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017-18年度
19/7/2018

日期 組別 類型 參與比賽項目 比賽成績 姓名

6/9/2017 體育科 乒乓球
沙田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7

男子青少年MJ組
季軍 5A 王栢賢

20/9/2017 體育科 田徑
天主教南華中學-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男子 4X100米
冠軍 6A 陳樂熹  6A 周鍵泓  6D 譚巧杰  6D 蔡卓希

20/9/2017 體育科 田徑
天主教南華中學-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女子 4X100米
亞軍 6B 曹欣怡  6D 譚萍萍  6D 薛寶昕  6D 葉紫晴

特等獎 4A 林巧兒

金獎 4C 蔡潤豪  5D 林書泓

銀獎 4D 莫景韜  4C 張煥均  5D 徐梓茵  6D 周予欣

銅獎 5C 丁綺婷

25/10/2017 體育科 田徑
民生書院-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男子 4X100米
季軍 6A 陳樂熹  6A 周鍵泓  5A 胡悅朗  6B 錢嘉駿

25/10/2017 體育科 田徑
民生書院-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女子 4X100米
季軍 6B 曹欣怡  6D 譚萍萍  6D 鍾潤琳  6D 葉紫晴

25/10/2017 體育科 田徑
黃棣珊紀念中學-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男子 4X100米
冠軍 6A 陳樂熹  6A 周鍵泓  6D 譚巧杰  6D 蔡卓希

25/10/2017 體育科 田徑
黃棣珊紀念中學-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女子 4X100米
亞軍 6B 曹欣怡  6D 譚萍萍  6D 薛寶昕  6D 葉紫晴

25/10/2017 體育科 田徑
離島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60米
冠軍 6D 蔡卓希

25/10/2017 體育科 田徑
離島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100米
亞軍 6D 蔡卓希

心連心手拉手上海青少年書畫攝影大

賽
水墨畫視藝科16/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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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2017 體育科 田徑
離島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4X100米
亞軍 6A 周鍵泓  6B 錢嘉駿  6D 譚巧杰  6D 蔡卓希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100米
冠軍 6D 蔡卓希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200米
冠軍 6D 蔡卓希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400米
冠軍 6D 譚巧杰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4X100米
冠軍 6A 周鍵泓  6B 錢嘉駿  6D 譚巧杰  6D 蔡卓希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200米
亞軍 6B 錢嘉駿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E組 60米
季軍 6A 周鍵泓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女子E組 60米
季軍 6B 曹欣怡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女子E組 跳高
季軍 6B 曹欣怡

5/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油尖旺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F組 60米
季軍 5B 尹朗日

12/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F組 100米
冠軍 6D 蔡卓希

12/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

女子F組 跳高
亞軍 6D 譚萍萍

12/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F組 4X100米
亞軍 6A 陳樂熹  6A 周鍵泓  6D 譚巧杰  6D 蔡卓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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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

女子F組 4X100米
亞軍 6B 曹欣怡  6D 鍾潤琳  6D 葉紫晴  6D 譚萍萍

12/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F組 跳高
季軍 6A 陳樂熹

12/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F組 400米
季軍 6D 譚巧杰

12/11/2017 體育科 田徑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

男子F組 200米
季軍 6B 錢嘉駿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100米
冠軍(平紀錄) 6D 蔡卓希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200米
冠軍(破紀錄) 6B 錢嘉駿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4X100米
冠軍

6A 周鍵泓  6B 錢嘉駿  6D 譚巧杰  6D 蔡卓希  6A 陳樂熹

5A 胡悅朗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跳遠
殿軍 5C 岑宗銘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60米
第五名 5B 尹朗日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團體季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60米
第五名 4B 李樂希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跳遠
第六名 3C 周子烽

2017-18年度  第 3 頁，共 11 頁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017-18年度
19/7/2018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4X100米
殿軍

3A 鄺至民  3C 周子烽  3D 冼永輝  4B 李樂希  4B 趙華森

4D 吳桌鋐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特組 推鉛球
亞軍 6A 黃綺媚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團體優異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60米
季軍 6B 曹欣怡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跳遠
第五名 6D 葉紫晴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推鉛球
第五名 6B 郭芷菱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跳高
第六名 6D 譚萍萍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4X100米
第六名

