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21-22年度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項目 獎項

葉芍蕎 1B Global Children and Youth Competitions 榮譽獎

葉蕙蕎 2B Global Children and Youth Competitions 優異獎

葉芍蕎 1B 2021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銅獎

葉蕙蕎 2B 2021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銅獎

葉芍蕎 1B 國際網絡數學精英挑戰賽 銀獎

葉蕙蕎 2B 國際網絡數學精英挑戰賽(P.3) 金獎

葉蕙蕎 2B 國際網絡數學精英挑戰賽(P.2) 銀獎

周慧欣 5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良好

李佳遙 6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良好

杜炫文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良好

梁澤濱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良好

沙哈辛 5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良好

葉蕙蕎 2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季軍

李嘉欣 2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葉芍蕎 1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季軍

錢貝儀 2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林妙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鄭昉怡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蘇雅倩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王文詩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葉晴晴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陳祉攸 4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朱卓嵐 5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梁雨詩 6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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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智禎 6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張靜嵐 6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劉芷韻 6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麥力新 2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吳鎬然 2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唐裕琛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鄭梓言 3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張凱熙 3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陳初二 4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劉昊陽 6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歐峻言 6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歐峻言 6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語獨誦 優良

陸嘉晞 5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良好

劉樂妍 2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良好

谷世謙 5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良好

黃海婷 5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良好

張靜嵐 6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良好

劉鎧樂 5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陳思穎 5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林妙 3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邱泳雯 6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董瑜婷 5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陳定欽 5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歐峻言 6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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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永澤 2B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黃雅曼 3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李嘉欣 2C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優良

葉蕙蕎 2B 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大獎賽2022 金獎

葉芍蕎 1B XmasSTAR聖誔之星朗誦比賽 優異獎

葉蕙蕎 2B XmasSTAR聖誔之星朗誦比賽 優異獎

葉蕙蕎 2B  "The Best Student and The Best Student Student Projec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Europe Grand Prix

葉蕙蕎 2B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Best Student" (Norway) Grand Prix

李俊傑 5B 第八屆全港小港數學挑戰賽決賽 優異獎

劉鎧樂 5A 第八屆全港小港數學挑戰賽決賽 銅獎

葉芍蕎 1B 吉星照耀朗誦大賽 金獎

葉蕙蕎 2B 吉星照耀朗誦大賽 金獎

葉芍蕎 1B 最強虎年賀歲朗誦挑戰賽 銅獎

葉蕙蕎 2B 最強虎年賀歲朗誦挑戰賽 銀獎

葉芍蕎 1B EAIMO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 Open Gold Medal

葉芍蕎 1B 香港兒童朗誦精英賽2021 優良獎

李佳遙 6B 第二屆全港小學「我是KOL!」比賽 參與獎

葉蕙蕎 2B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LY DOLPHIN" Grand Prix

葉芍蕎 1B 春天花兒盛開水彩畫繪畫比賽2022 榮譽獎

葉蕙蕎 2B 春天花兒盛開水彩畫繪畫比賽2022 榮譽獎

葉芍蕎 1B VOS English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Olympiad Bronze Medal

葉蕙蕎 2B VOS English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Olympiad Silver Medal

楊樂天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5級

陳思穎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7級

第 3 頁



獻主會溥仁小學

2021-22年度

學生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學生姓名 班別 比賽項目 獎項

陳定欽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4級

鄭子壕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4級

鄭子壕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珠算7級

曾楚喬 5A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5級

劉鎧樂 5A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珠算8級

劉鎧樂 5A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5級

黃傅越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6級

余烺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珠算8級

余烺 5C 國際珠心算能力鑑定證書 心算6級

葉蕙蕎 2B 香港學科比賽(數學)2021-2022 銀獎

李安喬 5B 細看童畫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金獎

李安喬 5B 童享快樂時刻繪畫大賽 銀獎

梁耀正 5B 第三屆亞洲青少年兒童繪畫大賽 銀獎

汪逸朗 5C 童享快樂時刻繪畫大賽 金獎

張靜嵐 6C 2021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優秀獎

葉芍蕎 1B 香港學科比賽(數學)2021-2022 銀獎

葉芍蕎 1B 第一屆八逹通卡套設計比賽 銀獎

葉蕙蕎 2B 第一屆八逹通卡套設計比賽 亞軍

葉芍蕎 1B The Hong Kong Language Cup (English Subject)2021-2022 Gold Medal

葉芍蕎 1B The Hong Kong Language Cup (Chinese Subject)2021-2022 Gold Medal

劉鎧樂 5A 2021香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銀獎

劉鎧樂 5A 2021香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季軍

葉芍蕎 1B 2022春日Blossom 繪畫比賽 優異獎

葉蕙蕎 2B 2022春日Blossom 繪畫比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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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蕙蕎 2B 2022菁藝盃音樂比賽(小學聲樂P.1-P.2組) 季軍

葉蕙蕎 2B 2022菁藝盃音樂比賽(小學聲樂P.1-P.2組) 金獎

葉蕙蕎 2B 2022菁藝盃音樂比賽(小學聲樂P.1-P.2組) 金獎

葉蕙蕎 2B 2022菁藝盃音樂比賽(小學聲樂P.1-P.2組) 銀獎

葉芍蕎 1B 2022菁藝盃音樂比賽(小學聲樂P.1-P.2組) 金獎

葉芍蕎 1B 2022菁藝盃音樂比賽(小學聲樂P.1-P.2組) 銀獎

葉蕙蕎 2B 2022香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冠軍

葉蕙蕎 2B 2022全港優秀學生選舉(藝術與音樂) 冠軍

葉芍蕎 1B 2022香港學界數學精英賽 冠軍

葉芍蕎 1B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金章

鄭子壕 5C 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

葉芍蕎 1B 聖母院堂區 主日學勤到獎

伊昊仁 1A 看漢教育「同一天空下」NCS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蘇雯 6A 看漢教育「同一天空下」NCS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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