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學生校外比賽優秀成績(全學年)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中詩集誦隊 

(一、二年級學生) 
詩文集誦—粵語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合誦 良好 

1A 黃守一 小學一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1A  LEE OLIVE 
MARITE JUNYI 小學一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1A 陳子媛 小學一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2A 陳喜儀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2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3B 鄧朗熙 小學三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5A 鄔嘉豪 小學五年級 散文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6A 黎穎琳 小學六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優良 

6B  LEE SAM 
EDUARDS JUEN 

SONG 
小學六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優良 

1A 陳樂燊 小學一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良好 

2B 黃存三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良好 

2B 盧曉彥 小學二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良好 

6B 林樂希 小學六年級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良好 

1A 鄧旖旎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1A 陳昱嘉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1B 梁東豪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1B 王子靖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2A 葉銘恩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2B 朱嘉慧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2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小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3B 黎芯羽 小學三、四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6A 黎穎琳 小學五、六年級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6B  LEE SAM 
EDUARDS JUEN 

SONG 
小學五、六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組) 優良 

5B 黃凱雅 小學五、六年級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良好 

 
 
 
 
 

 



 
「中文集誦」參賽學生名單： 
1A 陳樂燊  陳琛悅  陳子媛  陳昱嘉  鄭子柔  李智恒  李燕蕎  廖沛怡 

鄧旖旎  黃守一  司徒正浩 
1B 馮愷怡  馮諾心  葉  嵐  文汝軒  鮑凱婷  蕭詠絃  唐占宇  鄭曉蔚  陳雅琳 
2A 陳巧凝  陳樂熙  錢可柔  黎信志  林晏瑄  黃鎧廸  葉銘恩 
2B 蔡子澄  鍾丞君  何珀悠  林雅萱  盧曉彥  吳嫚烯  黃存三  汪以珞  徐穎欣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英詩集誦隊 
(一至三年級學生)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1 to 3 - Mixed Voive Merit 

1A 馮凱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Second 
1A  LEE OLIVE 
MARITE JUNYI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 5 to 7, Boys and Girls Merit 

1A 李芍霖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Merit 

1A 陳朗謙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Merit 

2A 張意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Boys Merit 

2B 朱嘉慧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Merit 

2B 汪以珞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Merit 

3A 陳滋棓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3, Girls Merit 

4A 陳  領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4, Boys Merit 

4B 林樂正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4, Boys Merit 

5B 伍倬儀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5, Girls Merit 

5B 梁  靈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5, Girls Merit 

6A 陳朗暄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6, Girls Merit 

6A 黎穎琳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6, Girls Merit 

6B  LEE SAM 
EDUARDS JUEN 

SONG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 11, Boys and Girls Merit 

5A 賴俊霖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5, Boys Proficiency 

3A 張皓喬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rimary 5, Boys Proficiency 

 
「英文集誦」參賽學生名單： 
2A 黃逸謙 
2B  Azjar Mohammad Qasim  Ayu Champness  陳佩秋  朱嘉慧  鍾丞君  林雅萱  蕭政彥  

  黃存三  蔡碧珊  周正前  汪以珞 
3A  Azhar Sheza  陳滋棓  陳津津  張灝翔  張皓喬  張玉怡  簡均霖  郭嘉澄  梁焯賢 

  李展烽  魯詠璿  簡瑪努  彭丹敏  鄧䁗欣  田宇軒  丘家喜 
3B  陳善悠  陳霆謙  蔡雅熒  蔡影荷  朱詠恩  何沚錡  簡希橦  黎芯羽  林清渝  林溢豐  

李悅彤  梁灝嵐  聶子皓  吳綺莉  譚晞駿  鄧晞曈  鄧朗熙  鄧天佑  游芷悅  英家寶 
 

 

 

 

 

 



 
「合唱團」參賽學生名單：  
4A 陳紫琳  張潔宜  劉海晴  潘慧盈 
4B 周懿晴  謝靖暐  黎信希  唐嘉珩  黃思諭  
5A 吳嘉敏  鄧晉賢  饒 嶢  甄鎧祺  汪以琳  許燊堯  張嘉慧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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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  浩 
6A 陳朗暄  張銘軒  丘  悅  鄧潁沂  羅眾圓 
6B 香嘉瑩  江梓謙  林樂希  麥煒珈  吳沛嵐  鄧凱雯  鄧栩然  鄧紀言  

