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舞蹈

   A) 中國舞

2 舞蹈(二) 男女初 《花兒下的男孩們》

a) 第42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少年組東方舞 金獎  

日期 地區 班別

9-11-2019 元朗區 二博  林愷殷  

二愛 白伊諾 馮子琋 吳海藍

二行 孫知博  

二仁 張予昕  

二德 鄧苗芊  

三博 陳映希 鄭芷驊

張希瑜 蔡杏兒 潘狄 黎鎧嬈
鄧靖

三行 鄧苗菲

三仁 李芷潁 李潁莤 黃瑋程
三德 吳綽軒 韋羡晴 黃靖瑤 黃姝婷

  B) 拉丁舞

1 中國社會藝術大會-標準舞、拉丁舞蹈藝術展演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4-4-2019

2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第廿七屆會長盃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8-7-2019

 

3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廿七屆IDTA盃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5-8-2019 三德 賴柏澄

4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元朗區青年節2019青少年拉丁舞蹈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7-7-2019

學生姓名

三愛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9-2020年度校外活動成績  (至15-11-2019止)

項目 獲獎名次
                    倫巴 亞軍

三德 吳綽軒
                    喳喳、牛仔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Rumba 冠軍

六行 莫心蕎
             Jive 冠軍
             Solo CRS 季軍
             Cha Cha Cha 季軍
             Rumba 季軍

三德 賴柏澄
             Cha Cha Cha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Cha Cha Cha   單人CRJ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拉丁舞       Cha Cha Cha ,CJ,Samba 冠軍3個

五博 蔡頌昕



 

三行 賴若蘅

5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8-7-2019

  (二)體育

   A) 跳繩

1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2019 優異獎、最突出造型獎

 

日期

四博 張梓軒

四仁

區健陽

李天楠  楊卓賢

六愛 鄭臻宜

六行 張嵐晴

六德 關曉明 李思睿

六愛(1819) 余海廸  

六行(1819) 林卓峰 王培道

六仁(1819) 羅倚晴 蕭叡

六德(1819) 黃凱諾  

2 香港摩打腳跳繩錦標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7歲女子組(分區組)   交叉開跳速度跳

                    二重速度跳

                    個人總成績

 9歲女子組(分區組)   交叉開跳速度跳

                     單車步速度跳

                    個人總成績

 10歲男子組(分區組)  單車步速度跳

                    後繩雙腳跳速度跳

                     二重速度跳

                     後繩雙腳跳速度跳

                    二重速度跳

                     交叉開跳速度跳

3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易芯言
獨舞              查查 倫巴 冠軍

三德
雙人              C&R  查查  亞軍

冠軍

冠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五博 蔡頌昕             Rumba,  Jive 亞軍2個
             Solo CRJ, Solo Samba,CS 季軍3個
兒童及青少年      倫巴 冠軍
獨舞              查查 季軍
獨舞              倫巴 季軍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27th President Cup l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項目 獲獎名次
拉丁舞        Cha Cha Cha ,CJ,Jive,CS 亞軍4個

五博 蔡頌昕
              Rumba,Samba 季軍2個

項目 班別 / 學生姓名

13-7-2019 小學組

 潘姵呈(後備)

五愛
 鄭景聰(後備)

 文昶斌(後備)

項目 獲獎名次

冠軍
二愛 張頴童

季軍

冠軍

四德 佘曉嵐亞軍

五愛 李天楠

季軍

五愛 楊卓賢

殿軍

亞軍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0-2019 11歲或以下男子組    交互繩四人速度跳接力 

                    單人繩速度跳接力 

                    交互繩三人速度跳

                    團體二人單人繩

11歲或以下男子組    團體三人交互繩

                    團體二人單人繩

                    交互繩三人速度跳

                    單人繩速度跳接力 

                    交互繩四人速度跳接力

                    單人繩二重跳接力 

                    團體總成績

 

   B) 游泳

1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31-8-2019 男子青少年G組      50米蛙泳

                  100米蛙泳

 男子青少年J組      50米背泳 四仁 羅梓橋

女子H組     100米背泳 六行  游雪穎

 

2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30-8-2019 男子E-J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四仁 羅梓橋

 女子N組     100米背泳  六行 游雪穎

3 香港游泳協會主辦-國慶盃游泳錦標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5-6-2019 女子10歲組  50米背泳     六行  游雪穎

4 南區分齡游泳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8-9-2019 女子H組     50米背泳 六行  游雪穎

5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港青水運會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5-8-2019 女子25 米胸泳 四愛 甄穎

6 泳濤30周年-全港小飛魚挑戰鼓勵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9-2019 25米           自游泳

25米             浮板

25米             背泳

一行冠軍

冠軍

項目

胡昊鋌

冠軍

獲獎名次

殿軍

亞軍

獲獎名次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項目 獲獎名次

獲獎名次項目

冠軍
三愛 何思朗

亞軍

季軍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獲獎名次

冠軍

冠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四博 張梓軒

五愛 李天楠

季軍

項目

季軍



C) 足球

1 屯門區回歸盃足球賽2019 

日期 項目 獲獎名次

1-7-2019 六愛 梁銘言   

六仁 賴凱文 梁諾謙 王梓聰

六德 李韋良 何東朗

六行(1819) 關皓晴

六德(1819) 鍾家豪 李偉誠 劉俊豪

2 藍天足球會主辦藍天暑期挑戰盃 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8-2019 U8組 二德 朱梓禮