6A 劉淑君  6B 曹欣怡  6C 鍾潤琳  6D 葉紫晴  6D 譚萍萍

6D 薛寶昕

30/11/2017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擲疊球
季軍 5A 李佳恩

18/12/2017 體育科 足球 足球傑出運動員 6B 徐竟柔  6D 蔡卓希

20/12/2017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集誦
亞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亞軍

3A 林泓韜  3B 蔡曉東  3D 關賀文  3D 林靖軒  4B 李樂希

5A 李昊翹  5A 王柏賢  5B 江希朗  5C 戴振賢  5C 岑宗銘

5D 周柏謙  5D 伍子丞  5D 袁浩  6A 陳俊熹  6A 陳樂熹

6B 徐竟柔  6B 葉展睿  6D 蔡卓希九龍西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男子組)

18/12/2017 體育科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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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 中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四年級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季軍 4A 李慧婷

20/12/2017 中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六年級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季軍 6C 伍慧雯

20/12/2017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六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亞軍 6D 黃姿琳

20/12/2017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六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季軍 6C 陳思羽

20/12/2017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亞軍 5D 徐梓茵

20/12/2017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季軍 1D 莫可筠

10/1/2018 體育科 足球 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季軍 6A 陳樂熹  6B 徐竟柔  6D 蔡卓希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男

子組)

優良 1A 馮展恆  2B 張浩  2B 戴培竣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女

子組)

優良
1A 劉泳茵  1B 鍾泳霓  1D 陳心緣  2A 蔡愷妍  2B 凌凱婷

2D 游筱媛  2D 林敏浠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女

子組)

良好 1B 徐嘉晞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男

子組)

優良 3A 許芸嘉  3A 周栩樂  3A 陳亮光  3B 吳卓軒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男

子組)

良好 3B 楊俊文  3B 蔡曉東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女

子組)

優良
3A 吳蘂妍  3A 周昭涵  3B 馮諾欣  4A 李慧婷  4A 陳煦蓁

4A 林芷晞  4A 譚琪賢  4B 黎梓瑩  4B 劉卓盈  4B 蔡鈺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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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六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男

子組)

優良
5A 黃子軒  5B 邵啟昇  5B 何政男  5C 羅智杰  5C 黃文博

5D 林俊樂  6A 陳俊熹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六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男

子組)

良好 5A 李子軒

11/1/2018 普通話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六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女

子組)

優良
5B 徐子茗  5B 林雯靜  5B 郭均儀  5D 林書泓  5D 徐梓茵

6A 蕭穎桐  6B 王彥蕎  6C 陳思羽  6D 黃姿琳

23/1/2018 中文科 書法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

法比賽-小學高級中文硬筆書法
優良獎 6A 馮厚源

5/2/2018 數學科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1B 王庭威

6/2/2018 體育科
2017/18香港自由式輪滑公開賽

男子小童組-雙足S型繞樁賽
第二名 1A 陳泳浠

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英詩獨誦(男子組)
優良 1E 麥恆生

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第三名 1D 莫可筠

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年級英詩獨誦(男子組)
優良 3A 許芸嘉  3B 孫潤林

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四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優良 4B 劉卓盈  4A 李慧婷  4A 陳煦蓁

優等獎

4A 陳煦蓁  4A 李慧婷  4A 李慧儀  4A 梁凱宏  4A 黎可程

4A 黃嘉欣  4B 陳愷晴  4B 張若嵐  4B 黃苑君  4B 徐熙蕾

4C 冼卓霖  4C 鄧維  4D 伍浩恩  5B 陳珮慈  5B 郭均儀

5B 柯嘉慧  5C 黃楚瑜  5D 徐梓茵  6A 陳愷悠  6A 何美鳳

6B 關嘉詠  6B 劉葦瑩  6B 曹欣怡  6C 陳思羽  6C 梁希彤

6C 伍慧雯  6C 甄穎琪  6D 葉紫晴

舞蹈組 中國舞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高級

組)
23/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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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年級英詩獨誦(男子組)
優良