「中國舞」參賽學生名單：  

2A 温希敏  賴卓婷  2B 林雅萱 
3A 陳滋棓  郭嘉澄  3B 陳善悠  陳嘉靜  林清渝 
4A 陳紫琳  4B 鄧穎蕎 鄧茵兒 
5B 伍倬儀 王芷亭 張瑋琪   
6A 張凱喬  6B 陸子淇 龍琝芝 吳沛嵐 鄧紀言 鄧栩然 

 
 

第七十屆學校音樂節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陳朗暄 分級鋼琴獨奏七級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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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軍 

1B 文汝軒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1B 文喬姻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2A 袁詩恩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2B 汪以珞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3A 魯詠璿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3A 陳滋棓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4A 陳紫琳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4A 劉海晴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4B 譚皓駿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4B 黃思諭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5A 鍾淑琦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5A 汪以琳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5A 杜彥郴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優良 
6A 方殷豪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6A 鍾柏朗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3B 譚晞駿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良好 

5B 袁凱晴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6B 麥煒珈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良好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本校中國舞隊 中國舞比賽 甲等獎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7/18 
The School Performance Phase 

參賽學生 成績/獎項 

4A 陳樂澄 
4A 潘慧盈 
4A 張潔宜 
4A 徐子悅 
4B 林幸知 
5A 徐梓滔 
5A 鄧晉賢 
5A 高啟廸 
5A 汪以琳 
5A 盧浩彥 
5B 鍾明芯 
5B 伍倬儀 
5B 王翊匡 
5B 梁  靈 
6A 陳朗暄 
6A 鄭海楠 
6A 張凱喬 
6A 張銘軒 
6A 張穎喬 
6A 鍾柏朗 
6A 方殷豪 
6A 黎穎琳 
6A 羅眾圓 
6A 黃頌言 
6A 丘  悅 
6B 古詩娜 
6B 林樂希 
6B 李俊聖 

Adjudicators’ Award 
評判推介演出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傑出舞台效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傑出劇本獎 

6A 陳朗暄 
6A 鄭海楠 
6A 張銘軒 
6A 方殷豪 
6A 黃頌言 
6A 丘  悅 
6B 李俊聖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傑出演員獎 

英語話劇組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傑出劇本獎 

 
 
 



 

 

 

 
 

中文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 李瑋峻 
第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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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麥銘恒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硬筆書法小學  高級組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 

優良獎 

數學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 郭錦棠 聖公會小學第 21 屆(2017-2018 年度)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常識科──隊際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 曾松添 
2017-2018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巨獸機械人速度賽 
(理腦思科儀教具社主辦) 

亞軍 

6A 黃逸曦 
2017-2018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巨獸機械人速度賽 
(理腦思科儀教具社主辦) 

優異獎 

6A 鍾柏朗 
6A 黃頌言 
6B 曾松添 
6B 鄧翉然 

2017-18 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香港數理學會主辦) 

鑽石獎 
(最高級) 

5A 汪以琳 
5A 徐梓滔 
6B 黃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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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團隊 
合作獎 

5B 陳泓亨 
6A 黃頌言 
6A 黎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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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異獎 
(第五名) 

5A 汪以琳 
5A 徐梓滔 
5B 鍾明芯 
5B 羅子恆 
5B 麥銘恒 
5B 梁哲圖 

第二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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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許獎 



 

「步操銅鼓樂團」參賽學生名單： 

2A 唐嘉謙  鄧浩廉  2B 陳昊正  蔡子澄  鍾丞君  李文宇 
3A 陳滋棓  簡均霖  3B 林清渝 
4A 顏日宏  沈頌恩  鄧硯文  4B 施心怡  譚皓駿  唐嘉珩 
5A 許燊堯  鄧晉賢  鄧芷妍  5B 陳紫悠  周卓祈  鍾俊廷  王翊匡  翁子民  張瑋琪 
6A 陳朗暄  張銘軒  鄧智健  6B 郭浚晞  鄧栩然  吳約賢 

  

 

 
 
 
 
 
 
 
 

音樂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B 黃思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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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 鄧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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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步操銅鼓 
樂團成員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2017 第三組 
(香港步操及鼓號樂團協會 主辦) 銅獎 

音樂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 黃丞希 第九屆「香江盃」音樂大賽 

弦樂組─中級組 
銅獎 

6B 黃丞希 

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2018 
管/弦器樂—兒童組(P4-P6) 

