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官立小學 

2016-2017年度 

校內比賽得獎紀錄 

 

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 

老師 

2016年 

11月 1日至

12月 2日 

十五周年校慶暨中國文化嘉年華- 

舊曲新詞創作比賽(親子初級組) 

冠軍獎狀 3C 許詩沇 (8)  

 

 

 

 

 

 

 

 

思、瑩 

亞軍獎狀 2C 黃愷民 (19) 

季軍獎狀 1B 葉曉穎 (23) 

優異獎狀 

3C 史群岳 (16) 

1A 梁誠峰 (13) 

1D 黃煒翀 (22) 

1D 鍾伊婷 (23) 

1D 黃厚仁 (20) 

 

 

 

十五周年校慶暨中國文化嘉年華- 

舊曲新詞創作比賽(親子高級組) 

冠軍獎狀 4A 楊樂晞 (25) 

亞軍獎狀 6A  何卓思 (5) 

季軍獎狀 6A 黃愷倫 (24) 

優異獎狀 

4A 譚恩婷 (21) 

4B 林靖瑤 (13) 

4C 周厚程 (5) 

4B 歐智健 (24) 

6A 林毅寶 (9) 

 

 

 

 

 

 

 

 

2016年 

11月 4日 

 

 

 

 

十五周年校慶暨中國文化嘉年華- 

邀請卡封面設計比賽(親子初級組) 

冠軍獎狀 3A 何穎蓁 (11)  

 

 

 

 

 

國、昊 

亞軍獎狀 3C 康向言 (7) 

季軍獎狀 3C 黃心兒 (21) 

優異獎狀 

2A 譚勇富 (19) 

2C 尹安榮 (22) 

2C 方卓宇 (9) 

3B 鄧芍瑩 (23) 

3C 陳賢修 (3) 

 

 

 

十五周年校慶暨中國文化嘉年華- 

邀請卡封面設計比賽(親子高級組) 

冠軍獎狀 4A 楊樂晞 (25) 

亞軍獎狀 5D 安鈺菁 (24) 

季軍獎狀 4D 黃寶兒 (20) 

優異獎狀 

4A 鄧靜 (22) 

4A 蕭海桓 (20) 

4A 祁詠琪 (9) 

4B 歐智健 (24) 

4C 周厚程 (5) 

 

 

 



 

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 

老師 

2016年 

11月 18日 

十五周年校慶盃- 

友校師生足球邀請賽 
亞軍獎狀+獎杯 

5C 洪永樂 (11)  

5C 楊萬銘 (24)  

5D 黎光輝 (13)  

5E 李梓搴 (7) 關 

6A 郭棋森 (8)  

6C 楊凱傑 (24)  

2016年 

11月 18日 

中文書法比賽(初級組) 

冠軍獎狀 2B 周凌薇 (24)  

 

 

 

 

淳 

亞軍獎狀 2A 胡藝斌 (6) 

季軍獎狀 1D 葉潤淇 (9) 

中文書法比賽(中級組) 

冠軍獎狀 4B 歐智健 (24) 

亞軍獎狀 4B 蒙文杰 (22) 

季軍獎狀 3A 吳子諾 (17) 

中文書法比賽(高級組) 

冠軍獎狀 6B 鄭穎詩 (5) 

亞軍獎狀 5B 吳思雅 (22) 

季軍獎狀 5B 吳栢倫 (26) 

2016年 

11月 18日 

英文書法比賽(初級組) 

冠軍獎狀 2B 周凌菲 (23)  

 

 

 

 

恆 

亞軍獎狀 2C 伍穎詩 (21) 

季軍獎狀 2D 趙詠芝 (3) 

英文書法比賽(中級組) 

冠軍獎狀 4B 李樂晴 (14) 

亞軍獎狀 4B 歐智健 (24) 

季軍獎狀 3C 吳悅彤 (22) 

英文書法比賽(高級組) 

冠軍獎狀 6A 盧巧兒 (15) 

亞軍獎狀 6B 鄭穎詩 (5) 

季軍獎狀 5D 何淑儀 (9) 

2016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21日 

聖誕課室佈置設計比賽(一年級) 冠軍獎狀  1A班   

 

 

國、昊 

聖誕課室佈置設計比賽(二年級) 冠軍獎狀  2C班  

聖誕課室佈置設計比賽(三年級) 冠軍獎狀  3B班  

聖誕課室佈置設計比賽(四年級) 冠軍獎狀 
 4A班  

 4D班  

聖誕課室佈置設計比賽(五年級) 冠軍獎狀  5C班  

聖誕課室佈置設計比賽(六年級) 冠軍獎狀  6B班  

 

 

 

 

 

 



 

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 

老師 

2016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21日 

聖誕飾物設計比賽(一年級) 

冠軍獎狀 1C 李沛蕎 (11)  

