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學生校外比賽優秀成績(截至 3-7-2019)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中文集誦 
小學五、六年級 

詩文集誦(粵語/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亞軍 

1A 彭一心 
小學一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1B 鄧亦晽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1B 鄧亦晽 
小學一、二年級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1B 楊茜而 
小學一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2A 蔡心怡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2A 李維恒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2A 李維恒 
小學二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2A 鄧旖旎 
小學一、二年級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2A 黃守一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2A 黃守一 
小學二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2B 陳銘國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2B 陳昱嘉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2B 李珠馜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2B 王子靖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2B 楊和萬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3A 陳巧凝 
小學三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3A 陳喜儀 
小學三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3A 黃鎧廸 
小學三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小學三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小學三、四年級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3B 朱嘉慧 
小學三、四年級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3B 林雅萱 
小學三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3B 黃存三 
小學三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3B 黃存三 
小學三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4A 黎芯羽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4B 李思翰 
小學四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4B 吳綺莉 
小學四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5B 鄔嘉寶 
小學五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5B 黃霏 
小學五、六年級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6B 黃凱雅 
小學五、六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6B 張瑋琪 
小學五、六年級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1B 鄧子進 
小學一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良好 

2B 鄭子柔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良好 

2A 梁善兒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良好 

2A 張嘉康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良好 

4A 毛柏軒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良好 

 
 
 



 
「中文集誦」參賽學生名單： 
5A 陳樂澄  陳栢心 陳紫琳 劉海晴 羅卓鋒 李曉霖 潘慧盈 沈頌恩 鄧可頤  

鄧韻姿  曾亮賢 鄔嘉怡 楊舒婷 
5B 鄧光宇  鄧子悅 鄧茵兒 黃  霏 黃鎧彤 楊言諾 
6A 梁晉毓  吳嘉敏 鮑浚霆 杜彥郴 曾雅梅 鄔嘉豪 甄鎧祺 
6B 黃凱雅  關頌恩 羅升渝 梁  靈 伍倬儀 謝嘉龍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英文集誦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1 to 3, Mixed Voice 
Third 

2A 陳樂燊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Second 

2A 胡哲寧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Second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Solo Verse Speaking , 
Open, Age 8, Boys and Girls 

Third 

1A 陳啟淳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Merit 

1A 鄧子進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Merit 

1B 詩雅 
Solo Verse Speaking , 

Open, Age 5 to 7, Boys and Girls 
Merit 

2A 陳朗謙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Merit 

2B 李珠馜 
Solo Verse Speaking , 

Open, Age 5 to 7, Boys and Girls 
Merit 

3A 張意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3, Boys 
Merit 

3A 簡文光 
Solo Verse Speaking , 

Open, Age 8, Boys and Girls 
Merit 

3B 錢可柔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3, Girls 
Merit 

3B 朱嘉慧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3,Girls 
Merit 

4B 張皓喬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4, Boys 
Merit 

5B 林樂正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5, Boys 
Merit 

5B 陳熙朗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5, Boys 
Merit 



6B 梁靈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6, Girls 
Merit 

6B 伍倬儀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6, Girls 
Merit 

1B 張穎琛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 Girls 
Proficiency 

2A 鄧旖旎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Proficiency 

2B 馮凱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 Girls 
Proficiency 

2B 李芍霖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Proficiency 

4B 簡瑪努 
Solo Verse Speaking , 

Open, Age 10, Boys and Girls 
Proficiency 

 
「英文集誦」參賽學生名單： 
2A 陳樂燊 陳子媛  陳雅琳 鄭晞霖 鄭曉蔚 李希儒 鮑凱婷 潘子安 鄧旖旎 胡哲寧 
2B 陳琛悅 陳昱嘉  馮凱楠 黃鈺淳 簡妙霖 李芍霖 李珠馜 李賢哲 李燕蕎 梁程森 
文汝軒 唐占宇 

3A 陳巧凝 陳喜儀  周以諾 賴卓婷 林泳欣 吳碧珊 鄧巧蔚 鄧巧怡 黃鎧廸 温希敏 
葉銘恩 袁詩恩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錢可柔  蔡子澄  朱嘉慧 鍾丞君 何婥婷  
郭宛珈 林雅萱 吳嫚烯 

3B 蕭政彥 鄧晞璇 黃存三 徐穎欣 汪以珞 
 

 
 
 
 

