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類
參賽

類別

團隊/

個人
班別 學號 姓名 參賽項目 賽果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21 董伊桐

香港兒童創意發展協會-"Universe in my

eyes"drawing competition 2020-21
silver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21 董伊桐

香港基督少年軍-「愛。家庭運動2020」-「愛、分

享」填色比賽
優異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21 董伊桐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家校攜手同心抗疫」口罩圖

案設計比賽
優異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21 董伊桐

KIDsCLUB新世界集團-第三屆全港幼小學生揮春創作

大賽
優異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22 黃澤維

一延藝術工作室-2021春季國際青年兒童藝術節-手工

藝創作及填色/繪畫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22 黃澤維

一延藝術工作室-2021春季國際青年兒童藝術節-(網

上最佳人氣獎)手工藝創作及填色/繪畫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33 黃天俊

香港演藝精英協會-救救地球-香港演藝精英盃2020藝

術創作大賽

Third Grade

Award

視覺

藝術
個人 1A 33 黃天俊

GAPSK 語文推廣委員會-第八屆填色及創作比賽

(小一至二)
冠軍

視覺

藝術
個人 1C 4 詹靖瑤

青年出走YOUTH TRAVEL-基本法與我-香港中小學生海

報設計比賽2020-2021
優異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C 22 彭浩哲 香港小童群益會-賀新春填色比賽(初小組) 冠軍

視覺

藝術
個人 1C 22 彭浩哲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填色

畫家大招募比賽(初小組)
亞軍



視覺

藝術
個人 1C 26 黃熙恩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自油想」全港全港兒童繪畫

創作比賽2020-幼童組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C 26 黃熙恩 WCACA-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西畫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1C 32 姚善珩

香港當代藝術繪畫暨陶瓷協會-校際第四屆角色設計

2020大賽(小學A組)
亞軍

視覺

藝術
個人 1C 32 姚善珩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匠心盃繪畫創作大賽-2014年組 優異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A 15 林心柔 Picasso Art Contest-ULTIMATE EXPRESSION 2021 Gold

視覺

藝術
個人 2A 15 林心柔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 第10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

賽2020-小童組(西畫)
銅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A 15 林心柔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藝術智能之香港紫荊盃繪

畫大賽(中秋慶團圓)-初小組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A 17 林瑋諾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 第10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

賽2020-小童組(西畫)
銅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A 33 姚焯然 Artmix-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幼兒組) 銅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B 3 張爾軒 WCACA-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西畫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B 6 周伊淳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童寵愛」全港全港兒童繪畫

創作比賽2020-兒童組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C 9 鄭卓瑤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自油想」全港全港兒童繪畫

創作比賽2020-兒童組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2D 7 陳以晴

Good morning class-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J8

西洋畫組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A 16 林暐澄 WCACA-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西畫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A 28 曾逸朗

星島雜誌集團-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2020-西

洋畫(第五組)
一等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A 28 曾逸朗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童寵愛」全港全港兒童繪畫

創作比賽2020-兒童組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A 28 曾逸朗 GNET GROUP LIMITED-錶面設計比賽2020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A 28 曾逸朗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第十二屆ICEHK2021「敢

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三等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A 28 曾逸朗 WCACA-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西畫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B 5 陳逸熹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2020-西洋畫(第五組) 二等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B 5 陳逸熹 WCACA-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西畫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B 15 林敬軒

GNET GROUP LIMITED-第九屆I Love Summer 兒童創

作大賽2020(環保袋設計)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B 15 林敬軒 WCACA-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小童組-西畫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B 15 林敬軒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第十二屆ICEHK2021「敢

夢敢想」國際繪畫比賽
一等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B 17 梁天諾 WCACA-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中童組-西畫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C 11 洪琬瑜

平等機會委員會-「共融 I 世代」兒童填色及繪畫比

賽
嘉許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3D 13 劉力睿 2020鳥巢杯全國青少年冰雪文化藝術創作活動 二等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4A 32 姚佩妍 Artmix-樂在畫中-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1(兒童組) 銅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4A 32 姚佩妍

Artmix-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2020

(兒童組)
銅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4B 30 尹崇熙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第十一屆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

節-新春繪畫比賽(兒童B組-中國畫)
季軍

視覺

藝術
個人 4B 27 蕭慧行

Kidstore 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美食停

不了全港繪畫比賽(初級組)
金星

視覺

藝術
個人 4C 7 陳延叡 GNET GROUP LIMITED-錶面設計比賽2020-中童組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4C 7 陳延叡

