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2020 - 2021 年度 校外比賽得獎名單》 

 

A. 學術類別 

2020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金獎 五信 塗梓傑   

銀獎 三信 周承軒 四誠 李文碩  

 

 

2020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銀獎 五信 塗梓傑   

銅獎 四誠 李文碩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晉級賽 

二等獎 三信 周承軒 四誠 李文碩  

三等獎 二愛 陳晉熙 三誠 慕俏彤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四誠 李文碩   

 

「葉紀南盃」數學挑戰賽 

一等獎 六愛 甘嘉琦 六愛 廖迦齊 六誠 陳卓鵬 

 六誠 施爾鋒   

二等獎 六信 唐梓姸 六望 張頌恩 六望 劉希雯 

 六愛 李一青 六誠 何柏謙 六誠 岑日朗 

 六誠 鄭開心   

三等獎 六信 陳卓穎   

團體獎   季軍 六信 陳卓穎 六信 唐梓姸 六望 張頌恩 

 六望 劉希雯 六愛 甘嘉琦 六愛 李一青 

 六愛 廖迦齊 六誠 陳卓鵬 六誠 何柏謙 

 六誠 施爾鋒 六誠 岑日朗 六誠 鄭開心 

 

YKN 小學英文書法比賽 

亞軍  六望 蔡穎璇   

 

YKN 小學英文作文比賽 

亞軍 六智 梁家僑   



YKN 小學英文書籤設計比賽 

季軍 六誠 何柏謙   

 

亞洲校際朗誦及音樂節 2021 

冠軍 五愛 劉而濼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網上比賽) 

優異獎 五信 塗梓傑 五智 馬溢朗  

參與獎 六誠 陳卓鵬 六誠 張凱荍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冬季資優課程 2020) 

出席 三誠 何珮瑩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普通話獨誦比賽 

優異獎 一誠 許心悦   

 

第 16 屆校園拔萃盃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金獎 一誠 許心悦   

 

香港學科比賽 2020-2021(上學期初賽)數學科 

金獎 二信 梁慧瑜 二愛 梁焯麟 二愛 吳瀚霖 

 三信 周承軒 三愛 張世麟 四信 林芷瑩 

 五信 塗梓傑   

銀獎 二智 黃天諾 三望 戴皓彥 三智 陸蘊翹 

 四誠 李文碩 四誠 黃皓誠 四誠 張世鵬 

 五信 陳晟陽 五信 梁凱珵 五誠 黃一心 

銅獎 二愛 陳晉熙 二愛 龔栢浠 二智 張澤浠 

 二誠 黃奕熙 三愛 羅心湉 三誠 何珮瑩 

 三誠 高悠 四信 區凱甯 四望 馮子朗 

 五望 林駿軒 五望 梁軒睿  

 

 

 

 

 

 

 

 

 

 

 

 



香港學科比賽 2020-2021(上學期初賽)英文科 

冠軍 二愛 吳瀚霖   

金獎 二愛 梁焯麟 四信 黃日晴  

銀獎 二信 楊可悠 二誠 黃奕熙 三信 周承軒 

 三望 馮曉晴 五信 塗梓傑 五誠 黃一心 

銅獎 二愛 陳晉熙 二智 黃天諾 三信 林啟恆 

 三望 鍾柏賢 三望 戴皓彥 三誠 何珮瑩 

 三誠 慕俏彤 四愛 林偉熙 四智 夏樂熹 

 四智 李亦朗 四誠 林浠榆 四誠 黃皓誠 

 五望 梁軒睿 五望 黃柏晴 五愛 林泳伽 

 五智 陳熙雯 六愛 黃天恩 六誠 胡青瑜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散文獨誦-普通話、粵語  小學一、二年級組 

優良 一望 鄧朗澄 一愛 王韻茵 一智 陳梓睿 

 一智 鄧樂晴 一誠 許心悦 二智 郭峻仁 

 二智 李彥晴   

良好 一愛 陳梓嫣 一智 林靖殷 二愛 梁焯麟 

 

詩詞、散文獨誦-普通話、粵語  小學三、四年級組 

季軍 四信 李穎蒽   

優良 三智 陸蘊翹 四信 王灝澤 四望 林子楺 

 四望 鄧楚渝 四智 鍾樂瑤 四智 鄧沛沛 

 四誠 馮泳信   

 

