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道官立小學 

2021/2022年度 六年級上學期考試 及 二至五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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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仇鈞鋭 仇鈞鋭 AU JUN YIN 許嘉良 仇鈞鋭 LINGDEN REEYAZ 仇鈞鋭 仇鈞鋭

3A 
3B 胡焯盈 

劉啟洋 鄒慧琳 曾詩雅
3A 鄒慧琳 3A 李泳橋 

3A 胡澤添 3B 胡焯盈 3A 劉啟洋 
3B 胡焯盈 劉宇軒 張凱淳

4A 
4A 馮 瓔 

馮 瓔 伍璐寧 周雅晴

4A 馮 瓔 4A 吳卓謙 4A 伍璐寧 4A 伍璐寧 4B 勞琬珺 麥浚霆 翁瑜辰

4C 唐曉璿 詹舜僖 李芷昕

5A 

5A 任思行 

任思行 潘映萍 王昊山

5A 張裕寶 5A 任思行 
5A 王昊山 

5A 阮嘉怡 
5A 王得智 
5A 任思行 
5A 陳泓霖 
5B 劉卓琳 

5A 任思行 5B 劉卓琳 顏羽鍵 鄧雪兒

5C 黃善恆 楊智愛 陳卓鏗

6A 
6A 許嘉琪 

許嘉琪 林彥彤 張雅其
6A 張雅其 
6A 許嘉琪 6A 林彥彤 

6A 張嘉錞 
6A 許嘉琪 
6A 歐卓希 

6A 梁日昇 6B 朱清揚 馬源鐸 黃予穎

6C 李子華 石芯華 馮思慧

截止08/08/2022 



廣東道官立小學 

2021/2022年度 六年級上學期考試 及 二至五年級下學期考試獲獎學生名單 

班別 操行獎 服務獎 體藝獎 品行進步獎

2A Au Jun Yin 仇鈞鋭 麥曉雅 黃浩源 麥曉雅 ROKA ARIANNA 

3A 翁小惠 趙天愛 劉啟洋 鄒慧琳 趙天愛 鍾慶威

3B 喬鈺璘 張凱淳 PUN SOHAN THAPA AARON 胡焯盈 TAMANG JASON 

4A 伍璐寧 趙淯而 趙淯而 傅媛柔 伍璐寧 周烘宇

4B 柯倪峯 梁傲晴 施暟煾 黎俊樂 施暟煾 黎俊樂

4C 李芷昕 鄭靜怡 呂俊輝 黃崇禧 羅麗淇 冼祈宇

5A 莫玉玲 陳泓霖 阮嘉怡 錢洋 趙天恩 陳梓航

5B 吳凱瞳 王鎮宇 陳彥羽 駱紫盈 顏羽鍵 顏羽鍵

5C SUKUSHI 陳卓鏗 李柏翹 胡少蓓 范禧彤 LIMBU YOHANG 

6A 林彥彤 張梓妮 許嘉琪 伍雨晗 林彥彤 黃善宜 

6B 劉詩慧 DEWAN NISHE 黃予穎 王天來 劉詩慧 楊博誠 

6C 鍾健亮 馮思慧 繆欣庭 林盈瑩 石芯華 繆欣庭 



廣東道官立小學 

2021/2022年度各項比賽獲獎學生名單(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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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2A 仇鈞鋭 五年級 5A 任思行 

三年級 3B 胡焯盈 六年級 6A 許嘉琪 

四年級 4A 馮 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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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2A AU JUN YIN 五年級 5A 潘映萍 

三年級 3A 劉啟洋 六年級 6A 林彥彤 

四年級 4A 伍璐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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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2A 許嘉良 五年級 5A 王昊山 

三年級 3A 鄒慧琳 六年級 6A 張雅其 

四年級 4A 周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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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信、6A李芷晴 

 

 

5. 2021-2022年度「油尖旺區吳錦祥小狀元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 旺角街坊會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4A 馮 瓔 嘉許獎 

5A 任思行 嘉許獎 

6A 伍雨晗 嘉許獎 

6A 黎詩韻  成績進步獎 

截止08/08/2022 



6.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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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主辦機構：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8.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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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Roka Arianna 3A 鍾慶威 3B Thapa Aaron 