小紅熊藝術交流中心-「童寵愛」全港全港兒童繪畫

創作比賽2020-兒童組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4C 11 招嘉信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第十一屆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

節-新春繪畫比賽(兒童B組-中國畫)
冠軍

視覺

藝術
個人 4C 11 招嘉信

Artmix-展我繽紛-第九屆國際兒童及

青少年繪畫大賽2020(兒童組)
銅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4E 13 李季孺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2020-全港視

藝大賽(第四季)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5B 30 楊鎧謙

漁農自然護理署 -「保護香港海洋環境」四格漫畫創

作比賽2020-高小組
優異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5B 30 楊鎧謙

香港書刊版權授權協會-20/21年度全港校際尊重版權

創作比賽-網頁海報設計創作比賽(高小)
優異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6A 9 林瑋凝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 第10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

賽2020-小童組(西畫)
銅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6A 10 劉栢然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0(少年組)
金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6A 10 劉栢然

IYACC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Design your own

book
2nd runner-up

視覺

藝術
個人 6A 10 劉栢然 香港遊樂場協會-2021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 --

視覺

藝術
個人 6A 10 劉栢然 Artmix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晝大賽2020 銀獎

視覺

藝術
個人 6D 29 游茵婷

香港書刊版權授權協會-20/21年度全港校際尊重版權

創作比賽-網頁海報設計創作比賽(高小)
銅獎

音樂 個人 1A 16 李東臨
Children’s and Youth Strings Competition (P1-

2, Violin)
其他

音樂 個人 1A 1 陳巧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1A 4 張見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1A 16 李東臨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提琴獨奏 —一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1A 26 吳祉瞳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季軍

音樂 個人 1B 12 鍾柏毅
The 8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Youth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Piano Grade 1)
季軍

音樂 個人 1B 24 龍偲妍 Sha Tin Children’s Choir 優異

音樂 個人 1B 16 劉倩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1B 22 廖天睿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冠軍

音樂 個人 1B 12 鍾柏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亞軍

音樂 個人 1C 1 陳逸桐 第二十五屆日本PIARA 鋼琴大賽2021(二級組) 冠軍

音樂 個人 1C 1 陳逸桐 2021 菁藝盃音樂比賽 (鋼琴二級組) 冠軍

音樂 個人 1C 1 陳逸桐 VMEB Competition 2021 Spring Piano 冠軍

音樂 個人 1C 1 陳逸桐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亞軍

音樂 個人 1C 7 秦俊喬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1
銀獎

音樂 個人 1C 7 秦俊喬 ELMER Talent 2021 Student Piano Competition 優異

音樂 個人 1C 10 林以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1C 20 莫澄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1C 26 黃熙恩
HKCC The 1st Hong Kong Student Woodwind

Competition (Flute)
 銅獎

音樂 個人 1C 26 黃熙恩 2021 菁藝盃音樂比賽 (長笛) 亞軍

音樂 個人 1C 26 黃熙恩 IYACC The 11th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冠軍

音樂 個人 1C 26 黃熙恩
2021 Hong Kong Young Talent Music Competition

(Season 12)
優異

音樂 個人 1C 26 黃熙恩 上 文化國際青年音樂節 2021 其他

音樂 個人 1C 26 黃熙恩 2021 全港中西滙萃青少年音樂家大賽 冠軍

音樂 個人 1C 26 黃熙恩 第四屆音樂KOL 計劃  銅獎

音樂 個人 1D 17 梁皓程 KAWAI Asia Piano Competition 其他



音樂 個人 1D 17 梁皓程
Purcel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Young

Pianist (HK Division)
銀獎

音樂 個人 1D 17 梁皓程
The 2nd  ASCO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20 (Piano, Grade 6)
冠軍

音樂 個人 1D 17 梁皓程
2021 International Youth Talent Musician

Competition
亞軍

音樂 個人 2A 10 鍾卓熹
International Fringe Music Festival &

Competition 2020 (Piano, Grade 3)
其他

音樂 個人 2A 10 鍾卓熹
The 8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Youth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Piano, Grade 3)
季軍

音樂 個人 2A 10 鍾卓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A 25 丁皓林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B 2 鄭殷行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B 3 張爾軒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提琴獨奏 —一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C 5 陳從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2C 5 陳從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 7至8歲

 銅獎

音樂 個人 2C 7 陳喬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C 11 張愷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提琴獨奏 —一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C 11 張愷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C 22 劉心韻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2C 24 麥懿行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2D 20 李紫瑩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亞軍

