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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亞軍初中組亞軍

33DD 陳嘉渝 陳嘉渝

初中組優異獎初中組優異獎

11DD 蘇文筠 蘇文筠

初中組優異獎初中組優異獎

11CC 許金龍 許金龍

2021-2022「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2021-2022「元朗區 
公民教育標語創作比賽」

中
文
科

33



優異獎優異獎

55CC 林秀紋 林秀紋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由我做起」 
海報設計比賽

香港文創薈抗疫英雄繪畫比賽

青少年組銀獎青少年組銀獎

44AA 劉城熙 4 劉城熙 4AA 朱偉桀 朱偉桀
44AA 陳詣佩 4 陳詣佩 4BB 杜京霖 杜京霖
44BB 陳寶怡 4 陳寶怡 4BB 多 哈 多 哈
44CC 羅樂穎 4 羅樂穎 4CC 吳泳誼 吳泳誼

青少年組金獎青少年組金獎

44CC 盧伊靜 盧伊靜

青少年組銅獎青少年組銅獎

44AA 鄧善賢 4 鄧善賢 4BB 秦琬鈞 秦琬鈞
金獎作品金獎作品

視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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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優異獎中學組優異獎

44AA 鄧善賢 鄧善賢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藍天綠地在香港 
花鳥蟲魚小伙伴設計比賽

面具設計比賽

金獎及金獎及

嘉許狀嘉許狀

66CC 鍾裕君 鍾裕君

教育局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入圍獎入圍獎

44AA 劉城熙 劉城熙

視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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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第一名

55CC 陳淑貞 陳淑貞

第二名第二名

55CC 蔡熹旻 蔡熹旻

第三名第三名

55CC 梁 梁寳寳兒兒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2022哈佛圖書獎

「星佑盃」中小學中文辯論友誼賽

優勝隊伍優勝隊伍

22DD 黎穎雪 2 黎穎雪 2DD 關皓雅 3 關皓雅 3DD 周嘉琳 5 周嘉琳 5CC 鄧可姿 鄧可姿

圖
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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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辯論總會 
第一屆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

「鄧宗偉主席盃」
中學辯論比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最佳辯論員

55CC 鄧可姿 鄧可姿

分組賽最佳辯手分組賽最佳辯手

22DD 葉蔚霖 葉蔚霖

第八屆縱橫盃 
國際華語辯論賽

亞軍亞軍

55CC 甘鎧霖 5 甘鎧霖 5CC 陳淑貞 陳淑貞
55CC 梁浩林 5 梁浩林 5CC 謝凱恩 謝凱恩
55CC 林秀紋 林秀紋

分組賽最佳辯手分組賽最佳辯手

55CC 陳淑貞 陳淑貞
55CC 梁浩林 梁浩林

辯
論

77



古箏古箏

中學高級組季軍中學高級組季軍

22DD 葉善雅 葉善雅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2021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銀獎聲樂獨唱中文歌曲銀獎

古箏獨奏中級組銀獎古箏獨奏中級組銀獎

鋼琴獨奏（六級）銀獎鋼琴獨奏（六級）銀獎

22DD 葉善雅 葉善雅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男童聲）季軍中文歌曲（男童聲）季軍

11DD 謝旻滔 謝旻滔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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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三人舞）優等獎現代舞（三人舞）優等獎

22BB 施俊杰 2 施俊杰 2DD 李柏銳 李柏銳  33AA 歐浚樂 歐浚樂

中國舞（獨舞）中國舞（獨舞）

優等獎優等獎

33DD 鄭嘉詠 鄭嘉詠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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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舞（獨舞）中國舞（獨舞）

甲等獎甲等獎

55CC 梁 梁寳寳兒兒

中國舞（獨舞）中國舞（獨舞）

甲等獎甲等獎

22DD 張煦瞳 張煦瞳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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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舞（三人舞）甲等獎中國舞（三人舞）甲等獎