詩詞、散文獨誦-普通話、粵語  小學五、六年級組 

優良 五望 胡恩瑜 五愛 劉而濼 六愛 石蕊慈 

 六愛 黃天恩 六智 劉肇洋(詩詞) 六智 劉肇洋(散文) 

 六誠 陳卓鵬 六誠 李穎潼  

良好 五愛 賀桓宇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 - Open Primary 1 and 2 

Merit 一智 陳梓睿 一智 易子倫 二信 楊可悠 

 二望 黃詠萱 二智 黃天諾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 - Open Primary 3 and 4 

Merit 三智 張梓廷 四望 林子楺 四望 鄧詠恩 

 四愛 勞顯揚 四誠 胡曉傑 四誠 胡曉盈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 - Open Primary 5 and 6 

Merit 五誠 李文進 六愛 黃天恩 六智 張穎芊 

 六智 譚晞瑤   

 
華夏盃 初賽 2021 

合格 一信 陳鍩深 一愛 陳梓嫣 一愛 陳榮軒 

 一智 陳梓睿 一智 錢嘉偉 二信 楊可悠 

 二望 鄧博方 二愛 吳瀚霖 二愛 梁焯麟 

 二愛 鄧博文 二智 郭峻仁 二智 黃天諾 

 二誠 李彥霖 三信 周承軒 三望 戴皓彥 

 三愛 馬芊媃 三愛 余皓正 三智 楊晨 

 三誠 高悠 三誠 慕俏彤 四信 林芷瑩 

 四信 王灝澤 四愛 林偉熙 四誠 陳俊熹 

 四誠 李文碩 五信 塗梓傑 五信 黃冠傑 

 五愛 林泳伽 五智 馬溢朗 六望 李一諾 

 六望 曾子揚 六誠 陳卓鵬  

 
華夏盃 晉級賽 2021 

一等獎 四誠 李文碩 五信 塗梓傑  

二等獎 二誠 李彥霖 三信 周承軒  

三等獎 一智 陳梓睿 一智 錢嘉偉 三愛 余皓正 

 三智 楊晨 五信 黃冠傑 六望 李一諾 

 六望 曾子揚   

 
AIMO 港澳盃初賽 2021 

合格 一信 陳鍩深 一智 陳梓睿 一智 錢嘉偉 

 二信 楊可悠 二望 鄧博方 二愛 陳晉熙 

 二愛 梁焯麟 二愛 寗爵 二愛 吳瀚霖 

 二愛 鄧博文 二智 張澤浠 二誠 李彥霖 

 三信 周承軒 三信 林啟恆 三愛 馬芊媃 

 三誠 高悠 四信 林芷瑩 五信 陳晟陽 

 五智 馬溢朗 六信 陳卓穎 六望 劉梓輝 

 六望 李一諾 六望 曾子揚 六愛 李一青 

 六誠 陳卓鵬 六誠 胡青瑜  

 

AIMO 晉級賽 2021 

銀獎 二誠 李彥霖 三信 周承軒 六信 陳卓穎 

銅獎 六望 李一諾   

 

 
 

 



AIMO 決賽 2021 

銀獎 一智 陳梓睿   

銅獎 一智 錢嘉偉   

 
「21 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香港賽區）(初小組) 

入圍準決賽 四愛 勞顯揚   

 

ETS TOEFL Primary Global Assessment 

ETS TOEFL Primary Global Assessment Excellence Awards 三誠 符明蔚 

 

ETS TOEFL Junior Global Assessment 

ETS TOEFL Junior Global Assessment Excellence Awards 五信 孫力揚 

 

香港學科比賽 2020-2021 (下學期初賽)數學科 

金獎 二愛 梁焯麟 三信 周承軒 五愛 林泳伽 

銀獎 二信 梁慧瑜 五信 塗梓傑  

銅獎 二信 楊可悠 二誠 黃奕熙 三信 林啟恆 

 三望 戴皓彥 四信 黃日晴 四望 蔣曉琳 

 四誠 李文碩 五望 林駿軒 五智 陳鴻昊 

 六望 曾子揚   

 