第七十一屆學校音樂節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鄭韻澄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季軍 
6A 汪以琳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季軍 
2A 葉嵐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2A 陳子媛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2B 文汝軒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3A 袁詩恩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4A 魯詠璿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5A 張潔宜 小提琴獨奏二級 優良 
5A 劉海晴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優良 
2A 文喬姻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5B 黃思諭 高音直笛獨奏(10 歲或以下) 良好 
本校合唱團 

(四至六年級學生)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13 歲或以下) 良好 



 
「合唱團」參賽學生名單：  

4A 張玉怡  蔡雅熒  朱詠恩  黎芯羽  彭丹敏  鄧信恒  游芷悅  田宇軒 
4B 陳嘉靜  鄭紫瑤  郭嘉澄  林溢豐  李思翰  吳綺莉  鄧䁗欣..鄧天佑  丘家喜 
5A 陳紫琳  張潔宜  劉海晴  

5B 謝靖暐  黎信希  唐嘉珩 

6A 鄧晉賢  甄鎧祺  汪以琳  張嘉慧  吳嘉敏  饒嶢 
6B 鍾明芯  何家豪  黃凱雅  梁 靈  吳廸劻  鄧慧琳  王芷亭  王翊匡  袁凱晴 

 
 

 
 
「中國舞」參賽學生名單：  

2A 梁善兒  蔡心怡  2B 黃鈺淳 
3A 陳巧凝  賴卓婷  吳碧珊  温希敏  3B 林雅萱 
4A 陳滋棓  黎芯羽  李悅彤  4B 陳善悠  郭嘉澄  林清渝 
5A 陳紫琳  5B 鄧穎蕎 黃梓瑩 
6B 鍾明芯  伍倬儀  張瑋琪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本校中國舞隊 中國舞比賽 甲等獎 

中文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黃鎧彤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017-18(第三期) 
(高級組) 中文狀元 

2A 李瑋峻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硬筆書法小學  初級組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 

優異獎 

2A 李瑋峻 
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二十周年 —  
書情廿載‧堅信不二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5B 鄧潔心 
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二十周年 —  
書情廿載‧堅信不二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數學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 方鈺佳 聖公會小學第 22 屆(2018-2019 年度)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聖公會小學奧數賽委會 主辦) 銅獎 

6B 麥銘恒 聖公會小學第 22 屆(2018-2019 年度)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聖公會小學奧數賽委會 主辦) 銅獎 

常識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徐梓滔 
6A 汪以琳 
6B 陳泓亨 
6B 麥銘恒 

2018-19 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科學思維 

(香港數理學會 主辦) 
金獎 

5A 陳  領 
6A 盧浩彥  
6A 徐梓滔 

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機械人短跑賽 

(R-Kids Educational Centre Ltd.及聖公會基福小學 合辦) 

最佳程式 

設計獎 

5B 黃鏮霖 
6A 高啟廸  
6A 汪以琳 
6B 陳泓亨 

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機械人冰壺賽 

(R-Kids Educational Centre Ltd.及聖公會基福小學 合辦) 
一等獎 

4A 聶子皓 
4A 賀進軒 
6A 徐梓滔 
6A 汪以琳 
6A 盧浩彥 
6B 黃凱雅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主辦) 優異獎 



 
 

 
「步操銅管樂團」參賽學生名單： 

2A 鄭晞霖  2B 陳琛悅  黃鈺淳  鄭子柔   
3A 鄧浩廉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陳昊正  鍾丞君  李文宇 
4A 陳滋棓  何沚錡  賀進軒   
5A 顏日宏  沈頌恩  鄧硯文   
6A 許燊堯  林佑其  盧浩彥  鄧晉賢  鄧芷妍 
6B 陳紫悠  陳泓亨  周卓祈  鍾俊廷  王翊匡  翁子民  張瑋琪 
 

 
 

普通話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葉銘恩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中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銀獎 

1A 張雅姿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初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銅獎 

1B 田昱頡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初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銅獎 

4B 吳綺莉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中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銅獎 

5B 施心怡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銅獎 

5B 黃  霏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銅獎 

6A 郭綺君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銅獎 

音樂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 王翊匡 
春雨歌唱比賽—高級組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主辦) 優異獎 

本校步操銅管 
樂團成員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2018—第三組 
(香港步操及鼓號樂團協會 主辦) 銀獎 