(元朗大會樂 主辦) 

銀獎 

宗教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梁  靈 
第 24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小五組—廣東話獨誦 

(漢語聖經協會 主辦) 
優異 

5B 王芷亭 
第 24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小五組—廣東話獨誦 

(漢語聖經協會 主辦) 
優異 

5B 張瑋琪 
第 24屆聖經朗誦節 

學校小五組—廣東話獨誦 

(漢語聖經協會 主辦) 
優異 

   



 

 
 

 
 
 
 
 
 
 
 
 
 

普通話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黃彥凱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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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1A 韓潤東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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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葉銘恩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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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錢可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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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蔡雅熒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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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黃  霏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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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鄧家希 
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計劃— 
學生閱讀分享比賽(五年級組) 

(宗教教育中心主辦) 
冠軍 

1B 梁善兒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我的圖書館」心意咭設計比賽 (初小組) 

(香港公共圖書館 主辦) 
優勝奬 

5A 鄭卓霖 
第 15 屆書叢榜比賽— 

「書叢愛書簽 創意可萬千」書簽設計比賽 (高級組)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主辦) 

優異獎 

本校 
第 15 屆書叢榜比賽—「最踴躍投票學校」比賽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主辦) 
最踴躍投票 

學校獎 



 
 

視藝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梁善兒 
母親節填色比賽初級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優異獎 

5A 鄭卓霖 

2017「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北方院中國少兒童美術書法影作品編輯委員會 主辦) 

壹等獎 
5B 黃凱雅 貳等獎 
4B 黃  霏 貳等獎 
4A 徐子悅 貳等獎 
4B 黃鎧彤 叁等獎 
2A 李悅澄 叁等獎 

2B 林雅萱 叁等獎 

2B 何婥婷 叁等獎 
2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叁等獎 

聖公會聖約瑟

小學 

「母親頌」 第三十三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中國美術教育委員會 主辦) 

優秀集體獎 

5B 黃凱雅 金獎 
5A 鄭卓霖 金獎 
4B 黃  霏 金獎 

5A 張嘉慧 金獎 

4A 徐子悅 金獎 

2A 黃鎧迪 金獎 

4B 黃鎧彤 銀獎 
3B 李悅彤 銀獎 

2A 李悅澄 銀獎 

2B 林雅萱 銀獎 

2B 何婥婷 銀獎 
2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銀獎 

2B 汪以珞 銅獎 
 
 
 
 



 
 
 
 

 
 
 
 
 
 
 
 
 
 
 
 
 
 
 
 

視藝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B 林雅萱 

第二十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畫攝影交流展(小學組)   
(哈爾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哈爾濱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合辦) 

金獎 
2B  Champness 

Ayu Cleopatra 
Phoenix 

金獎 

5A 謝君灝 金獎 
5B 黃凱雅 金獎 

3B 司徙正朗 銀獎 
4B 黃霏 銀獎 

5A 張嘉慧 銀獎 
5A 鄭卓霖 銀獎 
1A 陳子媛 銅獎 
1A 陳琛悅 銅獎 
1A 高浩哲 銅獎 
2A 黃鎧廸 銅獎 
2B 何婥婷 銅獎 
4B 黃鎧彤 銅獎 

視藝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B 朱嘉慧 
「海洋的新衣」T 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7 (初小組) 

(漁農自然護理署、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及香港教育大學合辦) 

優異獎  



 

 
 
 

體育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饒  嶢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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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管翊霖 
4B 林澤鎧 
5B 林澤宇 
5B 羅眾喬 
6A 鄭卓桐 

2017-2018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 

優異(5-8名) 

4B 管翊霖 
4B 林澤鎧 
5A 許燊堯 

5B 羅眾喬 

元朗新動力第一屆元朗區小學乒乓球錦標賽 優異(5-8名) 

【游泳】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饒  嶢 
2017-2018年度元朗學界游泳賽 

女子乙組100米自由泳 第七名 

5A 饒  嶢 
2017-2018年度元朗學界游泳賽 

女子乙組50米自由泳 第八名 

【田徑】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A 陳栢心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丙跳遠 

第七名 

6A 張俊龍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特 200 米 第八名 

6A 張俊龍 
6A 張穎喬 
6B 曾松添 
6B 鄧樂恩 

聖公會榮真小學迎 30 校慶陸運會接力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 4X100 接力 殿軍 