22CC 左藹欣 2 左藹欣 2CC 劉嘉霖 2 劉嘉霖 2DD 張煦瞳 張煦瞳

中國舞（群舞）甲級獎中國舞（群舞）甲級獎

11BB 李樂兒 1 李樂兒 1CC 陳凱珵 1 陳凱珵 1DD 李宜達 1 李宜達 1DD 李嘉敏 李嘉敏
22BB 文愷晴 2 文愷晴 2BB 譚凱茵 2 譚凱茵 2CC 左藹欣 2 左藹欣 2CC 劉嘉霖 劉嘉霖
22CC 劉佩淇 2 劉佩淇 2DD 吳嘉怡 3 吳嘉怡 3CC 陳泳琪 3 陳泳琪 3CC 蘇文嵐 蘇文嵐
33CC 黃筱萱 3 黃筱萱 3DD 鄭嘉詠 5 鄭嘉詠 5CC 梁 梁寳寳兒 5兒 5CC 黃鈺茜 黃鈺茜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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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舞（群舞）甲級獎中國舞（群舞）甲級獎

11BB 李樂兒 1 李樂兒 1CC 陳凱珵 1 陳凱珵 1DD 李宜達 1 李宜達 1DD 李嘉敏 李嘉敏
22BB 譚凱茵 2 譚凱茵 2CC 左藹欣 2 左藹欣 2CC 劉嘉霖 2 劉嘉霖 2DD 張煦瞳 張煦瞳
22DD 吳嘉怡 3 吳嘉怡 3CC 陳泳琪 3 陳泳琪 3CC 蘇文嵐 3 蘇文嵐 3CC 黃筱萱 黃筱萱
33DD 鄭嘉詠 鄭嘉詠

街舞及爵士舞（群舞）甲級獎街舞及爵士舞（群舞）甲級獎

11BB 薛浚謙 1 薛浚謙 1BB 張梓然 2 張梓然 2BB 崔浩賢 2 崔浩賢 2BB 施俊杰 施俊杰
22DD 蘇弘健 2 蘇弘健 2DD 李柏銳 3 李柏銳 3AA 歐浚樂 3 歐浚樂 3AA 黃健棠 黃健棠
33BB 封伯健 3 封伯健 3DD 胡思楠 5 胡思楠 5BB 陳建成 陳建成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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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三人舞）銀獎現代舞（三人舞）銀獎

22CC 劉嘉霖 2 劉嘉霖 2DD 吳嘉怡 吳嘉怡
33DD 鄭嘉詠 鄭嘉詠

中國舞（獨舞）銀獎中國舞（獨舞）銀獎

55CC 梁 梁寳寳兒兒

第4屆鳳凰盃

現代舞（三人舞）金獎現代舞（三人舞）金獎

22BB 施俊杰 施俊杰
22DD 李柏銳 李柏銳
33AA 歐浚樂 歐浚樂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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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舞（三人舞）銀獎中國舞（三人舞）銀獎

22CC 左藹欣 2 左藹欣 2CC 劉嘉霖 2 劉嘉霖 2DD 張煦瞳 張煦瞳

中國舞（獨舞）銀獎中國舞（獨舞）銀獎

22DD 張煦瞳 張煦瞳

中國舞（獨舞）銀獎中國舞（獨舞）銀獎

22CC 左藹欣 左藹欣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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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處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2021 
（青少年組）

香港青年協會
「好義配」義工
年度嘉許

季軍季軍

22CC 姚子安 2 姚子安 2CC 陳嘉玲 2 陳嘉玲 2DD 翁鉦凱 2 翁鉦凱 2DD 盧穎蕎 盧穎蕎
44CC 植海琳 4 植海琳 4CC 盧伊靜 4 盧伊靜 4CC 陳沛滋 4 陳沛滋 4CC 鍾旻叡 鍾旻叡

團體金狀團體金狀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個
人
成
長
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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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青年聯會 
第十六屆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2021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21第六屆全港 
青少年進步獎