音樂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劉海晴 The 8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Piano Grade 3 Class 
Merit 



 

 

 

宗教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李厚文 
2019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小五組)—廣東話獨誦 

(漢語聖經協會主辦) 
優異 

5B 施心怡 
2019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小五組)—廣東話獨誦 

(漢語聖經協會主辦) 
優異 

5B 黃梓瑩 
2019第二十五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組(小五組)—廣東話獨誦 

(漢語聖經協會主辦) 
優異 

圖書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梁善兒 
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計劃— 
學生閱讀分享比賽(二年級組) 

(宗教教育中心主辦) 
季軍 

 第 16 屆書叢榜比賽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主辦) 

   
1B 陳善妤 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初級組) 亞軍 

1A 陳善盈 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1B 張穎琛 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2A 李瑋峻 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6A 鄧芷妍 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4A 陳滋棓 「書叢愛書籤 創意可萬千」書籤設計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本校 「最踴躍投票學校」比賽 最踴躍投票 

學校獎 

視藝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陳紫琳 
香港體育學會會徽設計比賽 

小學組 

(香港體育學會 主辦) 

冠軍 

5A 張潔宜 
香港體育學會會徽設計比賽  

小學組 

(香港體育學會 主辦) 

亞軍 

5B 鄧潔心 
Foodlink 填色比賽 2019 

小學組 
(Foodlink Foundation 膳心連基金 主辦) 

亞軍 

2A 梁善兒 「正義之光」警‧學計劃比賽 
(元朗警區 主辦) 亞軍 



 

 
 
 
 
 
 
 
 
 
 
 

視藝科  

 第十四屆「喜洋洋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攝影作品大賽 

(中國青少年書畫藝術研究學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 何珀然 幼兒組 二等獎 

1B 蔡添丞 幼兒組 二等獎 

1A 姚以晴 幼兒組 三等獎 

2B 郭逸朗 幼兒組 三等獎 

3A 黃鎧廸 兒童組 一等獎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兒童組 一等獎 

4B 郭嘉澄 兒童組 一等獎 

5B 黃  霏 兒童組 一等獎 

6B 黃凱雅 兒童組 一等獎 

2A 蔡心怡 兒童組 二等獎 

2A 鄧旖旎 兒童組 二等獎 

2B 陳昱嘉 兒童組 二等獎 

2B 陳琛悅 兒童組 二等獎 

3B 何婥婷 兒童組 二等獎 

3B 林雅萱 兒童組 二等獎 

4A 李悅彤 兒童組 二等獎 

4A 黎芯羽 兒童組 二等獎 

5A 徐子悅 兒童組 二等獎 

5B 施心怡 兒童組 二等獎 

5B 黃鎧彤 兒童組 二等獎 

6A 鄭卓霖 兒童組 二等獎 

6A 謝君灝 兒童組 二等獎 

2B 王子靖 兒童組 三等獎 

2B 馮凱楠 兒童組 三等獎 

3B 鄧晞璇 兒童組 三等獎 

6A 張嘉慧 兒童組 三等獎 



 

 
 
 
 

視藝科  

 第二十一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影交流展 
(哈爾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哈爾濱市華僑書畫院、哈爾濱市華僑攝影協會、哈爾濱幸福 

世紀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小學組 特金獎 

3B 何婥婷 小學組 特金獎 

4A 黎芯羽 小學組 特金獎 

5B 施心怡 小學組 特金獎 

5B 黃鎧彤 小學組 特金獎 

6B 黃凱雅 小學組 特金獎 

1A 何珀然 小學組 金獎 

1B 張雅怡 小學組 金獎 

2A 陳子媛 小學組 金獎 

2A 蔡心怡 小學組 金獎 

2A 鄧旑旎 小學組 金獎 

2B 王子靖 小學組 金獎 

2B 陳昱嘉 小學組 金獎 

2B 陳琛悅 小學組 金獎 

2B 馮凱楠 小學組 金獎 

3A 黃鎧廸 小學組 金獎 

3B 李悅澄 小學組 金獎 

3B 林雅萱 小學組 金獎 

3B 鄧晞璇 小學組 金獎 

4A 李悅彤 小學組 金獎 

4A 鄧晞曈 小學組 金獎 

4B 郭嘉澄 小學組 金獎 

5A 徐子悅 小學組 金獎 

5B 黃  霏 小學組 金獎 

6A 張嘉慧 小學組 金獎 

6A 鄭卓霖 小學組 金獎 

6A 謝君灝 小學組 金獎 

1A 姚以晴 小學組 銀獎 

1A 張雅姿 小學組 銀獎 

1B 蔡添丞 小學組 銀獎 

2B 郭逸朗 小學組 銀獎 



 