3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2019 

日期 項目 獲獎名次

1-10-2019 四博 周正謙 四仁  潘宇軒 

四德 魏彥泓 五行   黃翎哲

五仁 利頌晞 徐子朗

六愛 梁銘言   

六仁 賴凱文 梁諾謙 王梓聰

六德 李韋良 何東朗

 D) 跆拳道

1 樂華跆拳道會主辦跆拳道搏擊比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8-7-2018 六仁 王梓聰

2 第十三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8-7-2019 六仁 王梓聰

E) 空手道

1 2019仁愛堂空手道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7-2019 五仁 譚焯琳

  五仁 曾憲新

F) 柔道

1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搏擊組

高小組 冠軍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冠軍

獲獎名次

季軍

 8-9歲女童         初量級 亞軍

獲獎名次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班別 / 學生姓名

項目

班別 / 學生姓名

高小組

獲獎名次

 10-11歲男童       繩量級 

搏擊組 冠軍

項目



 6-2019 四德 温海

G) 網球

1 第七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9-2019 男子甲組單打  六仁 張毅愷

六博 崔逸而

六博 鍾肇禧

六仁 張毅愷

六仁 戴頌庭

  (三)中文

1 風穎教育-二零一九年第二屆中文寫作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7-5-2019 六博 范中悅

2 順德聯誼總會-青少年暑期活動毛筆書法比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7-2019 四愛 李正睿

3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小嘴巴講故事全港兒童故事大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9-10-2019 三仁 廖天禮

  (四)英文

1

日期 項目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2019 (MOVERS) 15盾 三博 張予晴

 7-2019 (MOVERS) 15盾 三德 方琛柔

 6-2019 (KET) Pass with Merit 六博 范中悅

2

日期 項目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22-6-2019 TOEFL JUNIOR Gold 四愛 李正睿

3 HKYPAF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7-10-2019 三仁 廖天禮

  (五)數學

項目 獲獎名次

P3-4粵語 講故事 冠軍、最佳服飾獎

項目 獲獎名次

詩詞獨誦 (男子P.3組)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小學初小組 冠軍

亞軍

 8-9歲組           柔道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高小組

亞軍男子甲組團體

2019-2020小學劍橋英語考試

季軍

項目 獲獎名次

2019 TOEFL JUNIOR 英文考試



1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四愛 張聞軒

六行 張嵐晴

2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四德 温海

3 2019世界數學遊戲公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四德 温海

4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六)普通話

1 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4-7-2019 四行 郭靖潼

2 香港盃藝術大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8-8-2019 四行 郭靖潼

3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6-7-2019 五博 梁寶晞

  (七)音樂

1 The 2nd Hong Kong Pacific Piano Open Competition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六仁 郭逸朗

2 韓國亞洲音樂藝術家大賽(斧山)2019(香港區)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項目 獲獎名次

散文獨誦-中級組 金獎

項目 獲獎名次

選拔賽- K4 Open Class (Intermediate Class)

項目 獲獎名次

普通話朗誦 金獎

普通話朗誦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Class 19-- First Class Honours 2nd Prize 

項目

季軍

獲獎名次

First Class Honours

項目 獲獎名次

中級組 季軍

高級組

項目 獲獎名次

三年級 優異獎

項目 獲獎名次

三年級 優異獎

項目 獲獎名次

六仁

小四數學組 卓越獎
四德 温海

小四奧數組 傑出獎

郭逸朗



3 第六屆澳門亞太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六仁 郭逸朗

 

4 2019亞洲音樂家大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六仁 郭逸朗

5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四博 張予晴

  (八)視藝

1 2019復活兔創作大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四德 温海

2 國際家庭日-全港青少兒繪畫及攝影比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5-5-2019 三德 方琛柔

3 2019全港兒童繪畫比賽(復活節兒童繪晝比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0-5-2019 三德 方琛柔

4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6-7-2019 五愛 黃子涵 

 六博 方晴

 六愛 劉善珩

5 香港大溪地週2019- Drawing Competition-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3-6-2019 二仁 楊善因

六德  楊善遙 

6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繪畫比賽2019

項目

項目

Class: P-Ex8 Grade 8 銅獎

獲獎名次

兒童組 銀獎

獲獎名次

決賽- K4 Open Class (Intermediate Class)

考試八級組別 二等獎

項目 獲獎名次

小學P.1-P.3組

選拔賽- K4 Open Class (Intermediate Class)

Drawing CHAMPION

項目 獲獎名次

小學A組   

項目 獲獎名次

項目 獲獎名次

獲獎名次

初級組 優異獎

亞軍

項目 獲獎名次

繪畫及攝影 

銅獎

金獎

項目

Fifth Place 六仁 郭逸朗

Distinction Award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4-2019 六德 林心祈

六德 林心悅

7 全港幼童繪畫挑戰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4-2019 六德 林心祈

六德 林心悅

8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暨2019華夏兒藝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展

日期 項目 獲獎名次

 30-7-2019 少年組 貳等獎 三德 何子潁

9 樂恩慈善繪畫大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8-9-2019 三仁 黃芷晴

  (九)書畫

1 2019孔教學院-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14-9-2019 四愛 李正睿

2 順德聯誼總會-青少年暑期活動毛筆書法比賽2019

 日期 班別 學生姓名

  2019 四愛 李正睿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小學初級組 冠軍

項目 獲獎名次

毛筆初小組

項目 獲獎名次

金獎

銀獎
P5-6組

項目 獲獎名次

金獎

銅獎

項目 獲獎名次

初小組 銀獎

班別/學生姓名

牛奶之回憶2008-07年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