亞軍獎狀 1A 李家傑 (12)  

季軍獎狀 1A 覃景成 (19)  

聖誕飾物設計比賽(二年級) 

冠軍獎狀 2B 周凌菲 (23)  

亞軍獎狀 2B 周凌薇 (24)  

季軍獎狀 2E 陳昶睿 (1)  

聖誕飾物設計比賽(三年級) 

冠軍獎狀 3C 康向言 (7)  

亞軍獎狀 3C 黃心兒 (21)  

季軍獎狀 3B 陳曉晴 (1) 國、昊 

聖誕飾物設計比賽(四年級) 

冠軍獎狀 4C 陳婉桐 (25)  

亞軍獎狀 4A 祁詠琪 (9)  

季軍獎狀 4D 林政逸 (11)  

聖誕飾物設計比賽(五年級) 

冠軍獎狀 5C 周駿傑 (10)  

 

 
亞軍獎狀 5B 李樂童 (18) 

季軍獎狀 5C 蔡曉瑩 (2) 

聖誕飾物設計比賽(六年級) 

冠軍獎狀 6A 石心悅 (19) 

亞軍獎狀 6B 戴嘉瑶 (18) 

季軍獎狀 6B 呂玉青 (13) 

2016年 

12月 12日至 

12月 16日 

上學期班際清潔比賽(初級組) 

冠軍獎狀  1A班   

 

 

 

 

思 

亞軍獎狀  2A班  

季軍獎狀  2C班  

上學期班際清潔比賽(中級組) 

冠軍獎狀  4A班  

亞軍獎狀  4E班  

季軍獎狀  3E班  

季軍獎狀  4C班  

上學期班際清潔比賽(高級組) 

冠軍獎狀  6B班  

亞軍獎狀  6C2班  

季軍獎狀  6A班  

2017年 

2月 10日 

十五周年校慶盃- 

友校師生籃球邀請賽 
冠軍獎狀 

5A 胡梓穎 (10)  

 

 

鄭 

6A 鄧沛樂 (4) 

6A 郭棋森 (8) 

6A 黃嘉輝 (25) 

6B 馬劍鋒 (14) 

6B 祁戴治 (16) 

6C 陳家欣 (2) 

 

 

 



 

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

老師 

2017年 

3月 13日至 

3月 16日 

跨科學習活動- 

「活得健康」 

標語設計比賽(初級組) 

冠軍獎狀 1A 梁誠鋒 (13)  

 

 

 

 

 

 

 

 

淳 

亞軍獎狀 1D 黃厚仁 (20) 

季軍獎狀 1D 蘇柏澄 (17) 

優異獎狀 

1A 陳柏賢 (1) 

1B 蔡嘉茵 (7) 

2D 陳逸朗 (2) 

跨科學習活動- 

「活得健康」 

標語設計比賽(高級組) 

冠軍獎狀 5A 鄧智洋 (23) 

亞軍獎狀 5B 黃厚仁 (20) 

季軍獎狀 4D 吳佩霖 (16) 

優異獎狀 

4A 馮美思 (6) 

5B 林偉濠 (20) 

5B 陶 然 (20) 

跨科學習活動- 

班際跳繩比賽(一年級) 

冠軍獎狀  1E班   

 

 

 

 

 

 

 

 

 

 

 

鄭 

亞軍獎狀  1D班  

季軍獎狀  1C班  

跨科學習活動- 

班際跳繩比賽(二年級) 

冠軍獎狀  2A班  

亞軍獎狀  2D班  

季軍獎狀  2C班  

跨科學習活動- 

班際跳繩比賽(三年級) 

冠軍獎狀  3B班  

亞軍獎狀  3A班  

季軍獎狀  3D班  

跨科學習活動- 

班際跳繩比賽(四年級) 

冠軍獎狀  4A班  

亞軍獎狀  4C班  

季軍獎狀  4E班  

跨科學習活動- 

班際跳繩比賽(五年級) 

冠軍獎狀  5D班  

亞軍獎狀  5C班  

季軍獎狀  5E班  

跨科學習活動- 

班際跳繩比賽(六年級) 

冠軍獎狀  6B班  

亞軍獎狀  6A班  

季軍獎狀  6C班  

 

 

 

 

 

 

 



 

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 

老師 

2017年 

3月 23日及 

3月 27日至 

4月 7日 

下學期班際清潔比賽(初級組) 

冠軍獎狀  2C班   

 

 

 

 

思 

亞軍獎狀  2A班  

季軍獎狀  2D班  

下學期班際清潔比賽(中級組) 

冠軍獎狀  4D班  

亞軍獎狀  4A班  

亞軍獎狀  4E班  

季軍獎狀  3C班  

下學期班際清潔比賽(高級組) 

冠軍獎狀  6A班  

亞軍獎狀  6C2班  

季軍獎狀  6B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