 
 
 
 
 
 
 
 
 
 
 

視藝科  

 第九屆「新星杯」全國青少年兒童國際書畫作品展評活動 
(《青少年書法報》社 及 北京格威文化藝術傳播有限公司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黃鎧廸 作品內容：《恭賀新禧》 優勝獎 

5A 徐子悅 作品內容：《秋詩》 優勝獎 

2A 高  澄 作品內容：《清涼圖》 二等獎 

2B 陳琛悅 作品內容：《戲荷圖》 二等獎 

2B 王子靖 作品內容：《快樂的下午》 二等獎 
3A 李悅澄 作品內容：《美麗的小姑娘》 二等獎 
3B 何婥婷 作品內容：《七彩繽紛》 二等獎 

4A 李悅彤 作品內容：《豬媽媽與寶寶》 二等獎 
4A 鄧晞曈 作品內容：《迎春接福》 二等獎 
4B 郭嘉澄 作品內容：《齊來拜年》 二等獎 

4B 鄭紫瑤 作品內容：《月夜下》 二等獎 
5B 黃鎧彤 作品內容：《三個睡寶寶》 二等獎 
6A 鄭卓霖  作品內容：《蘋果樹下》 二等獎 
6B 黃凱雅  作品內容：《豬年大吉》 二等獎 

1A 張雅姿 作品內容：《綠色世界》 三等獎 
1B 張雅怡 作品內容：《自由自在》 三等獎 
2A 梁善兒 作品內容：《快樂暢泳》 三等獎 

2A 鄧旖旎 作品內容：《神仙乒團》 三等獎 
2B 馮凱楠 作品內容：《力爭上游》 三等獎 
2B 郭逸朗 作品內容：《海底世界》 三等獎 
2B 馮愷怡 作品內容：《紅葉草魚》 三等獎 
3B 鄧晞璇 作品內容：《勇往直前》 三等獎 

3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作品內容：《我愛郊遊》 三等獎 

6A 張嘉慧  作品內容：《我們愛睡覺》 三等獎 



 
 

【視藝】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陳紫琳 
2018中秋節繪畫比賽(兒童組) 

(全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主辦) 
冠軍 

5A 陳紫琳 

第九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十歲組別 主題：自選主題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主辦) 

金獎 

5A 張潔宜 

第九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十歲組別 主題：自選主題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主辦) 

優異獎 

5A 陳紫琳 

第八屆國際巡迴賽(日本站) 

繪畫比賽(兒童組) 

(全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主辦) 

亞軍 

4A 張灝翔 

第二屆「我家愛寵」全港繪畫比賽 

高級組 

(I Can Education主辦) 

季軍 

4A 張灝翔 

2018香港青少年視藝大賽 

四年級西洋畫組 

(香港兒童音樂及藝術協會 主辦) 

優異獎 

4A 張灝翔 

Draw My Watch錶面設計比賽 2018 

 中童組 

(Gnet Star 主辦) 

銀獎 

4A 張灝翔 

「心動‧節慶」全港文化繪畫比賽 

高級組 

(KidStore 兒童文藝發展協會主辦) 

銀星 

4A 張灝翔 

繪畫比賽 2019 

主題：特色香港 (P3-4組)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 主辦) 

銅獎 

 
 
 
 
 
 
 
 
 
 
 
 
 
 
 
 
 
 
 
 



 
 

 
 
 
 
 
 
 
 
 
 
 

體育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饒嶢 
2018-2019 年度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主辦)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乒乓球】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林澤鎧 

第四屆全港小學區際校際乒乓球比賽 2018-2019 
男子組團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 
團體殿軍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康樂文化事務處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文喬姻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2B唐占宇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3A 謝和翰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3A 李厚靖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4A 陳滋棓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4A 賀進軒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5A 鄭子熙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6A 鄭錠濤  sportEXCEL 運動卓越獎 2019 運動卓越獎 
 2018-2019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林澤鎧 男子組單打賽 亞軍 
6A 許燊堯 男子組團體賽 傑出運動員 
5B 管翊霖 
5B 林澤鎧 
6A 許燊堯 
6B 林澤宇 
6B 羅眾喬 