4A 傅媛柔 4B 黎俊樂 4C 冼祈宇 

5A 阮嘉怡 5B 顏羽鍵 5C 胡少蓓 

6A 張梓妮 6B 劉詩慧 6C 繆欣庭 

 

 

9. 2021-22非華語中小學生課後中文輔導班進步獎 

主辦機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3B Tamang Jason 進步獎 

3B Pun Sohan 勤學獎 
 

 

10.  第七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主辦機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朗誦比賽 

《亞軍》 6A 許嘉琪       

《優良獎》 3A 曾詩雅 5B 蔣又嘉 6A 黎詩韻 6A 張梓妮 

 6A 黃善宜       

《良好獎》 3B Pun Sohan 4A 周烘宇 4A 劉苑而 4A 嚴樂遙 

 4A 鄭聖釧 4B 施暟煾 5A 陳浩文 5A 王得智 

 6A 伍雨晗 6A 歐卓希 6B 王天來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6A 許嘉琪 傑出學生獎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6A 伍雨晗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最佳進步獎(小學組) 



普通話朗誦比賽 

《亞軍》 5A 趙天恩       

《優良獎》 2A 符芳傑 4A 伍璐寧 4A 周雅晴 5A 黃卿幗 

 5B 付彥妮 5B 張紫瑩 5B 劉卓琳 6A 許嘉琪 

 6A 林彥彤 6A 伍雨晗 6A 張梓妮   

《良好獎》 4A 傅媛柔 4A 馮瓔 5B 潘淑媛   

 

 

英文朗誦比賽 

《優良獎》 2A 吳少祺 3A 曾詩雅 3A 馬希汶 3A 李泳橋 

 3A 羅子翀 3B Pun Sohan 4A 伍璐寧 4A 馮瓔 

 4A Wei Paris 4C Gurung Ceyon 5A 鄭志賢 5A 陳宇熹 

 5A 黃靖庭 5A 任思行 5B 蔣又嘉 5C 楊智愛 

 5C 王莉嘉 6A 許嘉琪 6A 詹浩軒 6A 郭頌然 

 6A 林彥彤 6A 黎詩韻 6A 李靜嵐 6A 歐卓希 

 6A 伍雨晗 6A 張梓妮 6A 袁浩文 6B 陳幸琪 

 6B 陳佳妮 6B Dewan Nishe 6B 劉詩慧 6B 李藝軒 

 6C 繆欣庭       

《良好獎》 5A 趙天恩 5B 馬韋盈 5C SUKUSHI 6A 冷明軒 

 

 

11. 2021-2022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香港賽區） 

主辦機構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4A 周烘宇 現場作文初賽 三等獎 

4A 鄭聖釧 現場作文初賽 三等獎 

4A 周雅晴 現場作文初賽 二等獎 

5A 翁才淦 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5B 吳凱瞳 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6A 李靜嵐 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6A 伍雨晗 現場作文初賽 二等獎 

6A 粘宇彤 現場作文初賽 二等獎 

6B 朱清揚 現場作文初賽 二等獎 

 

 

 

 

 

 

 

 



12. 2021-2022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香港賽區） 

主辦機構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5A 翁才淦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5B 吳凱瞳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A 李靜嵐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A 伍雨晗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A 粘宇彤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6B 朱清揚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13. 《香港經濟日報》TOPick新聞「第三屆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 

主辦機構 : 香港經濟日報 

班別 姓名 獎項 

6A 洪安琪 小六組別冠軍 

 

 

14.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主辦機構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15.  2021-22中文科校內寫作比賽(三至六年級) 

主辦機構 : 廣東道官立小學 

 冠軍 亞軍 季軍 

三年級 3A 李泳橋 3A 鄒慧琳 3B 喬鈺璘 

四年級 4A 伍璐寧 4A 馮  瓔 4A 周雅晴 

五年級 5A 陳泓霖 5A 趙天恩 5B 王鎮宇 

六年級 6A 張梓妮 6A 林彥彤 6C 關咏森 

 

 

16. 第一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硬筆書法 

主辦機構 :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班別 姓名 獎項 

5A 陳泓霖 小學組高級（小五至小六）優異獎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6A 林彥彤 優異獎 