5B 周卓祈 
6A 張俊龍 
6A 黃逸曦 
6B 曾松添 

八鄉中心小學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 米接力 殿軍 



 
 
 
 
 
 

【花式跳繩】 

 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 2017(香港花式跳繩會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B 鄧朗熙 小學男子丙組 30 秒單車步 冠軍 

5A 饒  嶢 小學女子乙組 30 秒單車步 
冠軍 

3A 楊江泉 小學男子丙組 30 秒交叉開 殿軍 
 全港校際新春花式跳繩比賽2018 (北區體育會主辦) 

【個人項目】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葉  羿 小學乙組混合組—30秒單車步 冠軍 
3A 葉  羿 小學乙組混合組—30秒交叉跳 冠軍 
3A 丘家喜 小學乙組女子組—30 秒交叉跳  冠軍 
3A 丘家喜 小學乙組女子組—30 秒後繩跳 冠軍 
3A 楊江泉 小學乙組男子組—30 秒單車步  冠軍 
3A 楊江泉 小學乙組男子組—30 秒二重跳  冠軍 
3B 鄧晞曈 小學乙組混合組—30秒後繩跳 冠軍 
3B 蔡影荷 小學乙組女子組—30 秒單車步  冠軍 
4B 林澤鎧 小學甲組男子組—30秒單車步 冠軍 
4B 林澤鎧 小學甲組男子組—30秒後繩跳 冠軍 
5A 郭綺君 小學甲組女子組—30秒後繩跳 冠軍 
6A 鄭海楠 小學甲組女子組—30秒交叉跳 冠軍 
6B 鄧佩珊 小學甲組女子組—30秒單車步 冠軍 
6B 鄧樂恩 小學甲組女子組—30 秒二重跳 冠軍 
3B 鄧朗熙 小學乙組男子組—30 秒單車步  亞軍 
3B 鄧朗熙 小學乙組男子組—30 秒二重跳  亞軍 
3B 鄧晞曈 小學乙組混合組—30秒單車步 亞軍 
5A 饒  嶢 小學甲組女子組—30秒單車步 亞軍 
5A 饒  嶢 小學甲組女子組—30 秒二重跳 亞軍 
5B 袁凱晴 小學甲組女子組—30秒後繩跳 亞軍 
6A 黃榮浠 小學甲組男子組—30秒單車步 亞軍 
6A 黃榮浠 小學甲組男子組—30秒後繩跳 亞軍 
6B 林樂希 小學甲組女子組—30秒交叉跳 亞軍 
3B 蔡影荷 小學乙組女子組—30 秒後繩跳 季軍 
6A 鄭海楠 小學甲組女子組—30秒單車步 季軍 



 
 
 
 
 
 

【花式跳繩】 

 全港校際新春花式跳繩比賽2018 (北區體育會主辦) 

【隊際項目】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丘家喜 
3B 蔡影荷 

小學乙組女子組—1分鐘車輪跳 冠軍 

3A 丘家喜 
3B 蔡影荷 

小學乙組女子組—1 分鐘朋友跳  冠軍 

3A 楊江泉 
3B 鄧朗熙 

小學乙組男子組—1分鐘車輪跳 冠軍 

3A 楊江泉 
3B 鄧朗熙 

小學乙組男子組—1 分鐘朋友跳  冠軍 

3A 葉  羿 
3B 鄧晞曈 

小學乙組混合組—1分鐘車輪跳 冠軍 

3A 葉  羿 
3B 鄧晞曈 小學乙組混合組—1 分鐘朋友跳  冠軍 

4B 林澤鎧 
6A 黃榮浠 

小學甲組男子組—1 分鐘朋友跳  冠軍 

5A 饒  嶢 
6B 鄧樂恩 

小學甲組女子組—1 分鐘朋友跳  冠軍 

6A 鄭海楠 
6B 林樂希 

小學甲組女子組—1 分鐘車輪跳  冠軍 

5A 郭綺君 
5B 袁凱晴 

小學甲組女子組—1 分鐘朋友跳  亞軍 

5A 郭綺君 
5B 袁凱晴 

小學甲組女子組—1 分鐘車輪跳  亞軍 

5A 饒  嶢 
6B 鄧樂恩 

小學甲組女子組—1 分鐘車輪跳  季軍 

6A 鄭海楠 
6B 林樂希 

小學甲組女子組—1 分鐘朋友跳  季軍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2017(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楊江泉 1X30秒交叉繩速度跳比賽(五至七歲男子組) 亞軍 
3A 楊江泉 1X30秒前繩速度跳繩比賽(五至七歲男子組) 季軍 
6B 鄧樂恩 1X30秒前繩速度跳繩比賽(十至十一歲女子組) 季軍 