男子組團體賽 殿軍 



 
 

【游泳】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饒嶢 
2018-2019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100 米自由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 

優異獎 
(第八名) 

【田徑】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4A 張玉怡 
2018-2019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擲壘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 

亞軍 

6B 周卓祈 
2018-2019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跳遠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 

優異獎 
(第八名) 

6A鮑浚霆 

6B梁哲圖 

6B謝嘉龍 

6B周卓祈 

聖公會靈愛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接力 
季軍 

6A 鮑浚霆 
6B 梁哲圖 
6B 謝嘉龍 
6B 周卓祈 

燕京書院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接力 季軍 

6A 鮑浚霆 
6B 梁哲圖 
6B 謝嘉龍 
6B 周卓祈 

八鄉中心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接力 
殿軍 

 
 
 

【田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周卓祈 

2018全港學界兒童田徑超級盃(第二屆) 

男子 2007年組跳遠 

(全港學界兒童體育會 主辦) 

冠軍 

6B周卓祈 

2018全港學界兒童田徑超級盃(第二屆) 

男子 2007年組 60米 

(全港學界兒童體育會 主辦) 

冠軍 

4B 葉 羿 
新春兒童田徑錦標賽 
男子 09 年組賽 800 米 

(飛達田徑會 主辦) 
季軍 

 
 



 

【花式跳繩】 

 寶馬山扶輪盃全港小學跳繩比賽 2019(九龍分區賽) 

(寶馬山扶輪社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陳紫琳 

5A 鄧韻姿 
30 秒橫排速度賽 (女子甲組) 優異獎 

3A 陳文丰 

3A 黃鎧廸 

4B 鄧朗熙 

4B 葉  羿 

男子乙組─ 4x30 秒單人繩接力賽  優異獎 

5A 陳紫琳 

5A 鄧韻姿 

5A 李曉霖 

6A 郭綺君 

6A 饒  嶢 

6B 袁凱晴 

全場總成績 (女子甲組) 
優異獎 

(第五名) 

3A 陳文丰 

3A 黃鎧廸 

4B 鄧朗熙 

4B 葉  羿 

全場總成績 (男子乙組) 
優異獎 

(第五名) 

 第十屆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2019 

(天水圍香島中學 主辦 / Ziberty Sports Studio協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B鄧朗熙 30秒個人花式 (男子乙組) 亞軍 

3A 陳文丰 

4B鄧朗熙 
1分鐘橫排跳 (男子乙組) 殿軍 

3A 陳文丰 30秒單車步 (男子乙組) 優異獎 

2A黃庭灝 30秒單車步 (男子丙組) 優異獎 

4B 丘家喜 30秒單車步 (女子乙組) 優異獎 

3A黃鎧廸 30秒交叉跳 (男子乙組) 優異獎 

5B黃鎧彤 30秒交叉跳 (女子甲組) 優異獎 

4A陳紫潁 30秒交叉跳 (女子乙組) 優異獎 

2A簡希曼 30秒交叉跳 (女子丙組) 優異獎 

 
 
 
 
 
 
 
 
 
 
 



 

【壁球】(個人獎項) 

 第十屆全港小學校際小型壁球比賽 2018/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香港壁球總會 協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黃思諭 男子乙組個人賽事  季軍 

4A 陳滋棓 女子丙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名) 

6A 鄧芷妍 女子甲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名) 

6A鄭錠濤 男子甲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名) 

6A張嘉軒 男子甲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名) 

 
 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學校計劃 2018/2019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文喬姻 活力繽紛嘉年華大獎賽 亞軍 

2A 李希儒 活力繽紛嘉年華大獎賽 優異獎(5-8名) 

3A 謝和翰 活力繽紛嘉年華大獎賽 優異獎(5-8名) 

 
 
 2019 簡易運動大賽-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鄭錠濤 男子甲組 季軍 

3A黃逸謙 男子乙組 季軍 

3A李厚靖 男子乙組 殿軍 

2A文喬姻 女子乙組 優異獎 

3A鄧巧蔚 女子乙組 優異獎 

 
 
 
 
 
 
 
 
 
 
 
 
 
 
 
 
 



 
 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計劃 2018/2019-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個人獎項)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沈頌恩 女子經驗組甲組 冠軍 