17. 第一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校內比賽 

主辦機構 :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A 吳少祺 2A 區竣然 2A 仇鈞銳 

中級組 3A 胡澤添 4A 鄭聖釧 4A 馮  瓔 

高級組 5A 陳泓霖 6B 劉詩慧 6A 許嘉琪 

 

 

18. 中文硬筆級際書法比賽 

主辦機構 : 廣東道官立小學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二年級 2A 吳少祺 2A 區竣然 2A 仇鈞銳 

三年級 3A 胡澤添 3B 韋詩怡 3A 鄒慧琳 

四年級 4A 鄭聖釧 4A 馮  瓔 4A 伍璐寧 

五年級 5A 陳泓霖 5A 任思行 5A 趙天恩 

六年級 6B 劉詩慧 6A 許嘉琪 6B 李藝軒 

 

 

19. 第一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校內比賽 

主辦機構 :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A 吳少祺 2A Roka Arianna 2A 麥曉雅 

中級組 4A 鄭聖釧 4A 傅媛柔 3A 曾詩雅 

高級組 5A 任思行 5A 鄭志賢 6A 梁日昇 

 

 

20. 英文硬筆級際書法比賽 

主辦機構 : 廣東道官立小學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二年級 2A 吳少祺 2A Roka Arianna 2A 麥曉雅 

三年級 3A 曾詩雅 3A 趙天愛 3B 韋詩怡 

四年級 4A 鄭聖釧 4A 傅媛柔 4C 鄭靜怡 

五年級 5A 任思行 5A 鄭志賢 5B 馬韋盈 

六年級 6A 梁日昇 6A 林彥彤 6A 張雅其 

 

 

 

 

 

 



21.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主辦機構：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及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5A 任思行 個人賽銅獎 

6A 張雅其 個人賽優異獎 

6A 梁日昇 個人賽優異獎 

6A 歐卓希 個人賽優異獎 

 

 

22.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2（香港區賽）初賽 

主辦機構: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委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究分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HKMO)、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基金會合辦 

合格(18/39人)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2A 仇鈞鋭 3B Pun Sohan 4A 傅媛柔 4A 伍璐寧 

4A 周雅晴 4B 施暟煾 4B 翁瑜辰 5A 陳宇熹 

5A 王得智 5A 任思行 6A 許嘉琪 6A 林彥彤 

6A 梁日昇 6A 楊健勇 6A 袁浩文 6A 伍雨晗 

6B Dewan Nishe 6B 蔡夏敏     

 

 

23.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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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5A 任思行 二等獎 

3B Pun Sohan 三等獎 

 

 

 

 

 

 

 

 

 

 

 

 

 



24.  2022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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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勤進修教育中心、香港潮州商會 

合格(19/44)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3B 張凱淳 3B Pun Sohan 4A 傅媛柔 5A 陳宇熹 

5A 鄭志賢 5A 阮嘉怡 5A 黃靖庭 5A 黃家樂 

5A 陳泓霖 5A 任思行 6A 許嘉琪 6A 詹浩軒 

6A 粘宇彤 6A 郭頌然 6A 林彥彤 6A 袁浩文 

6A 黃家信 6A 伍雨晗 6B Dewan Niche   

 

 

25.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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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5A 任思行 銀獎 

6A 林彥彤 銅獎 

6B Dewan Nishe 銅獎 

 

 

26.  Math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2 

主辦機構： MathConcept Education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5A 任思行 個人賽銀獎 

6A 歐卓希 個人賽銀獎 

 

 

27. 2021-2022 年度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油尖旺區) 

主辦機構：麗澤中學 /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合辦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6A 歐卓希 優良獎狀 

6A 楊健勇 優良獎狀 

6A 黃家信 優良獎狀 

 

 

 

 



28.  2021『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學校獎項：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29.  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學校獎項：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30.  2022年國家安全網上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及保安局 

學校獎項：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全港) 

 

個人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2A 吳孝霆 小學組優異獎 

2A ROKA AARIANNA 小學組優異獎 

 

 

31.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 

主辦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 

班別 學生姓名 

5A 任思行 

5A 趙天恩 

 

