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道官立小學 

2020/2021年度下學期考試獲獎學生名單 

班
別

學業
優異獎

學業獎 學科成績優異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文科 英文科 數學科 常識科

1A 
--- 

--- --- --- 1A 安來雨 
1A 黃浩源 
1B 趙海琳 

1B 吳少祺 1A 仇鈞銳 1B 吳少祺 
1B --- --- --- 

2A 
--- 

--- --- --- 
2A 吳宛兒 2A 張凱淳 

2A 何梓鋒 2A 何梓鋒 2A 吳宛兒 
2B --- --- --- 

3A 
3A 馮 瓔 

馮 瓔 蔡旻芯 鄒文龍

3A 馮 瓔 3A 蔡旻芯 
3A 馮  瓔 3B 伍璐寧 3B 伍璐寧 3B 伍璐寧 鄭聖釧 WEI PARIS 

3C 黃守望 周雅晴 黃愷婷 

4A 
4A 何艾琳 

何艾琳 任思行 王昊山 

4A 何艾琳 4A 何艾琳 4A 任思行 
4A 何艾琳 4A 任思行 4B 趙天恩 陳梓航 李嘉豪 

4C 黃卿幗 劉卓琳 潘淑媛 

5A 
5A 伍雨晗 

伍雨晗 歐卓希 林彥彤 
5A 許嘉琪 

5A 伍雨晗 
5A 伍雨晗 

5A 林彥彤 
5A 梁日昇 5A 歐卓希 5B 粘宇彤 鍾衍揚 黃予穎 

5C 吳汶翀 梁康琪 陳佳妮 

6A 
6A 劉文珺 

劉文珺 林海藍 馮浩然 

6A 劉文珺 6A 劉文珺 

6A 鍾恩雨 
6A 馮浩然 
6A 林海藍 
6A 盧樂思 

6A 劉文珺 6B 侯志鴻 屈頌安 霍凱琳

6C 馮家俊
GURUNG 
DEJAVU 
SANCH

詹嘉瑜



廣東道官立小學 

2020/2021年度下學期考試獲獎學生名單 

班別 操行獎 服務獎 品行進步獎 學業進步獎 體藝獎 

1A 安來雨 李姿雅 游思穎 麥曉雅 黃浩源 --- --- 

1B 吳少祺 
TAMANG HOISHE

R 
陳立頤 符芳傑 許嘉良 --- --- 

2A 羅子翀 馬希汶 許善茹 劉啟洋 李泳橋 --- --- 

2B IRFAN JANNAT PUN SOHAN 曾詩雅 王康聰 華美惠 --- --- 

3A 岑沅霖 譚思思 周烘宇 馮瓔 鄒文龍 --- 
趙淯而 
蔡旻芯 

3B 黃梓樂 伍璐寧 伍璐寧 鄭聖釧 陸冠全 --- 伍璐寧 

3C 李芷昕 謝羽琪 謝羽琪 周雅晴 吳卓謙 --- 周雅晴 

4A 何艾琳 鍾恩楟 陳宇熹 王得智 潘映萍 --- 黃靖庭 

4B 趙天恩 駱紫盈 蔣又嘉 李嘉豪 陳梓航 --- 趙天恩 

4C 何雪怡 劉卓琳 范禧彤 胡少蓓 李柏翹 --- 劉卓琳 

5A 何欣娜 林彥彤 許嘉琪 伍雨晗 郭頌然 黎詩韻 林彥彤 

5B 鍾衍揚 劉詩慧 王天來 黃予穎 林子博 李藝軒 劉詩慧 

5C 陳幸琪 陳佳妮 林盈瑩 鍾健亮 吳汶翀 關咏森 陳佳妮 

6A 周信一 鍾恩雨 江梓譽 蔡善彤 劉珈羽 林穎雯 劉文珺 

6B 馬郗蓮 袁梦 鍾逸朗 梁証燃 區富樺 屈頌安 袁梦 

6C 馮韜瑜 詹嘉瑜 林子軒 劉新豪 徐 晴 梁祖嘉 馮韜瑜 



廣東道官立小學 

2020/2021年度各項比賽獲獎學生名單(下學期)  
 

1. 家長教師會獎學金(全年成績第一名) 