4B陳嘉靜 女子經驗組乙組 冠軍 

2A文喬姻 女子經驗組丙組 冠軍 

4A 聶子皓 男子經驗組乙組 冠軍 

4B郭嘉澄 女子經驗組乙組 亞軍 

2A高  澄 女子經驗組丙組 亞軍 

6A曾雅梅 女子經驗組甲組 季軍 

4A黎芯羽 女子經驗組乙組 季軍 

2B蕭詠絃 女子經驗組丙組 季軍 

2A葉  嵐 男子精英組丙組 季軍 

6B 温俊熙 男子經驗組甲組 季軍 

4B司徒正朗 男子經驗組乙組 季軍 

3B朱嘉慧 女子經驗組乙組 優異獎(5-8名) 

2A李希儒 女子經驗組丙組 優異獎(5-8名) 

6A鄭錠濤 男子精英組甲組 優異獎(5-8名) 
4A賀進軒 男子精英組乙組 優異獎(5-8名) 
2A潘子安 男子精英組丙組 優異獎(5-8名) 
2B吳子浩 男子精英組丙組 優異獎(5-8名) 
6B 林澤宇 男子經驗組甲組 優異獎(5-8名) 

2B李賢哲 男子經驗組丙組 優異獎(5-8名) 

6A 鄧芷妍 女子精英組甲組 優異獎(5-8名) 

4A何沚錡 女子經驗組乙組 遺材賽優勝者 

2B楊和萬 男子精英組丙組 遺材賽優勝者 

4A陳滋棓 女子精英組乙組 遺材賽優勝者 

5B 黃  霏 女子經驗組甲組 遺材賽第二名 

1B楊瑩瑩 女子經驗組丙組 遺材賽第二名 

4A 田宇軒 男子經驗組乙組 遺材賽第二名 

2B 唐占宇 男子經驗組丙組 遺材賽第二名 

 
 
 
 
 
 
 
 
 
 
 
 
 



 
 【壁球】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計劃 2018/2019-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團體獎項)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楊瑩瑩 2A文喬姻 

2A高  澄 2A李希儒 

2B蕭詠絃 3B朱嘉慧 

4A何沚錡 4A黎芯羽 

4B郭嘉澄 4B陳嘉靜 

5A沈頌恩 5A潘慧盈 

5B黃  霏 6A曾雅梅 

6A郭綺君 

女子經驗組團體賽 全場總冠軍 

5A沈頌恩 5A潘慧盈 

5B黃  霏 6A郭綺君 

6A曾雅梅 

女子經驗組甲組團體賽 團體冠軍 

3B朱嘉慧 4A何沚錡 

4A黎芯羽 4B陳嘉靜 

4B郭嘉澄  

女子經驗組乙組團體賽 團體冠軍 

1B楊瑩瑩 2A文喬姻 

2A高  澄 2A李希儒 

2B蕭詠絃 

女子經驗組丙組團體賽 團體冠軍 

4A 聶子皓 4A 田宇軒 

4A 鄧思衡 4B 張皓喬 

4B司徒正朗 

男子經驗組乙組團體賽 團體冠軍 

2A葉  嵐  2A潘子安 

2B吳子浩  2B楊和萬 
男子精英組丙組團體賽 團體亞軍 

6A 吳宇森 6A 黃永楷 

6B 温俊熙 6B 林澤宇 

6B 羅子恆  

男子經驗組甲組團體賽 團體亞軍 

3A黃逸謙 3A李厚靖 

4A賀進軒 4B馮智健 
男子精英組乙組團體賽 團體季軍 

2A 黃守一 2B李賢哲 

2B 唐占宇 2B馮諾心 

2B司徒正浩 

男子經驗組丙組團體賽 團體季軍 

3A温希敏 3A鄧巧蔚 

4A陳滋棓 
女子精英組乙組團體賽 團體季軍 

 
 
 
 
 
 
 
 
 
 
 
 



 

【壁球】(隊際獎項) 

 第十屆全港小學校際小型壁球比賽 2018/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香港壁球總會 協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鄭錠濤 

