 (6W) 黎菀晴 (6W)

施俊軒 (6W)

傑出影音效果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傑出合作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傑出整體演出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61 30/5/2021 香港標準舞總會有限公司 雙人拉丁五項 亞軍 何梓賏 (4D) 陳澤峰 (4L)

2021全港職業及業餘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暨全港青少年及兒童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雙人拉丁三項 季軍 何梓賏 (4D) 陳澤峰 (4L)

8歲以下組別

初級組單人倫巴 冠軍 李淑霏 (3D)

單人單項查查查 亞軍 黃樂晴 (2H)

單人單項查查查 季軍 李淑霏 (3D)

單人單項倫巴 亞軍 李淑霏 (3D)

單人單項倫巴 第四名 黃樂晴 (2H)

單人拉丁雙項 亞軍 李淑霏 (3D)

單人拉丁雙項 季軍 黃樂晴 (2H)

單人拉丁雙項 第五名 曹芷嫣 (3H)

單人拉丁三項 亞軍 李淑霏 (3D)

單人拉丁三項 季軍 黃樂晴 (2H)

兒童組單人倫巴 季軍 黃樂晴 (2H)

兒童組單人探戈 第六名 黃樂晴 (2H)

9-11歲組別

單人單項華爾茲 冠軍 何梓賏 (4D)

單人單項倫巴 冠軍 吳沛霖 (4W)

單人單項查查查 冠軍 吳沛霖 (4W)

單人拉丁雙項 亞軍 何梓賏 (4D)

單人拉丁雙項 季軍 伍康婷 (6W)

單人拉丁雙項 第四名 吳沛霖 (4W)

單人拉丁三項 亞軍 伍康婷 (6W)

單人拉丁三項 季軍 何梓賏 (4D)

單人拉丁三項 第五名 吳沛霖 (4W)

單人拉丁五項 亞軍 伍康婷 (6W)

單人拉丁五項 季軍 何梓賏 (4D)

初級組單人倫巴 亞軍 吳沛霖 (4W)

初級組單人探戈 季軍 吳沛霖 (4W)

62 3/6/2021 看漢教育服務公司——普普村 高小組

普普村之星獎勵計劃 優異獎 郭溢鐿 (5W)
優異獎 馮昊霖 (5L)

63 12/6/2021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男子9-10歲組別

二零二一至二二年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200米四式混合泳 季軍 周奕淳 (4W)

64 6/13/2021 香港游泳協會有限公司 男子10歲組

慶祝香港回歸24周年游泳錦標賽(2021) 100米自由泳 冠軍 周奕淳 (4W)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4W)

50米自由泳 亞軍 周奕淳 (4W)

100米蛙泳 亞軍 周奕淳 (4W)

65 6/23/2021 香港教育局 銀獎 文諾泓 (5H)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20/21

66 26/6/2021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男子10歲或以下

二零二一至二二年第一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200米四式混合泳 亞軍 周奕淳 (4W)

67 26/6/2021 香島中學 團體 冠軍 顧璇 (4W) 黃子晴 (4L)

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2021 梁亦熙 (4H) 張健勤 (6W)

女子單打 冠軍 顧璇 (4W)

男子單打 季軍 張健勤 (6W)

68 7/1/2021 大埔游泳會有限公司 男子8歲組

香港游泳協會 25米自由泳 冠軍 陳栢熙 (2W)

粵港澳大灣區游泳協會 25米蛙泳 冠軍 陳栢熙 (2W)

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暨香港U系列游泳比賽 25米背泳 冠軍 陳栢熙 (2W)

50米蛙泳 亞軍 陳栢熙 (2W)

50米背泳 季軍 陳栢熙 (2W)

男子10歲組

50米自由泳 冠軍 周奕淳 (4W)

50米蝶泳 冠軍 周奕淳 (4W)

100米個人四式 冠軍 周奕淳 (4W)

50米蛙泳 亞軍 周奕淳 (4W)

69 7/5/2021 香港海員工會 優異獎 曾煥雅 (3D)

向海員致敬填色比賽2021

70 7/16/2021 禁毒處 小學組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二等獎 蘇榮洋 (6W)

華湘禁毒盃網上問答比賽 三等獎 郭溢鐿 (5W)

三等獎 伍康婷 (6W)

三等獎 何典凌 (6W)

71 7/31/2021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銅獎 湛思晴 (1F) 彭子燊 (4D)

聯校音樂大賽2021(弦樂小組合奏) 甘衍量 (4W) 丁瑋謙 (4W)

陳宥琦 (5D) 陳康悠 (5D)

梁樂鉦 (5D) 馮偲琋 (5W)

關俊偉 (5L) 鄭瑾瑤 (5L)

莊銘希 (5F) 林珮妍 (6D)

朱柏旻 (6W) 黃梓洋 (6W)

梁一乒 (6L) 劉曉叡 (6L)

72 21/8/2021 西貢文化中心社區發展基金會有限公司 小學組

西貢區校長會 十大傑出學生 郭溢鐿 (5W)

西貢文化青年會 傑出學生 譚安堯 (4W)

第二十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2021

73 22/8/2021 香港小童群益會 男子初級組

賽馬會上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單打 亞軍 羅嘉進 (3F)

2021中西南區暨友校乒乓球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

單打 冠軍 梁亦熙 (4H)

單打 季軍 黃敬峰 (5F)

女子組

單打 冠軍 黃子晴 (4L)

單打 亞軍 黃卓筠 (4H)

74 31/8/202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金獎 陳煦臨 (5W)

第二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甘衍量 (4W)

銀獎 郭溢鐿 (5W)

銅獎 蘇晴 (2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