主辦機構 :廣東道官立小學家長教師會 

年級 班別 學生姓名 年級 班別 學生姓名 

三年級 3A 馮 瓔 四年級 4A 何艾琳 

五年級 5A 許嘉琪 六年級 6A 劉文珺 

 

 

2. 李榮基獎學金(全年成績第二名)  

主辦機構 :社會人士 

年級 班別 學生姓名 年級 班別 學生姓名 

三年級 3B 伍璐寧 四年級 4A 任思行 

五年級 5A 林彥彤 六年級 6A 馮浩然 

 

 

3. 校友會獎學金(全年成績第三名)  

主辦機構 : 廣東道官立小學校友會 

年級 班別 學生姓名 年級 班別 學生姓名 

三年級 3C 黃守望 四年級 4A 王昊山 

五年級 5A 歐卓希 六年級 6A 林海藍 

 

 

4. 李寶倫獎學金 

主辦機構：校友 (全校男女最佳運動員各一)  

得獎學生： 6A鮑泊遠、6A高鎧澄  

 

 

5. 2020-2021年度「油尖旺區傑出學生獎勵計劃」 

主辦機構 : 油尖旺區校長會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6A 林海藍 傑出學生獎 



6. 2021 香港傑出少年選舉   

主辨機構：香港遊樂場協會 

 

 

 

 

 

 

 

7. 2020-2021年度油尖旺區校長會「顯著進步學生獎勵計劃」 

主辦機構 : 油尖旺區校長會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A 岑靄賢 1B 許嘉良   

2A 李泳橋 2B SHRESTHA SAMPADA   

3A 趙淯而 3B 黃梓樂 3C 吳卓謙 

4A 鍾恩楟 4B 陳梓航 4C 劉卓琳 

5A 伍雨晗 5B 楊博誠 5C 陳佳妮 

6A 鍾恩雨 6B 劉含琦 6C 詹嘉瑜 

 

 
8. 2020-21全國青少年語文知識大賽「菁英盃」作文比賽---香港賽區決賽 

主辦機構: 中國青少年語言文化學會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4A 翁才淦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5A 伍雨晗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A 張雨晨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6A 鍾恩雨 現場作文決賽 一等獎 

6A 馮浩然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6A 黎語涵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A 劉文珺 現場作文決賽 一等獎 

 

 

 

 

 

 

 

 

班別 學生姓名  

6A 盧樂思 嘉許證書 

6B 袁梦 嘉許證書 

6B Thapa Manish 嘉許證書 



 
9. 2020-21全國青少年語文知識大賽「菁英盃」作文比賽---香港賽區總決賽 

主辦機構: 中國青少年語言文化學會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4A 翁才淦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5A 伍雨晗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6A 黃詩淇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A 鍾恩雨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A 馮浩然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6A 黎語涵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6A 劉文珺 現場作文決賽 一等獎 

 

 
10. 中文科校內寫作比賽 

主辦機構: 廣東道官立小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年級 1B 吳少祺 1A 李姿雅 1B 符芳傑 

二年級 2A 吳宛兒 2B 李文慧 2A 許善茹 

三年級 3B 鄭聖釧 3C 唐曉璿 3A 趙海琳 

四年級 4A 王詩瑩 4A 何艾琳 4C 劉卓琳 

五年級 5B 梁穎妍 5B 于楠 5B 潘丞彬 

六年級 6A 劉文珺 6A 黎語涵 6A 林海藍 

 

 
11. 抗新冠肺炎英文海報設計比賽 

主辦機構: 廣東道官立小學 

班別 姓名 獎項 

2B 翁小惠 冠軍 

1B 陳立頤 亞軍 

1B Tamang Hoister(何淑明) 季軍 

1B 吳少祺 優異獎 

2A 許善茹 優異獎 

2B Shrestha Sampada(華美惠) 優異獎 

 

 

 

 

 

 

 



 