6A張嘉軒 

6A賴俊霖 

6B王翊匡 

男子甲組團體賽事 亞軍 

6A鄧芷妍 

6B王芷亭 
女子甲組團體賽事 季軍 

3B蔡碧珊 

4A陳滋棓 

4A黎芯羽 

4B陳嘉靜 

4B郭嘉澄 

女子丙組團體賽事 季軍 

5A林圓叁 

5A鄭子熙 

5A李厚文 

5B黃思諭 

5B管翊霖 

男子乙組團體賽事 季軍 

3A李厚靖 

4A賀進軒 

4A聶子皓 

4B馮智健 

男子丙組團體賽事 優異獎 

 

 際外展壁球比賽 2018/2019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鄭錠濤 

6A 賴俊霖 

6A 張嘉軒 

男子高小組 冠軍 

3A 謝和翰 

3A 黃逸謙 

3A 李厚靖 

男子初小組 亞軍 

3A 鄧巧蔚 

3A 溫希敏 

3B 朱嘉慧 

女子初小組 季軍 

 
 
 
 
 
 
 



 

【壁球】(自行報名獎項)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計劃 2018/19 小型壁球大比拼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A陳滋棓 女子十歲以下組別 冠軍 

4A黎芯羽 女子十歲以下組別 季軍 

4A聶子皓 男子十歲以下組別 季軍 

6A吳宇森 男子十三歲以下組別 遺材賽第一名 

 耀才證券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2018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B 馮智健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遺材賽第一名 

5B 黃思諭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第五名 

6A 鄭錠濤 男子十三歲以下組別 第十四名 

6A 鄧芷妍 女子十三歲以下組別 第十四名 

5B 管翊霖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第十五名 

 香港足球會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8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黃思諭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第四名 

6A 鄭錠濤 男子十三歲以下組別 第七名 

6A 鄧芷妍 女子十三歲以下組別 第八名 

 HEAD 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8 

(香港壁球總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鄧芷妍 女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第五名 

 元朗區壁球公開賽 20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 合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鄧芷妍 女子兒童組(12組歲或以下) 冠軍 

 
 
 
 
 
 
 



 

【跆拳道】 

 凝聚家庭力量．武動全城慈善金盃賽 2019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 馮濼殷 幼兒組(白帶組別)—破板賽 冠軍 

1A 吳彥均 幼兒組(白帶組別)—破板賽 優異 

1B 鄧信慧 幼兒組(白帶組別)—速度賽 亞軍 

2B 陳銘國 兒童組(黃帶組別)—破板賽 冠軍 

4A 鄧信恒 兒童組(綠帶組別)—速度賽 亞軍 

 

【籃球】 

 第三屆錦田熱血少年籃球聯賽 (錦田匯動文化館)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A 張玉怡 
5B 蔡  嵐 
6A 曾雅梅 
6A 甄鎧祺 
6A 汪以琳 

女子組 冠軍 

4A 鄧思衡 
5A 張宇烽 
5B 林煒晉 
6A 方日希  
6A 鮑浚霆 
6B 謝嘉龍 
6B 周卓祈 
6B 張影晞 
6B 翁子民 
6B 林澤宇 
6B 方鈺佳 
6B 陳泓亨 

男子組 亞軍 

 
 

【棒球】(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周卓祈 2018少年軟式壘球(Tee Ball U12)回歸盃 季軍 

 



 

【野外定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饒 嶢 
第六屆亞洲定向錦標賽 

中距離賽(W12) 
(香港定向總會 主辦) 

冠軍 

6A 饒 嶢 

2018 年全國青少年定向錦標賽 
12 歲短距離接力賽 

(國家體育總局航空無線電模型運動管理中心 及 
中國定向運動協會 主辦) 

冠軍 

6A 饒 嶢 
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 2018(速決賽) 

初級公開組 
(香港定向總會 主辦) 

冠軍 

6A 饒 嶢 
2018 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新界區) 

個人女子丁組 
(香港定向總會 主辦) 

冠軍 

6A 饒 嶢 
2018/2019 香港野外定向會錦標賽 

W12 組別 
(香港野外定向會 主辦) 

冠軍 

6A 饒 嶢 
2018 香港野外定向會短途公開聯賽 

W12 組別 
(香港野外定向會 主辦) 

季軍 

6A 饒 嶢 
Y2Y 沿徑定向聯賽 

初級組 
(Y2Y 定向運動發展及培訓中心 主辦) 

季軍 

 

【越野跑/長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饒 嶢 
2019 台灣同儕盃彰化 B 區愛心路跑賽 

10 公里 女子組 
(台灣彰化縣旭展國際同濟會主辦) 

