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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得獎學生 負責老師 

12/11/2019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初小組) 

亞軍(初小組) 

季軍(初小組) 

2D梁寶文 (11) 

2A 劉梓藝 (18) 

1A 羅雨捷 (16) 

林國良 

 

 

 

 

冠軍(中小組) 

亞軍(中小組) 

季軍(中小組) 

4A楊寶燁 (26) 

4B李文灝 (13) 

3D馬凱祈 (17) 

冠軍(高小組) 

亞軍(高小組) 

季軍(高小組) 

5A 郭睿庭 (5) 

5A 梁雅靜 (18)  

5E 梁梓茵 (13) 

12/11/2019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冠軍(初小組) 

亞軍(初小組) 

季軍(初小組) 

2A鄧婭萱 (20) 

2E 鄧皓 (6） 

1A劉凱晴 (11） 

陳佩雯 

 

冠軍(中小組) 

亞軍(中小組) 

季軍(中小組) 

4E李雅婷 (14) 

3B洪佩敏 (7） 

4A麥傲懿 (17） 

冠軍(高小組) 

亞軍(高小組) 

季軍(高小組) 

6A 周曉玉 (2) 

6E林雅婧 (6） 

5A周淩菲 (29） 

11/2019 
P.4 Mind-map 

Competition 

冠軍 

4A 陳柏賢 (3) 

4B 林嘉誠 (14) 

4C 張家豪 (9) 

4D 黃健坤 (24) 

4E 朱芷晴 (6) 

房正偉、

陳佩雯、

梁葆怡、

吳家欣 

亞軍 

4A 劉家熹 (7) 

4B 張偉東 (28) 

4C 羅凱思 (18) 

4D 邱茂麟 (21) 

4E 嚴少聰 (22) 

季軍 

4A 黃浩樺 (24) 

4B 郭洺灃 (10) 

4C 劉恩可 (17) 

4D 黃敏淇 (8) 

4E 蔣玥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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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9 
P.5 Mind-map 

Competition 
冠軍 

5A 周睿萱 (3) 

5A 譚智富 (22) 

5A 黃秋傑 (25) 

5A 楊瑩 (27) 

房正偉、 

陳佩雯、 

梁葆怡、 

吳家欣 

5B 羅滈鋒 (15) 

5B 潘孝倫 (19) 

5B 王心怡 (24) 

5B 袁心怡 (29) 

5C 郭妙琪 (7) 

5C 羅焯敏 (15) 

5C 周凌薇 (24) 

5D 藍澄希 (14) 

5D 李依靜 (19) 

5D 沈思琪 (24) 

5E 陳芷瑩 (3) 

5E 朱泳詩 (6) 

5E 孫雅婷 (17) 

11/2019 
運動會場刊設計

比賽 

冠軍 6A 周曉玉 (2) 王佩儀、

李淑芬 

亞軍 5B 朱晞蕾 (6) 

季軍 6C 陳栢迦 (3) 

優異獎 
5A 曾郁蕓 (23) 

6A 陳曉晴 (1) 

12/2019 
聖誕飾物設計比

賽 

冠軍 

1B 郭皓瑜 (8)  

2B 陳梓莹 (4) 

3E 盧彩宜 (13) 

4D 王子銘 (23) 

5E 林熙姸 (10) 

6A 黃淳如 (24) 

王佩儀、

李淑芬 

亞軍 

1D 趙子瑩 (4) 

2A 鄧亦珈 (21) 

3A 許美彤 (4) 

4A 安吉祥 (19) 

5B 蘇樂兒 (21) 

6B 楊媛媛 (28) 

季軍 

1C 蘇雅煊 (20) 

2A 劉梓藝 (18) 

3C 李詩桐 (11) 

4B 孔愷楠 (9) 

5D 朱祉錡 (5) 

6E 林卓儀 (9) 



Updated on 31/3/2020 

深水埗官立小學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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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19 
五聲音階作曲比

賽 

第一名 4C 簡菲雅 (14) 余頌恩、

朱婉汶 

第二名 4B 林偉信 (16) 

第三名 4E 張超哲 (24) 

優異獎 
4A 葉瑋晉 (28) 

4D 鍾卓穎 (5) 

1/2020 班際跳繩比賽 

冠軍(一年級) 

亞軍(一年級) 

季軍(一年級) 

1B 

1D 

1E 

關杏怡、

陳紋慧 
冠軍(二年級) 

亞軍(二年級) 

季軍(二年級) 

2A 

2C 

2D 

冠軍(三年級) 

亞軍(三年級) 

季軍(三年級) 

3E 

3B 

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