12. 2020-2021英文科找字比賽 

主辦機構: 廣東道官立小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1A 安來雨 仇鈞鋭 姚向駿 

1B 吳少祺 LINGDEN REEYAZ 陳立頤 

2A 許善茹 韋詩怡 吳宛兒 

2B 王康聰   

3A 黎俊樂 蔡旻芯 詹舜僖 

3B 鄭聖釧 王芷璇 嚴樂遙 

3C 吳卓謙 傅媛柔 謝羽琪 

4A 任思行 鄭志賢 王昊山 

4B 趙天恩 張紫瑩 駱紫盈 

5A 詹浩軒 歐卓希 梁日昇 

5B 鍾衍揚 DEWAN NISHE 李藝軒 

5C 李子華 黃德如  

6A 劉文珺 甄詩兒 蔡善彤 

6B 李俊熙   

6C GURUNG DEJAVU SANCH 馮韜瑜 徐晴 

 

 
13. 2021亞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晉級賽 

主辦機構：亞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聯合會、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獎項：銅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2A 何梓鋒 2A 張凱淳 2B 王康聰 

2B Pun Sohan 5A 伍雨晗 6A 張雨晨 

 
 

14. MathConceptition 數學思維大激鬥2021 

主辦機構： MathConcept Education 

獎項：個人賽銀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A 任思行 5A 歐卓希 

 
獎項：個人賽銅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A 何艾琳 6A 馮浩然 

 

 



 

15.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2021（華南賽區）晉級賽  

主辦機構：中國數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委會、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香港 

數學奧林匹克協會慈善基金會、香港潮州商會合辦  

二等獎 

班別 學生姓名 

2A 何梓鋒 

 

三等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2A 張凱淳 2B Pun Sohan 3B 鄭聖釧 
5A 林彥彤 5B DEWAN NISHE 6A 鮑泊遠 

6A 鍾恩雨 6A 馮浩然   

 

 

16. 2020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讀比賽金獎（香港賽區） 

主辦機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教育局 

獎項：金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5A 林彥彤 6A 張慧中 6A 黎語涵 

6A 林永昊 6A 林海藍 6A 盧樂思 

6A 王怡佳 6B 侯志鴻   

 

 

17.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 

主辦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 

得獎學生 : 5A  林彥彤(校園藝術大使) 

   5B  于楠(校園藝術大使) 

 

 

 

 

 

 

 

 



 

1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主辦機構：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1A 安來雨 1 級鋼琴獨奏 銅獎 

2A 韋詩怡 2 級鋼琴獨奏 銀獎 

3A 詹舜僖 2 級鋼琴獨奏 銀獎 

3A 蔡旻芯 2 級鋼琴獨奏 銀獎 

4A 何艾琳 4 級鋼琴獨奏 銀獎 

4A 任思行 2 級鋼琴獨奏 銅獎 

4A 任思行 初級中提琴獨奏 銀獎 

5A 詹浩軒 4 級鋼琴獨奏 銀獎 

5A 林彥彤 3 級小提琴獨奏 銅獎 

6A 安來暄 3 級鋼琴獨奏 銅獎 

 

 

19. 石栗將軍四格漫畫親子創作比賽 

主辦機構：廣東道官立小學 

高級組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5A 林彥彤 冠軍 

5B 于楠 亞軍 

5B 李藝軒 季軍 

6A 鍾恩雨 

優異 
6A 王浩屹 

6B 劉含琦 

4A 翁才淦 

 

初級組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3B 伍璐寧 冠軍 

2A 胡焯盈 亞軍 

1B 陳立頤 季軍 

1B Roka Arianna  

優異 
2A 何梓鋒 

2B 趙天愛 

2B 翁小惠 

 
   



 

 

20. 網「樂」安全比賽2020/21 

主辦機構： 香港警務處 

獎項：銀獎 

班別 學生姓名 
6A 安來暄 

 

獎項：優異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5A 林彥彤 6A 林海藍 6A 馮浩然 

 
 
21. 「齊齊認識《港區國安法》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香港升旗隊總會 

 

 

 

 

 
22. 2020-21 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23.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 

 

獎項：最積極參與獎 

 

 

24. 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歷史文化常識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及中國文化研究院 

 

獎項：最積極參與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5A 林彥彤 表現優秀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4C Sukushi 寫作-季軍 

2B Pun Sohan 說話-優異 



 

25. 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 

 

獎項：最積極參與獎 

 

 

26. 2020 年度香港童軍總會優異旅團 

主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 

 

優異旅團：九龍第 132 旅幼童軍團 

 

 

27. 2020 年度九龍地域傑出旅團 

主辦機構：香港童軍總會九龍地域 

 

優異獎：九龍第 132 旅幼童軍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