5A 黃子軒  5B 張銘浠  5B 陳梓謙  5B 陳家鍵

5B 尹朗日  5C 梁鋌珏  5D 楊坤明  5D 余嘉滔

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優良 5D 徐梓茵

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六年級英詩獨誦(男子組)
優良 6A 馬崇瀚  6A 謝澤鎧  6A 雷偉強  6A 蘇穎軒

6/3/2018 英文科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六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優良 6A 蕭穎桐  6C 陳思羽  6C 伍慧雯  6D 譚慧怡  6D 黃姿琳

24/3/2018 體育科 田徑
白田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男子4X100米
冠軍 6A 周鍵泓  6B 錢嘉駿  6D 蔡卓希  6D 譚巧杰

8/4/2018 體育科 田徑
Hong Kong Kids Olympiad Game 2018

Grils 2009 100 meters Running
3rd 3A 李頌恩

10/4/2018 體育科 田徑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男子4X100米
亞軍 6A 周鍵泓  6B 錢嘉駿  6D 蔡卓希  6D 譚巧杰

10/4/2018 體育科 田徑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
季軍 6D 蔡卓希

10/4/2018 體育科 田徑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200米
殿軍 6B 錢嘉駿

10/4/2018 體育科 田徑 九龍西區田徑比賽
九西田徑傑出運動員

獎
6B 錢嘉駿

甲等獎

1C 楊淇棋  2A 何樂兒  2A 林潁晴  2A 譚鈺煐  2A 余宛芝

2B 陳雪涵  2B 林映如  2B 吳卓瑩  2C 伍怡  2C 施凱嘉

2C 黃苑華  2D 殷曉瞳  2D 游筱媛  2D 張凱晴  3A 崔丁允

3A 黎曉晴  3A 梁詠珊  3A 劉佩淇  3A 吳蘂妍  3B 劉慧恩

3C 歐一嘉  3C 許綽芝  3C 李津熙  3C 楊棉棉  3D 陳煦莛

3D 江梓蔚  3D 鄺紫桐

舞蹈組 中國舞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級組兒童舞(群舞)
19/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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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018 體育科 足球
公益少年團四十週年深水埗區際

慈善五人足球比賽
冠軍

4B 李樂希  5A 李昊翹  5C 岑宗銘  5D 袁浩

5D 周柏謙  6A 陳樂熹  6B 徐竟柔  6D 蔡卓希

20/4/2018 體育科 田徑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女子4X100米
亞軍 5A 李佳恩  5A 吳卓瑤  5B 林雯靜  5D 曾麗仨

20/4/2018 體育科 田徑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男子4X100米
殿軍 5A 胡悅朗  5A 王柏賢  5A 湯釗昊  5B 尹朗日

15/5/2018 公益少年團
「關懷服務四十載 公益互勉創未來」

主題活動比賽
冠軍

5B 余宛津  5B 江希朗  6A 馮厚源  6B 岑梓熒  6B 楊沛賢

6B 余詠茵  6C 伍慧雯  6D 周予欣  6D 顏佳燕  6D 薛寶昕

15/5/2018 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籌款比賽 金獎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15/5/2018 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比

賽
金獎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15/5/2018 公益少年團 校園種植樂收成 季軍 6B 余詠茵  6B 郭芷菱  6B 黃悅希  6D 呂凱雪  6D 萬子賢

15/5/2018 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隊獎勵計劃 積極團隊獎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7/5/2108 體育科

The Champion of 11-15 Kyu Category

The Hong Kong Go Ranking Tournament

2018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4B 湯家文

手鐘

15/5/2018 公益少年團

銀獎

4A 廖瑋樂  4B 劉卓盈  4C 傅曉彤  4D 莫景韜  5A 陳家瑩

5A 李佳恩  5A 余依文  5B 陳梓謙  5B 余敏熙  5C 梁鋌珏

5D 鄺明軒  5D 楊坤明  6A 伍穎瑜  6C 鄺峻樂  6C 關詠欣

16/5/2018 音樂科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8

手鐘初級組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基本獎章:61人

初級獎章:42人

高級獎章:16人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2017-18年度  第 8 頁，共 11 頁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017-18年度
19/7/2018

