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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官立小學 

2020-2021年度 

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2020年 9月 第十二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証書 5C 鍾卓穎 (8) 

嘉許証書及$500 6B 趙奕琳 (5) 

2020年 10月 郊遊樂滿 FUN填色比賽 優異獎 3A 楊銨沂 (26) 

2021年 

１月 3日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21 

(香港賽區) 

初賽比賽 

 

WebSAMS: 華夏盃數學奧林

匹克初賽 

優異獎 

（合格證明） 

3A 袁楷智 (28) 

3A 梁君珩 (12) 

3A 薛雯菁 (19) 

3A 莫卓熙 (16) 

3A 齊曉東 (18) 

3A 鄧  皓 (4) 

3A 葉芷熒 (27) 

3B 李灝賢 (15) 

3B 梁君略 (18) 

4A 李梽誠 (12) 

4A 勞銘浚 (9) 

4A 梁苡晴 (11) 

4A 黃皓軒 (5) 

4A 凌  傲 (14) 

4A 賴泳欣 (7) 

4A 李家裕 (13) 

4E 陳柏霖 (3) 

5A 黃浩樺 (27) 

6A 胡洪熙 (6) 

6A 曾郁蕓 (23) 

6A 郭睿庭 (5) 

6C 黃玄來 (10) 

2021年 

１月 23日 

第六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WebSAMS: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個人總成績優異獎 

5A 劉梓舜（11） 

5A 施錦松（24） 

5B 伍慧嵐（22） 

5B 黎啟政（11） 

6A 陳昶睿（1） 

6A 郭睿庭 (5) 

6A 方卓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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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8日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獨誦比賽) 

優良 

1A 謝寶瑩 （22） 

1A 冼伊雪 （16） 

1B 陳泯皓 （2） 

1E 林昭瑋 （10） 

2A 鄭  道 （24） 

2A 許深橋 （5） 

2E 劉凱晴 （12） 

3B 李灝賢  (15) 

3D 鍾宛穎  (5) 

4A 潘浩朗  (21) 

4E 梁芷琳  (9) 

5A 劉恩可  (12) 

5A 黃浩樺  (27) 

5C 鍾卓穎 （8） 

6A 胡藝斌 （7） 

6B 王心怡 （24） 

6B 趙奕琳 （5） 

6B 陳栢悠 （2） 

6C 黃玄來  (10) 

6E 黃宇飛 （22） 

6E 葉卓傑 （24） 

良好 

4B 劉佳儀 （14） 

6B 葉寶星 （28） 

6C 張芷琪 （5） 

2021年 

2月 8日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比賽) 

優良 

1E 周芷宇 （4） 

2A 許諾妍 （22） 

3D 梁霖熙 （8） 

4A 賴泳欣 （7） 

5C 古梓琳 （9） 

良好 

1B 陳誌颺 （1） 

3B 陳睿霆 （3） 

3B 余柏熹  (27) 

3D 陳樂君  (2) 

4E 王貝嘉  (19) 

6B 何家銘  (9) 

6E 黃愷民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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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8日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比賽) 

優良 

1B 許曉泓 (25) 

1C 劉子森 (13) 

1C 潘盈善 (21) 

2D 譚朱鈞 (20) 

2E 呂雨橋 (16) 

3A 鄧婭萱 (21) 

3A 葉芷熒 (27) 

4C 馬凱祈 (11) 

4E 談樂兒 (15) 

5E 施紫柔 (20) 

6C 黃玄來 (10) 

6E 陳逸朗 (4) 

良好 

2B 樊泊言 (7) 

2E 王耀裕 (22) 

3A 薛雯菁 (19) 

3B 羅頌熙 (14) 

4B 劉曉彤 (13) 

6A 方卓宇 (4) 

6C 陳梓聰 (2) 

6C 梁嘉欣 (18) 

2021年 

2月 3日 

親善大使「媽咪 Light」、

「爹哋 Light」過新年揮春 

/ 華服設計比賽 

入圍獎 

2E 呂雨橋（16） 

3D 鍾宛穎 (5) 

5C 鍾卓穎 (8) 

2021年 

3月 8日 

「展藝˙識法」國家憲法及

《基本法》創意填色比賽 
季軍 1E 許穎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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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日 

「sharejoy分享快樂正能

量」四格插畫親子創作比賽 
入圍獎 

4A 江舜華 (6) 

4A 盧卓犖 (15) 

4A 彭寶利 (19) 

4A 潘浩朗 (21) 

4A 孫莉嵐 (23) 

4A 余杰明 (28) 

4B 龔梓軒 (4) 

4B 洪佩敏 (8) 

4B 李詠恩 (19) 

4E 王一彭 (17) 

5A 梁誠峰 (16) 

5A 安吉祥 (23) 

5A 黃浩樺 (27) 

5B 馮栢樂 (5) 

5B 林嘉誠 (17) 

5B 羅曉晴 (20) 

5B 曾海柔 (24) 

6A 江卓琰 (8) 

6A 林凱軒 (19) 

6A 安夏漾 (20) 

6A 曾郁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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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28日 
反斗消費 Go Go Goal 參與獎 5A 劉梓舜 (11) 

2021年 

5月 31日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個人項目 

第二名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5B 何穎燊 (7) 

第三名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1E 林昭瑋 (10) 

銀獎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5A朱芷晴 (4) 

銀獎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5C余泰霖 (23) 

銅獎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2E呂雨橋 (16) 

銅獎 

(小提琴獨奏 二級) 
3B李灝賢 (15) 

銅獎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3E郭鴻曦 (16) 

銅獎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4A孫莉嵐 (23) 

銅獎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4E王貝嘉 (19) 

               

2021年 

6月 29日 

網絡安全運動網上問答比賽 

（警務署舉辦） 
銀獎 5A 曾婉雯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