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022-23年度
23/5/2023

日期 組別 類型 參與比賽項目 比賽成績 姓名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全港小學單人組) --- 11歲或以上華爾茲決

賽

亞軍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全港小學單人組) --- 11歲或以上快步舞決

賽

冠軍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全港小學單人組) --- 11歲或以上探戈決賽
冠軍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全港小學單人組) --- 11歲或以上鬥牛舞決

賽

季軍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全港小學單人組) --- 11歲或以上查查查決

賽

季軍

6A 禤紫臨

冠軍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華爾茲決賽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探戈決賽

冠軍

冠軍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快步舞決賽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森巴舞決賽

冠軍

冠軍

體育

13/9/2022 舞蹈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森倫巴舞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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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022-23年度
23/5/2023

飛違秋季田徑錦標賽2022

男子2011年組-60米
冠軍 6E 梁希樂

飛違秋季田徑錦標賽2022

男子2011年組-100米
亞軍 6A 李樂謙

飛違秋季田徑錦標賽2022

男子2011年組-400米
季軍 6A 安億宇

飛違秋季田徑錦標賽2022

男子2013年組-跳遠
冠軍 4B 梁栩燊

飛違秋季田徑錦標賽2022

女子2011年組-跳遠
亞軍 6B 羅詠彤

飛違秋季田徑錦標賽2022

女子2012年組-100米
冠軍 5D 李睿

飛違秋季田徑錦標賽2022

女子2013年組-跳遠
季軍 4A 曾芷瑜

第58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高小) 優等獎

第二屆舞吧! 香港青少年兒童舞蹈大賽

2022

中國舞團體賽群舞

亞軍

17/10/2022
第十一屆深水埗青年節 衝上雲霄 「飛」

凡夢想之旅短片製作比賽
冠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冠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鬥牛舞決賽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查查查決賽

冠軍

6A 禤紫臨

冠軍

田徑

體育

24/9/2022

13/9/2022 舞蹈

2022年第十八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九龍城、黃大仙、油尖旺及深水埗小學單

人組) --- 11歲或以上牛仔舞決賽

6/10/2022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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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23/5/2023

18/10/2022 少年警訊
最積極參與學校支

會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男子F組(6至9歳組)-跳遠
亞軍 4B 梁栩燊

冠軍 3D 李輝  4A 陳志傑  4B 馮翊熙  4B 梁翊燊

季軍 4A 李朗天  4B 張駿軒  4B 盧清鴻  4C 吳憼森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男子E組(10至12歳組)-跳高
亞軍 6E 麥恆生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男子E組(10至12歳組)-4X100米
亞軍 6A 李樂謙  6A 尹俊程  6B 吳宇謙  6E 梁希樂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F組(6至9歳組)-60米
冠軍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F組(6至9歳組)-100米
季軍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F組(6至9歳組)-跳遠
亞軍 4A 曾芷瑜

冠軍 3B 李樂澄  4A 曾芷瑜  4B 黃頌恩  4B 阮銘嘉

季軍 3A 陳昕翹  3A 伍凱琳  3A 吳心然  3A 蕭綽怡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E組(10至12歳組)-跳高
冠軍 5B 馮鈺雯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E組(10至12歳組)-100米
亞軍 5D 李睿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男子F組(6至9歳組)-4X100米

4B 黃頌恩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F組(6至9歳組)-4X100米

6/11/2022 田徑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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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23/5/2023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E組(10至12歳組)-60米
季軍 5D 李睿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比賽2022

女子E組(10至12歳組)-400米
季軍 6E 陳雅婷

2022年度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第一回

合)

Girl Kumite Age 8-9

1st runner up

2022年度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第一回

合)

Girl Junior Kata Age 8-9

2nd runner up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女子U7-U9組-速度繞樁賽

第二名

1st runner-up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女子U7-U9組-花式繞樁賽

第二名

1st runner-up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冠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高
冠軍 6E 麥恆生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60米
亞軍 6E 梁希樂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
亞軍 6A 李樂謙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遠
亞軍 6B 吳宇謙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400米
季軍 6A 安億宇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200米
第五名 6A 尹俊程

30/11/2022 體育 田徑

4D 廖美琪

3C 陳塏營

24/11/2022

6/11/2022 田徑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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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23/5/2023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
第十四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跳遠
第五名 5B 鍾華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200米
第六名 5C 趙敖言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
第十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跳遠
第六名 4B 梁翊燊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推鉛球
季軍 6B 羅潤琳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B 羅詠彤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400米
季軍 6E 陳雅婷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200米
第六名 6C 楊淇棋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團體
冠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100米
冠軍 5D 李睿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跳高
冠軍 5B 馮鈺雯