音樂 個人 2D 25 唐圓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聲樂獨唱 - 中文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

10歲或以下

銀獎

音樂 個人 3A 1 陳靖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冠軍

音樂 個人 3A 16 林暐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3A 22 林睿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3B 3 陳樂庭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3B 18 梁惠嘉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3B 31 王懿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木琴獨奏 － 小學
銀獎



音樂 個人 3C 1 陳思懿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提琴獨奏 —四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3C 11 洪琬瑜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冠軍

音樂 個人 3C 23 呂柏澔 第七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銀獎

音樂 個人 3C 24 顏希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3C 25 蕭俊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3D 12 黎迪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3D 15 李皓霆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聲樂獨唱 - 中文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

10歲或以下

銀獎

音樂 個人 3D 22 呂思諾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銀獎

音樂 個人 3D 33 王頌昕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小號獨奏 － 小學 － 初級組
 銅獎

音樂 個人 4A 1 陳己申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A 8 張佑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A 15 勞以諾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長笛獨奏 － 小學 － 初級組
銀獎

音樂 個人 4A 33 余卓霏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4B 2 陳諾殷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銀獎

音樂 個人 4B 12 郭紫瑩
Hong Kong Intercultural Young Musicians

Competition
季軍

音樂 個人 4B 12 郭紫瑩
International Young Musicians  Music

Competition
季軍

音樂 個人 4B 23 吳子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C 2 陳展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4C 2 陳展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銅獎

音樂 個人 4C 4 陳心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C 7 陳延叡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C 24 劉家寶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C 29 徐子昇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C 33 嚴崇銘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號獨奏－小學－初級組
銀獎

音樂 個人 4D 7 劉天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D 26 丁灝霆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D 34 閆翕純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E 5 朱瑋賢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E 10 梁雋諾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E 13 李季孺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提琴獨奏—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E 18 薛諾天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七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E 19 施駿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4E 29 胡恩瑜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聲樂獨唱 童聲或女童聲-小學-10歲或以下
銀獎

音樂 個人 5B 15 羅琪淇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

10歲或以下

銀獎

音樂 個人 5B 32 袁信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雙簧管獨奏－小學－初級組
亞軍

音樂 個人 5B 32 袁信蕎
47th Little Performance of Orchestra and

Percussion Competition (Oboe, Grade 4)
冠軍

音樂 個人 5C 10 劉樂軒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5C 27 袁樂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號獨奏－小學－高級組
 銅獎

音樂 個人 5D 1 陳芊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小號獨奏－小學－初級組
 銅獎

音樂 個人 5D 3 張靜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小提琴獨奏—三級
銀獎

音樂 個人 5D 32 余懿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銅獎

音樂 個人 5D 33 袁信朗
46th Little Performance of Orchestra and

Percussion Competition (Clarinet, Grade 4)
冠軍

音樂 個人 6B 23 連凱琪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1)-

Descant Recorder Solo(Age 13 or under-Primary

School)

 銅獎

音樂 個人 6D 16 李雪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 揚琴獨奏 - 中級組
銀獎

舞蹈 個人 1D 27 黃芷儀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站(抗疫第

三擊)公開錦標賽  —

青少年組 Solo Cha Cha Cha

Third

舞蹈 個人 1D 27 黃芷儀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站(抗疫第

三擊)公開錦標賽  —

青少年組 Solo Cha Cha Cha

Second

舞蹈 個人 1D 27 黃芷儀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

標賽  —

青少年組 Solo Cha Cha Cha

Finalist



舞蹈 個人 1D 27 黃芷儀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

標賽  —

青少年組 Solo CJ

Second

舞蹈 個人 1D 27 黃芷儀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 全港十八區第四十一站公開錦

標賽  —

青少年組 Solo Jive

Finalist

舞蹈 個人 5B 13 劉詩樂
香港舞蹈總會 — 2021袋鼠盃舞蹈比賽 — 10-11

Modern Jazz Solo (Team B)
Silver

舞蹈 個人 5B 13 劉詩樂
Dance World Cup Asia- Mini Solo Jazz & Show

Dance
第二名

舞蹈 個人 5B 13 劉詩樂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 小學高年級組現代舞獨舞 甲級獎

舞蹈 個人 5B 13 劉詩樂 屯門文藝協進會 — 少年組現代舞獨舞 金獎

舞蹈 個人 5B 13 劉詩樂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 爵士舞少年高小組 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