香港學科比賽 2020-2021 (下學期初賽)英文科 

冠軍 二愛 吳瀚霖   

金獎 三望 鍾柏賢 三望 馮曉晴 五信 塗梓傑 

銀獎 二信 楊可悠 四信 黃日晴 四愛 林偉熙 

 四誠 林浠榆 五望 梁軒睿 五愛 林泳伽 

 五誠 黃一心   

銅獎 二愛 梁焯麟 二誠 黃奕熙 三信 林啟恆 

 四智 夏樂熹 六望 曾子揚  

 

芳華兒童及青少年朗誦大賽 2021 

亞軍 一智 陳梓睿 一智 鄧樂晴 一誠 許心悦 

 三愛 羅心湉     四望 林子楺 四誠 馮泳信 

 六智 劉肇洋       

 

 

 

 

 

 

 

 



B. 音樂類別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木管樂(長笛)獨奏 銅獎 五誠 蔡卓穎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香港區初賽 

小號獨奏(三級組) 亞軍 三信 唐灝信  

 

音樂智能之第三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小號獨奏(小三至小四組)  冠軍 三信 唐灝信  

 

意大利國際青年兒童音樂大獎賽 2021 

小號獨奏(小學中級組)  金獎 三信 唐灝信  

 

 

2021 環球傑出青年音樂家比賽 

學屆長笛小學組 季軍 五誠 蔡卓穎  

 

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二級 季軍 二信 黃苡淳 三愛 羅心湉 

  五誠 勞禛樂  

 

七級 銀獎 六愛 黃天恩  

五級 銀獎 六愛 方澤熙  

三級 銀獎 五愛 馬穎訢  

二級 銀獎 二信 鍾卓楠 二愛 龔栢浠 

  二愛 寗爵 三信 羅欣彤 

  五愛 董浩佳  

一級 銀獎 二愛 羅正昊  

    

四級 銅獎 一智 陳梓睿  

二級 銅獎 四誠 陳俊熹 六愛 陳芷蕎 

一級 銅獎 一愛 劉玥辰 一愛 王韻茵 

  二智 黃天諾 三愛 唐巧怡 

  四誠 李伊藍 五誠 黃一心 

 

小號、長笛、高音直笛、中級箏 

銀獎 五愛 劉而濼 五誠 蔡卓穎 五誠 勞禛樂 

銅獎 三信 唐灝信 五愛 劉而濼 六愛 黃天恩 

 

 



C. 藝術類別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二等獎 四信 黃日晴 六望 張頌恩  

 

向老師致敬 小一至小三親子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優異獎 三愛 黎睿敏 三愛 林依澄 三愛 羅心湉 

 三愛 馬芊媃 三愛 繆梓嵐 三愛 邱煜耀 

 三愛 張世麟 三誠 何珮瑩 三誠 何華禮 

 三誠 曾慧兒   

 

向老師致敬 小四至小六年級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2020 

優異獎 六信 陳芷穎 六信 陳芷欣 六信 葉凱晴 

 六望 張頌恩 六愛 黃天恩 六智 譚晞瑤 

 六智 黃一庭 六誠 陳子朗 六誠 張凱荍 

 六誠 胡青瑜 六誠 鄭開心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0 全港視藝大賽(第四季) 

銀獎 六望 張頌恩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 

獲選 六望 張頌恩 六愛 黃天恩  

 

海底夢幻王國繪畫比賽  

亞軍  四信  林芷瑩    

季軍  四信  黃日晴    

殿軍  四誠  陳俊熹 四誠  胡曉盈   

優異  四誠  莊熙閔    

 

2021 全港小學繪畫創作比賽  

冠軍  六智  譚晞瑤    

亞軍  二愛  龔栢浠    

季軍  三誠  何珮瑩  四信  黃日晴   

金獎  三誠  林浩信  四信  梁皓泰  四愛  馮祖兒  

 四智  鍾樂瑤  四誠  何柏橋  六信  趙穎澄  

 六信  馮進  六信  黃暉皓  六望  劉希雯  

 六誠  區煒琳      

銀獎  三誠  高悠  三誠  曾慧兒  三誠  姚皓程  

 四誠  陳俊熹 四誠  莊熙閔  四誠  胡曉盈  

銅獎 三誠  李秋瑩  六信  陳芷穎 六信  巫考禮 

 

 

 



香港美術大賽 2021 

銀獎  四信  黃日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