亞軍 

4B 葉 羿 
創新競跑 10 公里 2018 

1 公里親子賽 - 親子 II 組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及香港科技園公司 合辦) 

冠軍 

6A 饒 嶢 
飛達 40 週年 5K 系列賽 2018(第三站) 

女子青年 I 組(10-11 歲) 
(飛達田徑會 主辦) 

冠軍 

6A 饒 嶢 
Petzl 煙花夜跑 2018 

8 公里越野跑 女子公開組 
(Y2Y 定向運動發展及培訓中心 主辦) 

冠軍 

6A 饒 嶢 
慈善 PB 跑 2017 馬鞍山站 

10 公里個人女子組(2005-2007) 
(PB Runners 主辦) 

冠軍 



4B 葉 羿 
慈善 PB 跑 2018 
3km 親子男子組 

    (PB Runner 主辦) 
季軍 

4B 葉 羿 Polar Half Marathon Relay Challenge 2018 
18 歲以下組 季軍 

 

【三項鐵人】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B 葉 羿 
CHALLENGE 香港站 2018 國際鐵人三項賽 

男子 2009 
(CHALLENGE 主辦) 

冠軍 

4B 葉 羿 
2018 中國體育彩票全國小鐵 U 系列賽 

男子迷你距離 U9 組 
(中國鐵人三人運動協會 主辦) 

冠軍 

4B 葉 羿 
2018 深圳市青少年鐵人三項賽 

男子初級組 
(RUN KIDS 小鐵三 主辦) 

亞軍 

6A 饒 嶢 
2018 分齡三項鐵人賽 

女子 2007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主辦) 

亞軍 

6A 饒 嶢 
香港人壽 ASTC 三項鐵人亞洲盃 2018 

女子 2007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主辦) 

季軍 

6A 饒 嶢 
2018 香港陸上兩項鐵人錦標賽 

女子 2007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主辦) 

季軍 

4B 葉 羿 
2018 廣州市青少年鐵人三項賽 

男子初級組 
(RUN KIDS 小鐵三 主辦) 

季軍 

 

【花式溜冰】(自行報名獎項)  

 ISI Skate Hong Kong 2018(香港滑冰賽 2018) 
(Ice Skating Institute of Asia & The Rink Ice Arena)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B 蕭詠絃    速度滑冰一級 冠軍 
2B 蕭詠絃    藝術性一級 季軍 
 Ice Castle International ISI Asia (亞洲滑冰邀請賽 Skate Asia 2018) 

(Ice Skating Institute of Asia & The Rink Ice Arena)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2B 蕭詠絃 自由滑一級 亞軍 
2B 蕭詠絃 藝術性一級 殿軍 
2B 蕭詠絃 公開花式(銅級) 殿軍 

 
 



 

 
 

其他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汪以琳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8-2019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主辦) 
嘉許獎 

5A 陳紫琳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8/19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主辦) 
元朗區 
文藝之星 

5A 張潔宜 第四屆元朗區至叻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主辦) 
嘉許獎 

5B 唐嘉珩 第四屆元朗區至叻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主辦) 嘉許獎 

 
 
 
 

全人發展組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18-2019)聯校親子比賽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張潔修 「接納關懷愛同行 — 我有我特色」 
聯校親子自我形象設計比賽 (一、二年級組) 優異 

2B 鄧晉宇 「接納關懷愛同行 — 我有我特色」 
聯校親子自我形象設計比賽 (一、二年級組) 優異 

3B 鄭美嘉 「接納關懷愛同行 — 關懷的雨傘」 
聯校親子插圖設計比賽 (三、四年級組) 優異 

4B 林溢豐 「接納關懷愛同行 — 關懷的雨傘」 
聯校親子插圖設計比賽 (三、四年級組) 優異 

5B 唐嘉珩 「接納關懷愛同行 — 缺角的美麗」 
聯校親子創作比賽 (五、六年級組) 優異 

6A 鍾淑琦 「接納關懷愛同行 — 缺角的美麗」 
聯校親子創作比賽 (五、六年級組) 優異 

 2018-2019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 主辦)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1A 凌廷嘉 2018-2019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獎學金 

2B 李芍霖 2018-2019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獎學金 

3A 鄧巧蔚 2018-2019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獎學金 

4B 梁焯賢 2018-2019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獎學金 
5B 鄧曉潁 2018-2019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獎學金 
6B 關頌思 2018-2019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