30/11/2022 體育 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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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23/5/2023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200米
第五名 5B 方頌宜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擲壘球
第五名 5B 翟婉婷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跳遠
第七名 4B 陳君雨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
第九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4A 曾芷瑜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100米
第七名 4B 黃頌恩

初小組 - 優異獎 3D 李卓盈  3D 盧雅琪

高小組 - 優秀表現獎 5C 陳其倫  5C 黃愷忻  5C 楊凱晴

11/1/2023 體育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觀摩大匯演

個人品勢
冠軍 5D 劉芯宇

袋鼠盃舞蹈比賽2022

11& under Classical Ballet Trio

紫荊盃 國際2022舞蹈大賽

體育 跆拳道
屯門區青少年邀請跆拳道賽2022

跆拳道品勢比賽
冠軍 5D 劉芯宇

體育 屈臣氏獎勵計劃 得獎學生 6E 梁希樂

3/1/2023

30/11/2022 體育 田徑

6B 鄭梓澄金獎12/11/2023 體育 舞蹈

2022「創科智多星」編程比賽電腦

16/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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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23/5/2023

14/2023 體育 乒乓球 九西乒乓球比賽 優異(八強) 5A 彭楚謀  5A 劉旨迅  5B 陳仲賢  5C 陳其倫

3/3/2023 體育
「獅躍傳繩」花式跳繩嘉年華 暨 傷健共

融創世界紀錄
挑戰者

4A 黃賾  4B 梁樂頤  4C 鄭卓男  5A 李嘉儀  5A 鄧婭萱

5A 黃姿惠  5B 周婧怡  5C 郭明忻  6A 周芷浚  6A 楊筐喬

20/2/2023

27/2/2023

2B 吳卓楹  2D 王樂晴  3A 阮梓君  3A 羅寶琳  3C 梁梓瑜

3D 廖葭陽  4A 何智欣  4B 余銥潼  5A 阮卓穎  5A 倪靜妤

5C 姚舒穎  5D 關紫欣  6A 陳心緣  6D 劉穎芝  6D 梁靖泇

6E 關淽浟  6E 薜沛婷

甲級獎第59屆學校舞蹈節-西方舞舞蹈體育

2A 盧芯賢  2B 梁佩雯  2B 黃栩淇  2B 許穎淇  2C 許名惠

2C 林沁悅  2C 李沛琳  2C 麥兼霞  2D 李可懿  3A 陳庭希

3A 李淳熙  3A 廖蕊璇  3A 尹佳琪  3A 周可嵐  3B 陳家誼

3B 鄭曉藍  3B 鍾子恩  3B 何沐芯  3B 梁芷淇  3B 黃玥瑜

3C 陳若晴  3C 巢漫妮  3C 廖若希  3C 馬綽彤  3C 吳梓橦

3C 鄧考喆  3D 鄭梓蕎  3D 蔡宛澄

舞蹈

第59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高小組)舞蹈

2B 陳子賢  3B 蔡靖山  3C 李浚岐  3D 霍卓軒  3D 李輝

4A 陳志傑  4D 莊進聲  5C 張竣然  5C 趙敖言  5D 何健一

5D 賴和謙  6A 郭浩然  6A 鄺啟新  6A 李樂謙  6C 林峻軒

6D 李澤霖  6E 許嘉軒  6E 李昊君

八強優異盃

體育14/2/2023

4A 黎鋅悅  4A 劉雅榆  4A 向雪兒  4B 陳君雨  4B 張雅琳

4B 郭善婷  4C 陳塏營  4C 張可兒  4C 鄺凱玲  4D 梁巧俽

4D 廖美琪  5A 陳奕彤  5A 余思澄  5B 鄭芷昕  5B 馮鈺雯

5B 方頌宜  5B 李宇喬  5B 余晨曦  5B 庄銥霖  5C 盧雅妍

5D 陳穎桐  5D 蔡日嵐  5D 何雪晴  5D 羅紫恩  6A 禤紫臨

6A 石雅貝  6B 鄭梓澄  6B 曾菀瞳  6C 張栩昕  6C 許雅萍

6C 周曉彤  6D 陳玥睎  6D 鄭曉彤  6D 蔡文萱  6E 梁巧芯

優等獎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2022足球體育19/1/2023

冠軍第59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低小組)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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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23/5/2023