 

32. 道路安全學藝比賽2021-小學交通安全繪畫比賽 

主辦機構 : 香港警務處西九龍交通部道路安全組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6A 林彥彤 亞軍 



33. 視覺藝術科作品展 

主辦機構 : 廣東道官立小學 

 

 

 

 

 

  

 

34.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21-2022 

主辦機構： 屈臣氏集團                                                                                                                                  

班別 姓名 獎項 
6A 林彥彤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35. 2021 - 2022年度九龍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主辦機構 : 主辦機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36. 2021「優秀網站選舉」及「健康手機/平板電腦應用程式選舉」 

主辦機構：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6A 黎詩韻 「誰」是優秀網站遊戲 

6A 林彥彤 「齊享健康資訊」網上遊戲 

 

 

37. Acer全港小學生STEM綠色城市編程大賽2021 

主辦機構： Acer宏碁電腦 

傑出團隊精神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6B 王天來  6B 黃予穎 6B 許栢甄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4B 王芷璇 最受歡迎的立體作品 

5B 陳文宇 最受歡迎的立體作品 

5A 任思行 最受歡迎的平面作品 

6B 于楠 最受歡迎的平面作品 

班別 學生姓名 得獎項目 

6A 張嘉錞 男子甲組 優異 

6A 梁日昇 男子甲組 優異 

6A 李沃霖 男子甲組 優異 

6A 黃家信 男子甲組 優異 



38. 香港升旗隊總會獎章考核：基本步操章 

主辦機構：香港升旗隊總會 

合格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5A 鄭志賢 5A 陸冠宇 5A 王得智 5B 林澤源 

5B 張紫瑩 5B 潘淑媛 5C 范禧彤 6A 許嘉琪 

6A 張梓妮 6A 李靜嵐 6A 鍾衍揚 6B 曾元彬 

6B 梁穎妍 6C 林子博     

 

 

39.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虎年傳統布偶抗疫吉祥物創作比賽 

主辦機構：廣東道官立小學 

高級組 

冠軍 6B 許柏甄 

亞軍 6A 林彥彤 

季軍 6B 王天來 

優異獎 

6A 許嘉琪 

6A 冷明軒 

5A 趙天恩 

5A 王得智 

5A 任思行 

 

初級組 

冠軍 4A 伍璐寧 

亞軍 4B 翁瑜辰 

季軍 3A 鍾慶威 

優異獎 

4A 宮仁龍 

4C 詹舜僖 

3A 趙天愛 

3A 翁小惠 

3B 張凱淳 

 

 

 

 

 

 

 



40. 「We Love Yau Tsim 心意卡設計比賽」 

主辨機構：油尖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油尖旺區校長會及油尖旺家長教師會聯會 

 

冠軍 4B 翁瑜辰 

亞軍 4A 伍璐寧 

季軍 3A 鍾嘉駿 

優異獎 

2A LINGDEN REEYAZ 

3A 翁小惠 

4C 唐曉璿 

5A 翁才淦 

6A 許嘉琪 
 

 

41. GLOW@CRGPS暨2021-2022年度六年級畢業典禮標誌親子創作比賽 

主辨機構：廣東道官立小學 

 

高級組 

冠軍 5A 任思行和家長 

亞軍 5C 陳卓鏗和家長 

季軍 6A 林彥彤和家長 

優異獎 5C SUKUSHI 和家長 

 

初級組 

冠軍 4A 伍璐寧和家長 

亞軍 4C GURUNG CEYON 和家長 

季軍 3B 張凱淳和家長 

優異獎 3B 胡焯盈和家長 

 
 

42.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主辦機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3B 韋詩怡 二級鋼琴獨奏銀獎 

4C 詹舜僖 三級鋼琴獨奏銀獎 

5A 黃家樂 結他獨奏中級組銅獎 

6A 黃家信 五級鋼琴獨奏銀獎 

 

 

 



43. 21-22年度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嘉許計劃 

主辦機構： 香港教育大學 
 
學校獎項: 聯網學校嘉許狀 

 

個人獎項: CoolThink 小達人嘉許狀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6A 林彥彤  6A 徐培鈞 6A 袁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