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官立小學 

校外得奬紀錄(2010-2011) 
日期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姓名 

7/10/2010 
馬頭涌(紅磡灣)官立小學友校

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米接力賽 

(冠軍) 

吳君強 (6A) 

黃展球 (6B) 

梁焯榮 (6D) 

歐陽定邦 (6D) 

14/10/2010 
塘尾道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米接力賽 

(季軍) 

黃展球 (6B) 

梁焯榮 (6D) 

歐陽定邦 (6D) 

區鴻輝 (6F) 

女子 4X100 米接力賽 

(季軍) 

陳詩寧 (5B) 

黃雯恩 (5B) 

蔡琪琪 (6D) 

羅  青 (6E) 

10 月 

社會褔利署深水埗區福利辦事

處「幸褔由『深』出發」運動

籌備委員會「堅毅自強‧開放

心靈」深水埗區幼稚園/幼兒中

心/小學生圖畫設計及 

創作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深水埗官立小學 

11 月 

香港老爺車會、大昌行集團有

限公司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合辦 

「燃亮號」四川流動教室填色

比賽 

亞軍 1C 謝雅雯 

9/11/2010 
荃灣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米接力賽 

(亞軍) 

吳君強 (6A) 

黃展球 (6B) 

梁焯榮 (6D) 

潘嘉源 (4C) 

13/11/201 
2010-2011 年度 

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四級 初級組)球操 

第六名 
劉富怡 (4A) 

15/11/2010- 

15/12/2010 

第 6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科) 

良好獎 

施嘉雯(3D)、關曉嵐(3D) 

梁贍文(5E)、許煒彤(6B) 

朱庭欣(6B) 

優良獎 

趙嘉喜(3A)、唐曉晴(4A) 

何高僑(4A)、余清瑜(5A) 

范君夏(5B)、麥思敏(5C) 

彭家琪(5E)、蔡子健(6A) 

陳峻民(6B)、黃鴻鋒(6B) 

鍾家暉(6B)、何寶怡(6B) 

洪曉雯(6B)、余冰儀(6B) 

季軍 甄巧儀(5A) 



 

日期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姓名 

15/11/2010- 

15/12/2010 

第 6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科) 

良好獎 

譚君怡(3A)、梅浚賢(3B) 

林瀚軒(4B)、方朗軒(4D) 

馬幗騁(5A)、李美玲(5A) 

郭澤喬(5D)、關詩韻(6A) 

莊君嫻(6A)、潘佳利(6A) 

優良獎 

鄧佩佩(2A)、曾浩銘(3A) 

關學霖(3A)、王耀霆(3C) 

陳尚安(3D)、許燕琳(4A) 

何高婕(4B)、施淨堯(5A) 

湯皜妍(5A)、李慧霖(5B) 

區仟玲(5D)、麥咏恩(6A) 

李祖盈(6A)、樊依婷(6A) 

伍泳儀(6A)、郭顯通(6A) 

陳嘉浩(6A)、余冰儀(6B) 

施嘉琪(6B) 

亞軍 陳鵬煌(6A) 

第 6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科) 

良好獎 何庭恩(3A)、余鍵恒(3D) 

優良獎 

曾宇軒(1B)、陳芷欣(1B) 

鍾宛螢(1B)、伍靜嫻(2A) 

王美玲(2A)、黃煒璇(2B) 

馬小靈(2B)、黎聰(3B) 

古靜頤(3B)、李潔婷(3B) 

符彩茵(3D)、陳政東(4A) 

陳宇軒(4C)、程瑩瑩(6B) 

普通話集誦隊 

季軍 陳家琪 2C 

21/11/2010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 

比賽 2010 
男子丙組跳遠亞軍 黃展球 (6B) 

22/11/2010 
九龍工業學校舉辦的「幸褔人

生百萬富翁問答競逐賽」 
亞軍 

陳袓怡 (6A)、郭顯通 (6A) 

朱沛泉 (6A) 

12 月 

香港傷健協會九龍西傷健中心

舉辦「我愛社區無障礙─深水

埗」填色及繪畫創作比賽 

共融貢獻大獎 深水埗官立小學 

優異獎 5C2 周映彤、4A汪子龍 

16/12/2010 

2010-2011 年度 

九龍西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 

(冠軍) 
羅  青 (6E) 