冠軍 2A 陳子賢  3A 尹佳琪  5B 許曦月  6B 鍾泳霓

亞軍 3B 譚逸朗  4B 彭盎然  5B 姚肇天  6B 譚芷青

季軍 2B 倪靖峰  3B 梁芷淇  6C 周曉彤

第七屆東盟自由式輪滑公開賽(新加坡)

速度過樁男子少年組
冠軍

第七屆東盟自由式輪滑公開賽(新加坡)

花式剎停男子少年組
亞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

11-12歲 探戈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

11-12歲 快步舞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

11-12歲 華爾茲
冠軍

6A 禤紫臨舞蹈體育3/4/2023

優良

1A 容苡閔  1B 林允妍  2A 莫家謙  2A 盧芯賢  2D 蘇靖嵐

3A 廖蕊璇  3A 鄭芷穎  3A 林卓言  3B 鄧淏澧  3C 鄺暟晴

4B 吳馨兒  4B 蘇玥澄  5A 黃姿惠  5B 別德華  6A 尹俊程

6B 鎮鸞樂  6C 伍澤富  6C 許雅萍

良好

第74屆校際朗誦節朗誦普通話16/3/2023

6D 陳永浠體育17/3/2023 滾軸溜冰

1A 王苑淇  1B 冼卓瑤  1B 麥玟喬  1D 陳子悠  2A 黃  臻

2B 呂海鋒  2B 劉栢晞  2B 許穎淇  2B 陳瑜熙  3A 伍凱琳

3A 陳俊瑋  3B 盤俊熙  3B 吳若曦  3B 陳家誼  3B 何昭慧

3C 張晉榮  3D 李卓盈  4A 林建宇  4A 何智欣  4B 陳旭浩

5A 黃芷晴  5A 李詠欣  5A 倪靜妤  5A 鄧娅萱  5B 庄銥霖

5C 郭明忻  5D 羅紫恩  6A 辛啟揚  6B 江子豪  6B 叢  恩

6C 謝煒昕  6D 章靜曦  6D 蔡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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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23/5/2023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森巴舞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倫巴舞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查查查G組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鬥牛舞
亞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森巴舞D組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倫巴舞E組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牛仔舞G組
冠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牛仔舞
季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鬥牛舞C組
亞軍

香港校際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單人組12

歲 查查查
季軍

皇仁書院第七屆「小小發明家」資優創意

計劃
優異獎

4B 陳旭浩  5B 張善瑜  5B 林鈺燦  5B 姚肇天  5C 黃愷忻

5D 彭浩森

12/5/2023 STEM/常識

6A 禤紫臨舞蹈體育3/4/2023

6E 梁希樂  6E 劉皓銘  6D 關皓揚  6D 彭浚皓  6D 吳珈俊

6D 陳永浠  6D 麥文健  6B 黃驊  6B 江子豪  5C 張晙然

5C 張敬皓

殿軍21/4/2023 體育 排球 九龍西區排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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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2022-23年度
23/5/2023

嘉許獎
4A 馮翊熙  4B 蘇玥澄  6A 尹俊程  6D 蘇永聰  6E 蘇永俊

6E 謝啟謙

嘉許獎
4A 黃賾  4A 羅紫芮  5A 別德華  5B 許曦月  6B 黃驊  6B 黃

坤城

15/5/2023 體育 跆拳道
2023 5th Cheung Do Kwan Poomsae

Competition
冠軍 5D 劉芯宇

19/5/2023 2023 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比賽 優秀英語作品獎 2B 陳芍嘉  3B 蔡靖山  4B 蘇玥澄  5B 蔡靖安

19/5/2023 體育 舞蹈 第59屆學校舞蹈節 --- 三人舞 甲等獎 6A 禤紫臨  6B 鄭梓澄  6D 蔡文萱

19/5/2023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ITCA) 金章 6A 廖城永  6B 江子豪  6C 麥浩峰  6C 彭曦瑤  6C 謝煒昕

特等獎 4D 霍子晴  5D 李睿

金獎 2A 梅傲雪  6E 林志悦

銀獎 3C 陳若晴  5A 鄒詠晴  5A 羅鈺瀅  5B 蔡靖安  6D 廖瑋蕎

22-23 謝謝你幫忙 填色比賽 優異獎 3D 周芷傑

校內最傑出學生獎
第一名：3C 梁梓瑜    第二名：1A 余晨語    第三名：1D

王樂希

校內最優秀學生獎
第一名：3C 梁梓瑜    第二名：3B 王珀朗    第三名：4B

何婉姿

階梯閱讀空間 202323/5/2023

「常識百搭2022-23」探究展覽

12/5/2023 STEM/常識

2022-23 素質星杯全國少兒書畫大賽

視藝22/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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