元朗區優秀學生元朗區優秀學生

33DD 鄭嘉詠 鄭嘉詠
44CC 林煒智 林煒智
66BB 徐鎮鴻 徐鎮鴻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6BB 徐鎮鴻 徐鎮鴻

南華早報及香港賽馬會 
第40屆年度學生選舉

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

66BB 徐鎮鴻 徐鎮鴻

個
人
成
長
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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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2022年大灣區
STEM卓越獎（香港區）

十佳學校十佳學校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高中組銅獎高中組銅獎

44CC 植海琳 4 植海琳 4CC 盧伊靜 4 盧伊靜 4CC 陳沛滋 陳沛滋

初中組(Team 1)優異獎初中組(Team 1)優異獎
22AA 高梓豪 高梓豪

初中組(Team 2)優異獎初中組(Team 2)優異獎
22DD 盧穎蕎 盧穎蕎

初中組(Team 3)優異獎初中組(Team 3)優異獎
22CC 譚梓朗 2 譚梓朗 2CC 張逸晞 2 張逸晞 2CC 蔡綽峯 2 蔡綽峯 2CC 黃錦濤 黃錦濤

科
技
及S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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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師學會 
InnoTech Competition 2021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第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金獎、最具創新獎、最佳設計獎金獎、最具創新獎、最佳設計獎

44CC 植海琳 4 植海琳 4CC 盧伊靜 4 盧伊靜 4CC 陳沛滋 陳沛滋

專項獎（職業安全健康局）、一等獎專項獎（職業安全健康局）、一等獎

44CC 植海琳 4 植海琳 4CC 陳沛滋 4 陳沛滋 4CC 鍾旻叡 鍾旻叡

科
技
及S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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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香港賽區（中學組）

香港小童群益會 
感創敢為2.0—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

銀獎銀獎

33DD 胡思朗 3 胡思朗 3DD 歐竣誠 4 歐竣誠 4CC 植海琳 4 植海琳 4CC 盧伊靜 盧伊靜
44CC 陳沛滋 陳沛滋

銅獎銅獎

22DD 楊俊僖 楊俊僖
22DD 秦銘澤 秦銘澤
22DD 盧穎蕎 盧穎蕎

科
技
及S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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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生科技大賽環保爬山車設計賽

亞軍亞軍

11DD 林雅詩 林雅詩

季軍季軍

22DD 姜力恒 姜力恒

優異優異

22DD 盧穎蕎 盧穎蕎

季軍季軍

11DD 蘇文筠 蘇文筠

優異優異

11DD 林梓俊 林梓俊

優異優異

55BB 蔡錦榮 蔡錦榮

科
技
及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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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優異

11DD 林梓俊 林梓俊

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 
STEM工作坊暨創科比賽

優異獎優異獎

33DD 胡思朗 胡思朗

優異獎優異獎

55CC 劉佳熹 劉佳熹

優異獎優異獎

55BB 陳建成 陳建成

優異獎優異獎

55BB 蔡錦榮 蔡錦榮

優異獎優異獎

33DD 歐竣誠 歐竣誠

科
技
及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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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乙 300米 全港第3名男乙 300米 全港第3名
全新界第2名全新界第2名
33DD 歐竣誠 歐竣誠

男乙 300米全港第6名男乙 300米全港第6名
全新界第4名全新界第4名

44CC 潘駿凱 潘駿凱

全港中學校際比賽 
中銀香港虛擬室內賽艇盃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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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元朗區學界田徑賽

男甲400米第二名男甲400米第二名
及800米第一名及800米第一名
44AA 冼家宇 冼家宇

女乙鉛球第三名女乙鉛球第三名

44CC 李靜宜 李靜宜

男甲100米第二名男甲100米第二名
及200米第三名及200米第三名

44AA 關俊杰 關俊杰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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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鄒志文校長 主編：余勇威老師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地址：新界元朗洪水橋洪順路11號
電話：2479 9885
網址：www.hodao.edu.hk
電郵：mail@hodao.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