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一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一禮 林卓豪 操行獎 

一禮 張若馨 

術科獎（音樂科） 

操行獎 

服務獎 

一禮 劉紫萱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一禮 蔡立恒 服務獎 

一愛 李順美 服務獎 

一愛 凌子嵐 術科獎（視藝科） 

一愛 陳貝怡 操行獎 

一愛 温靖恩 學科獎（常識科） 

一愛 羅樂芝 操行獎 

一愛 蘇至悅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一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英文科） 

學科獎（數學科） 

服務獎 

一勤 周謙舜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三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中文科） 

服務獎 

一勤 張皓軒 服務獎 

一勤 梁銘喬 操行獎 

一勤 劉偉寶 操行獎 

一誠 吳宇浩 服務獎 

一誠 吳健銳 操行獎 

一誠 林楚茵 術科獎（體育科） 

一誠 陳思佑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二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一誠 曾嘉慧 

學科獎（普通話科） 

操行獎 

服務獎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二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二禮 吳裕航 

學科獎（數學科） 

操行獎 

服務獎 

二禮 呂倩頤 
術科獎（音樂科） 

服務獎 

二禮 李鎮江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二禮 劉懋 操行獎 

二愛 王廷軒 服務獎 

二愛 余泳萱 操行獎 

二愛 周文豪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二愛 陳嘉裕 操行獎 

二愛 羅慧恩 服務獎 

二勤 周津瑩 術科獎（視藝科） 

二勤 許亦芯 操行獎 

二勤 陳弘臻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一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中文科） 

學科獎（英文科） 

服務獎 

二勤 蕭浩明 術科獎（體育科） 

二勤 簡俊易 操行獎 

二勤 羅淳心 學科獎（普通話科） 

二勤 饒恩瞳 服務獎 

二誠 吳欣慧 操行獎 

二誠 區凱柔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三名） 

服務獎 

二誠 郭永霖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二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常識科） 

操行獎 

二誠 蔡潤汐 服務獎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三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三禮 向彥豪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三名） 

操行獎 

三禮 朱展慶 學科獎（常識科） 

三禮 吳濰辰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二名） 

學科獎（數學科） 

三禮 李穎瑜 
術科獎（視藝科） 

操行獎 

三禮 陳卓熙 服務獎 

三禮 陳耀祖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一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三禮 劉咏茵 

術科獎（音樂科） 

服務獎 

體育獎（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年游泳分齡賽） 

女子 9歲以下 4X50米捷泳接力季軍 

三禮 蔡瑋彤 學科獎（英文科） 

三愛 吳鶯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普通話科） 

服務獎 

三愛 呂衍怡 

術科獎（體育科） 

操行獎 

體育獎（粵港澳大灣區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2019） 

女子 9-11歲 4X50米捷泳接力冠軍 

體育獎（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年游泳分齡賽） 

女子 9歲以下 4X50米捷泳接力季軍 

三愛 徐日朗 服務獎 

三愛 陳廷楷 學科獎（中文科） 

三愛 彭梓瑩 操行獎 

三愛 蘇嘉穎 
體育獎（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年游泳分齡賽） 

女子 9歲以下 4X50米捷泳接力季軍 

三勤 李泳鋒 服務獎 

三勤 林子晴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三勤 陳泇翹 服務獎 

三勤 陳灝霆 操行獎 

三勤 蕭美恩 操行獎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三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三誠 李梓柔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三誠 李銘怡 操行獎 

三誠 李蘊瑤 服務獎 

三誠 林文政 操行獎 

三誠 馮希婷 服務獎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四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四禮 吳宇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一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普通話科） 

四禮 李柏琛 
術科獎（視藝科） 

操行獎 

四禮 梁杰瑞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三名） 

術科獎（體育科） 

體育獎（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 60米季冠軍 

四禮 莫子健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二名） 

學科獎（數學科） 

術科獎（音樂科） 

四禮 許子澄 服務獎 

四禮 陳韋澄 

操行獎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四禮 陳福坤 
學科獎（中文科） 

服務獎 

四禮 鍾宇陽 
英文獎（71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2019-2020） 

Merit 

四禮 蘇欣悅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四禮 王靜雯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四禮 蔡欣怡 
體育獎（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年游泳分齡賽） 

女子 9歲以下 4X50米捷泳接力季軍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四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四愛 劉曉軒 操行獎 

四愛 張源澤 服務獎 

四愛 梁曦文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四愛 陳曉麗 操行獎 

四愛 陳梓晴 服務獎 

四愛 劉佩恩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四愛 施宇婕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四勤 司徒峻熙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常識科） 

四勤 吳昕雨 操行獎 

四勤 林雅銅 服務獎 

四勤 彭靖童 操行獎 

四勤 覃朝溢 學科獎（英文科） 

四勤 關藝然 服務獎 

四勤 覃朝溢 
英文獎（71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2019-2020） 

Merit 

四勤 吳文堅 
體育獎（粵港澳大灣區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2019) 

女子 9-11歲 4X50米捷泳接力冠軍 

四誠 文澤 服務獎 

四誠 何逸謙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操行獎 

四誠 郭澤林 操行獎 

四誠 黃焯瑩 服務獎 

四誠 黃遠媚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五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五禮 向彥臻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三名） 

學科獎（英文科） 

服務獎 

五禮 李韜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二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學科獎（中文科） 

五禮 陳靖航 學科獎（常識科） 

五禮 陳潔瑩 操行獎 

五禮 馮可翹 服務獎 

五禮 黃思琪 術科獎（音樂科） 

五禮 黃蘊蕙 操行獎 

五禮 譚傲暉 學科獎（數學科） 

五禮 蘇詩穎 

術科獎（體育科）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體育獎（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50米自由泳冠軍 

體育獎（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亞軍 

五禮 黃蘊蕙 

英文獎（71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2019-2020） 

Merit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五禮 粟揮杰 
其他獎（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銅獎 

五愛 伍詩雅 術科獎（視藝科） 

操行獎 

五愛 林政熙 學業卓越獎（全級第一名）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五愛 馬婉庭 服務獎 

五愛 陳健斌 學科獎（普通話科） 

五愛 葉政權 服務獎 

五愛 蔡錦泓 操行獎 

五愛 馬婉庭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五愛 瞿子銘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觀塘官立小學 

2019-2020年度 

五年級校內外獎項得獎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名稱 

五勤 佘睿智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五勤 李俙慜 服務獎 

五勤 馬芷欣 操行獎 

五勤 陳偉浩 服務獎 

五勤 勞浩銘 操行獎 

五勤 林毓瑩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五勤 馬芷欣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五誠 何宇峰 學業優異獎（全班第一名） 

五誠 何芷慧 

操行獎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五誠 李銘淮 服務獎 

五誠 林慧珊 操行獎 

五誠 馮家杰 服務獎 

五誠 黃馨葶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五誠 伍嘉希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五誠 黃珮淇 
體育獎（「第 56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 

高小中國舞甲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