2018全港青少年專業音樂大賽小提琴 冠軍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一級
亞軍

16/5/2018 音樂科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二級
季軍 2B 盧正希

23/5/2018 數學科 奧數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1B 王庭威

二等獎 6C 伍慧雯

三等獎 6B 楊沛賢  6B 蔡尚致  6D 曹樂怡

優異獎 6A 馮厚源  6D 葉紫晴

銅獎
5A 關嘉駿  5A 黃子軒  5B 陳梓謙  5B 余敏熙  5C 甄璟堯

6B 楊沛賢  6B 劉葦瑩  6C 伍慧雯  6D 曹樂怡

優異獎 6A 馮厚源  6B 蔡尚致  6D 葉紫晴

28/5/2018 常識科
STEM BOAT

蒸汽船設計比賽2018
三等獎 5A 肖卓峰  5A 關嘉駿  5B 陳梓謙  5D 余嘉滔

23/5/2018 常識科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
嘉許獎

23/5/2018 數學科 奧數 大雄數學邀請賽

23/5/2018 數學科 奧數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深水埗區)

手鐘

4D 陳建旭  4D 莫景韜  5B 余宛津  5C 楊熙  5D 張楚強

6A 蕭穎桐  6B 余思叡  6C 王詩旖  6D 薛寶昕  6D 顏佳燕

6D 吳超泳

4A 張智傑

銀獎

4A 廖瑋樂  4B 劉卓盈  4C 傅曉彤  4D 莫景韜  5A 陳家瑩

5A 李佳恩  5A 余依文  5B 陳梓謙  5B 余敏熙  5C 梁鋌珏

5D 鄺明軒  5D 楊坤明  6A 伍穎瑜  6C 鄺峻樂  6C 關詠欣

16/5/2018 音樂科

16/5/2018 音樂科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8

手鐘初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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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
19/7/2018

23/6/2018 體育科 足球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四人足球挑戰賽 冠軍
4B 李樂希  5A 王柏然  5B 江希朗  5C 岑宗銘

5D 周柏謙  5D 袁浩

一等獎 1D 劉皓銘

三等獎 5D 蔡金宏  6D 潘文彬

「華夏盃」--華南賽 二等獎

金獎

銀獎 1B 王庭威

銅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銅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金獎

COMO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特等獎

多元智能盃 三等獎

20/4/2018 話劇組 話劇 香港校際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傑出劇

本獎

4D 雷譽悅  5A 鄭佑男  5A 陳家瑩  5B 羅紫桐  5C 陳玥沂

5D 何定軒  5D 張鈞皓  5D 周倩怡  5D 林書泓  5D 蔡金宏

6A 黃綺湄  6A 伍穎瑜  6B 李佩芝  6B 岑梓熒  6D 薛寶昕

6D 林思彤

1D 劉皓銘

3/7/2018 數學科 奧數

「華夏盃」--香港賽

港澳盃-初賽

1D 劉皓銘

5D 蔡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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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芳草杯青少年書畫大賽

國畫高小組 優異獎 4A 林巧怡  5D 林書泓

二等獎 4A 林巧怡

三等獎 2C 唐朗寗  2C 施凱嘉

印象台灣行李牌設計比賽 二等獎 6D 黃姿琳

最優秀金章 6B 姚孝賢

銅章
4A 陳嘉俊  4A 諶逸朗  4B 李樂希  4B 林斯燁  4C 戚翔剴

4C 江子朗  4C 李毓鵬  4D 關嘉欣  4D 吳桌鋐  4D 譚炬輝

2017-18資訊科技獎勵計劃資訊科技13/7/2018

金章

6A 吳泳兒  6A 陳愷悠  6A 蘇宇婧  6B 譚瀛  6B 姚孝賢

6B 余逸富  6B 李正心  6B 楊沛賢  6C 梁淳富  6C 潘卓基

6D 萬子賢  6D 麥詠愷  6D 薛寶昕  6D 譚慧怡  6D 湯榮峰

銀章

5A 張偉鋒  5A 謝偉烽  5A 關嘉駿  5A 梁啓泰  5A 李昊翹

5B 江希朗  5B 翟浚成  5B 何政男  5C 駱宛龍  5C 黃安怡

5C 甄璟堯  5D 張楚強  5D 梁皓洋  5D 廖城鑫  5D 鄺明軒

5D 伍子丞  5D 蔡金宏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5/7/2018 視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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