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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老師 

30/11/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比賽) 

優良 

2A 周梓朗 (10) 

2A 李灝賢 (16) 

2A 梁洛澄 (17) 

2A 劉梓藝 (18) 

2A 王昊翔 (22) 

2A 葉芷熒 (27) 

2B 林保希 (9) 

2B 梁君珩 (13) 

2B 鄧樹軒 (19) 

2B 董顯童 (21) 

2B 鍾澤邦 (26) 

2C 陳爍伊 (2) 

2C 江皓軒 (8) 

2C 鄺梓榛 (9) 

2D 徐熙妤 (22) 

2D 王思博 (23) 

2E 鄧皓 (6) 

2E 傅盈欣 (7) 

2E 黃凱怡 (10) 

2E 賴文銳 (11) 

2E 林廷芝 (13) 

2E 繆宜君 (19) 

2E 葉智權 (26) 

3A 陳樂彤 (1) 

3A 張偉昊 (3) 

3A 黄皓軒 (5) 

3A 盧睿軒 (16) 

3A 楊諾萱 (27) 

3A 張恩騏 (29) 

3B 黎嘉儀 (8) 

3B 劉佳儀 (12) 

3B 李詠恩 (17) 

3B 伍晞藍 (18) 

3B 曾凱玲 (22) 

3B 黃祖謙 (23) 

3B 王好易 (24) 

3B 黃靖淳 (25) 

3C 李美希 (10) 

3C 胡以琳 (20) 

3C 鍾伊林 (23) 

3E 侯凱恩 (7) 

3E 林卓禧 (10) 

3E 文丞茵 (14) 

陳佩雯、 

吳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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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老師 

6/12/2019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擲壘球殿軍 

男子甲組推鉛球第八名 

男子甲組六十米跑第八名 

 

6D 吳臻 (23) 

6D 盧國彬 (11) 

6C 梁樂文 (11) 

 

關杏怡 

男子乙組一百米跑季軍 

男子乙組跳遠第六名 
 

5A 郭睿庭 (5) 

5A 賴寶怡 (11) 
 

男子特別組一百米跑第五名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第七名 
 

6D 石宇恒 (15) 

6C 陳俊豪 (6) 
 

女子甲組一百米跑亞軍 

女子甲組二百米跑第六名 
 

5A 梁雅靜 (18) 

6A 譚琳琳 (21) 
 

女子甲組四乘一百米接力第

八名 
 

5A 梁雅靜 (18) 

5A 李約美瑤 (16) 

5D 連穎怡 (20) 

6A 周曉玉 (2) 

6A 譚琳琳 (21) 

6D 伍漫玲 (21) 

 

女子乙組一百米跑第五名 

女子乙組擲壘球第六名 
 

5C 周凌薇 (24) 

4E 李約美玥 (15) 
 

女子丙組跳遠季軍  4A 曾婉雯 (30)  

女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3B 李詠恩 (17) 

3D 王貝嘉 (22) 

4A 李沛蕎 (11) 

4A 曾婉雯 (30) 

 

女子特别組推鉛球殿軍 

 
 6B 林雅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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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老師 

10/12/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 

(普通話集誦比賽) 

優良  

5A 李約美瑶 (16) 

5A 李雨橦 (17) 

5A 梁雅靜(18) 

5A 黃誠軒 (26) 

5A 張承漢 (28) 

5B 包穎謙 (1) 

5B 陳妍芯 (3) 

5B 胡馨儀 (10) 

5B 簡美雅 (12) 

5B 李天睿 (14) 

5B 鄧寶城 (23) 

5B 楊皓 (26) 

5B 尹安榮 (27) 

5C 張芷琪 (5) 

5C 梁遠宇 (18) 

5D 陳嘉琪 (1) 

5D 朱祉錡 (5) 

5D 鍾穎欣 (7) 

5D連穎怡 (20) 

5D 林幸晴 (22) 

5E 呂銘豪 (16) 

5E 陶子樂 (19) 

5E 許可祺 (23) 

5E 張巧容 (25) 

6A 周曉玉 (2) 

6A 陳柏安 (3) 

6A 關凱淇 (9) 

6A 譚琳琳 (21) 

6B 陳綽妍 (5) 

6B 朱天恩 (9) 

6B 鄺梓森 (11) 

6B 施迪凱 (18) 

6B 黃詩雲 (23) 

6B 余嘉慧 (29) 

6C 徐曉晴 (8)  

6C 張芯茹 (22) 

6D 陳小欣 (3) 

6D 任穎琳 (24) 

6E 葉秀嫻 (23)  

王榮桐、 

王麗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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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老師 

14/12/2019 
德貞女子中學 

小學籃球邀請賽 
亞軍 

 

 

5A 李約美瑶 (16) 

5B 陳妍芯 (3) 

5B 戴佳敏 (7) 

5C 周凌薇 (24) 

5D 林幸晴 (22) 

6A 周曉玉 (2) 

6A 譚琳琳 (21) 

6B 朱天恩 (9) 

6C 陳栢迦 (3) 

6C 鄒瑋玲 (5) 

6C 林惠敏 (12) 

6D 伍漫鈴 (21) 

6E甄佳渲 (20)  

鄭希通 

19/12/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比賽) 

優良  

2D 歐陽子彥 (1) 

2D 孫子晴 (20) 

2E 繆宜君 (19) 

3A 盧睿軒 (16) 

3D 李釗儀 (14) 

3D 王貝嘉 (22) 