男子特別組 100米 

(亞軍) 
梁焯榮 (6D) 

女子乙組推鉛球(季軍) 湯皓妍 (5A) 

男子甲組推鉛球(季軍) 吳健明 (6H) 

男子甲組跳遠(季軍) 王錦柱 (6F) 

男子甲組推鉛球(殿軍) 李冠豪 (6B) 



 

日期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姓名 

16/12/2010 
香港交通安全隊西九龍總區 

2010-2011年度優秀隊員選舉 
優異獎 梁嘉雯 (6F) 

27/2/2011 

香港交通安全隊 

西九龍總區周年檢閱禮 

2010-2011步操比賽 

小學組季軍 交通安全隊 

10/3/2011 
福榮街官立小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米接力賽 

(亞軍) 

吳君強 (6A) 

黃展球 (6B) 

梁焯榮 (6D) 

歐陽定邦 (6D) 

12/3/2011 公益金慈善遠足活動 銅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 

12/3/2011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 銅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 

20/3/2011 
香港交通安全隊 2010-2011年

度總監特別嘉許獎狀 
總監特別嘉許獎狀 

陳嘉浩 (6A) 

梁嘉雯 (6F) 

20/3/2011 
香港交通安全隊 

周年大會操步操比賽 
小學組殿軍 交通安全隊 

3月 第 6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良好獎 

二級鋼琴獨奏﹕劉嘉興(2B) 
 

聲樂獨唱﹕何庭恩(3A)、 

陳宇軒(4C)、趙童心(4D) 
 

高音木笛獨奏﹕ 

馬幗騁(5A)、伍嘉敏(5A) 
 

木笛二重奏﹕ 

陳峻岷(6B)、鍾家暉(6B) 
 

二胡獨奏﹕ 

蔡富達(5D)、蔣進(5A) 
 

笛子獨奏﹕吳寧康(6B) 
 

柳琴獨奏﹕徐嘉欣(6D) 
 

小學合唱隊﹕合唱團 

優良獎 

聲樂獨唱﹕方子棟(3B) 
 

二級鋼琴獨奏﹕陳穎峰(4B) 
 

笛子獨奏﹕ 

許恩熙(6A)、李祖盈(6A) 

季軍 一級鋼琴獨奏﹕孔翠兒(6E) 

亞軍 
美樂笛合奏﹕口風琴隊 

古箏獨奏﹕關詩韻(6A) 

 



 

日期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學生姓名 

4月 珍愛生命漫畫填色比賽 亞軍 1C 謝雅雯 

5月 「愛深共建新校園」繪畫比賽 個人組(優異) 1C 謝雅雯 

家庭組(季軍) 4A汪子龍 

童心創藝復活蛋設計比賽 優異獎 4A 林少敏 

亞軍 4A 劉穎諭 

傑出學校獎 深水埗官立小學 

7/5/2011 
深水埗區少年警訊主辦之禁毒

滅罪繪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亞軍 

關詩韻(6A) 

余冰儀(6B) 

黃健愉(6E) 

7/5/2011 
香港升旗隊總會升旗隊旗手護

旗比賽 
小學組冠軍 

麥咏恩(6A) 

蔡煒霖(6A) 

謝梓鵬(6B) 

9/5/2011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優異獎 

李汶輝(6A) 

何建航(6D) 

蔡曉智(6D) 

梁慶安(5E) 

16/5/2011 
「傷健共融，各展所長」青少

年計劃攝影比賽 

小學組冠軍 李凱琦(6B) 

小學組亞軍 凌菲(6B) 

小學組優異獎 黃鴻鋒(6B) 

21/5/2011 
第三十六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1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計算競賽二等獎 陳鵬煌(6A) 

5 月 

2011 年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

賽《港澳盃》 
個人賽金獎 

2A 鄧佩佩 

5A李啟鋒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初賽(香港賽區) 

一等獎 2C 容梓瑜 

二等獎 

3A 尹廣輝 

3A 孔翠雯 

4A 陳政東 

4A 劉富怡 

5A 周永豪 

三等獎 

2A 鄧佩佩 

2B 司徒穎琳 

3A 韋羽珊 

4A 唐曉晴 

5B 鍾志恒 

5A 李啟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