4A 李家傑 (10) 

4A 黃芷儀 (25) 

6D 黃心兒 (19)   

林國良 

20/12/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比賽) 

亞軍  5A 李雨橦 (17)  許綠娜 

季軍  2C 陳爍伊 (2)  文施華 

優良 

 2C 陳爍伊 (2)  文施華 

 2D 歐陽子彥 (1)  文施華 

 3D 馬凱祈 (17)  王榮桐 

 4B 林頌平 (15)  陳佩珍 

 4C 簡菲雅 (14)  楊景輝 

 
5A 安夏漾 (20)  

李小麗 

 5A 容永盛 (21)  李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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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老師 

11-12/201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 

(英語獨誦比賽) 

季軍  3A 潘浩朗 (20)  許詠堯 

優良  

1E 孔玉珊 (8) 

2B 陳樂君 (2) 

2D 歐陽子彥 (1) 

3A 陳樂彤 (1) 

3A 孫莉嵐 (22) 

3B 韓欣彤 (6) 

3C 梁芷琳 (8) 

3D 馬凱祈 (17) 

4A 陳柏賢 (2) 

4A 黃浩樺 (24) 

4C 劉恩可 (17) 

5A 林逸聰 (12) 

5B 陳栢悠 (2) 

5B 趙奕琳 (5) 

5B 莫佳臻 (18) 

5B 葉寶星 (28) 

5C 黃玄來 (10) 

5D 李依靜 (19) 

5E 葉卓傑 (24) 

6A 鄭易羲 (6) 

6A 周鎧鋒 (8) 

6A 譚尚軒 (22) 

6B 楊媛媛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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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老師 

5/1/2020  

 

『華夏盃』全國數

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香港賽區) 

初賽比賽 

一等獎 5A 張承漢 (28) 黃慧珠 

二等獎 2A李灝賢 (16) 2A劉梓藝(18)  

2B梁君略 (14) 2B薛雯箐 (18) 

2B袁楷智 (25) 

3A勞銘浚 (11) 3A梁苡晴 (13) 

4A劉家熹 (7)  4A黃浩樺(24) 

5A郭睿庭 (5)  5A胡洪熙 (6)  

5A林凱軒 (19) 5A曾郁蕓 (23) 

6A陳柏安 (3)  6A劉雅雋 (13) 

6A吳子諾 (15) 

三等獎 

 

2A鄧婭萱 (20)  2A黃姵瑤 (23) 

2A葉芷熒 (27)  2B梁君珩 (13) 

2B吳熹 (16)    2B鍾澤邦 (26) 

2C余柏熹 (22)  2D齊曉東 (17) 

2E鄧皓 (6)     2E傅盈欣 (7) 

2E賴文銳 (11)  2E李璧妤 (14) 

2E李詩敏 (16)  2E莫卓熙 (20) 

3A陳中基 (2)   3A張偉昊 (3) 

3A黃皓軒 (5)   3A賴泳欣 (7) 

3A羅晞媛 (12)  3A李梽誠 (14) 

3A彭義誠 (19)  3A戚加寶 (21) 

3B洪佩敏 (7)   3B李家裕 (13) 

4A陳柏賢 (3)   4A鄭可澄 (4)  

4A楊寶燁 (26)  4A曾婉雯 (30) 

4B馮栢樂 (3)   4B關宇軒 (4) 

4B伍慧嵐 (22)  4B蘇永權 (24) 

5A陳國志 (2)   5A徐翰霖 (24)  

5A朱倍慶 (30)  5B羅滈鋒 (15) 

5B鍾志傑 (30)  5C黃玄來 (10) 

6A周曉玉 (2)   6A鄭易羲 (6) 

6A吳健星 (14)  6A彭雋婷 (17) 

6A施婧怡 (18)  6A孫文麒 (20) 

6B唐志坤 (22) 

18/1/2020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

蹈節 
乙等獎 

3B 黎夢菲 (15) 

3D 李釗儀 (9) 

4B 許雯淇 (8) 

4B 陸贈柔 (19) 

吳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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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李偵貞 (19) 

4D 鍾卓穎 (5) 

4D 李芷妍 (15) 

5A 江卓琰 (8) 

5B 趙詠芝 (4) 

5B 趙奕琳 (5) 

5B 伍穎詩 (25) 

5C 張芷琪 (5) 

5C 關心怡 (11) 

5C 梁遠宇 (18) 

5D 陳嘉琪 (1) 

5D 陳慧琦 (3) 

5D 李依靜 (19) 

5D 連穎怡 (20) 

5E 朱天兒 (5) 

5E 林熙妍 (10) 

18/1/2020 
第五屆小學數學精

英大賽 

個人總成績 

一等獎 
6A 陳柏安 (3) 

黃慧珠 

個人總成績 

二等獎 
6A 吳子諾 (15) 

個人總成績 

三等獎 

6A 周曉玉 (2) 

6A 陳耀銘 (4) 

6A劉嘉德 (12) 

12/2019 

「基本法推廣小先

鋒」文件袋填色設

計比賽 

亞軍 2D 馬綽希 (15) 李淑芬 

優異獎 
2B 李烙彤 (12) 

3D 王貝嘉 (22) 

18/1/2020 
「全港小學生繪畫

比賽」 
優異獎 6A 黃淳如 (24) 

李淑芬 

27/5/2020 
「郊遊樂滿 Fun」填

色比賽 
入圍作品 2A 楊銨沂(26) 

李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