 

 第三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主辦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鄭海楠 
5B 袁凱晴 
6B 林樂希 
6B 鄧樂恩 
6B 香嘉瑩 
6B 鄧佩珊 
5A 郭綺君 
5A 饒  嶢 
3A 丘家喜 
3A 楊江泉 
4A 李曉霖 
3B 鄧朗熙 

學界表演杯 
(小學公開組) 

全場總亞軍 

6A 鄭海楠 
5B 袁凱晴 
6B 林樂希 
6B 鄧樂恩 
6B 香嘉瑩 
6B 鄧佩珊 
5A 郭綺君 
5A 饒  嶢 

2 分鐘 8 字走位大繩速度賽  
(新界區小學女子組) 

季軍 

5A 饒  嶢 
3A 楊江泉 
4A 李曉霖 
3B 鄧朗熙 

4 x30 秒混合速度接力賽 
 (新界區小學男女混合公開組) 

殿軍 

3A 楊江泉 
4A 李曉霖 
6B 鄧樂恩 
3A 丘家喜 

4X30 前繩速度接力賽  
(新界區小學男女混合公開組) 

殿軍 

3A 楊江泉 
30 秒前繩速度賽 

 (新界區小學 8 歲或以下男子組) 
亞軍 

5A 饒  嶢 
30 秒前繩速度賽 

 (新界區小學 9 歲或以上女子組) 
冠軍 

6B 鄧樂恩 
30 秒前繩速度賽 

 (新界區小學 9 歲或以上女子組) 
亞軍 

6A 鄭海楠 
30 秒前繩速度賽 

 (新界區小學 9 歲或以上女子組) 
殿軍 

 
 
 
 



 

 
 
 
 
 
 
 
 
 
 
 
 
 
 
 
 
 
 
 
 
 
 
 
 

【籃球】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方日希 
5A 黃永楷 
5A 張嘉軒 
5B 陳泓亨 
5B 周卓祈 
6A 張俊龍 
6A 黃泓浩 
6A 黃彥凱 
6B 黎梓然 

錦田青年中心新會厦落成開球禮之籃球聯賽 
男子組 亞軍 

6A 巫婉晴 
6A 鄧子珊 
6B 龍琝芝 
6B 吳沛嵐 

錦田青年中心新會厦落成開球禮之籃球聯賽 
女子組 季軍 

6A 張俊龍  
6A 黃頌言 
6A 黃榮浠 
6A 黃泓浩 
6A 黃彥凱  
6B 黃丞希 
6B 鄔嘉淳 
6B 盧政言 
5B 周卓祈  
5B 謝嘉龍 

第二屆錦田熱血少年籃球聯賽 
(錦田匯動青年館主辦) 季軍 



 

【跆拳道】 

 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青年交流金盃賽 2018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陳銘國 幼兒組(黃帶組別)—破板賽 冠軍 

  3A 沈卓衡 兒童組(黃綠帶組別)—速度賽 冠軍 

4A 簡宇軒 兒童組(綠帶組別)—破板賽 亞軍 

4A 簡宇軒 兒童組(綠帶組別)—速度賽 亞軍 

1B 陳銘國 幼兒組(黃帶組別)—速度賽 優異獎 

3A 沈卓衡  兒童組(黃綠帶組別)—破板賽 優異獎 

3B 吳綺莉 兒童組(黃帶組別)—速度賽 優異獎 

 全港十八區武動人生慈善金盃賽 2018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主辦) 

1B 陳銘國 幼兒組(黃帶組別)—破板賽 冠軍 

1B 陳銘國 幼兒組(黃帶組別)—速度賽 亞軍 

3B 鄧頌曦 兒童組(綠藍帶組別)—破板賽 亞軍 

1A 楊瀚智 兒童組(黃綠帶組別)—破板賽 季軍 

2B 鄧澤熹 兒童組(黃帶組別)—破板賽 季軍 

3A 沈卓衡 兒童組(綠帶組別)—速度賽 季軍 

3B 鄧信恒 兒童組(綠帶組別)—速度賽 優異獎 

5B 方鈺佳 兒童組(藍帶組別)—破板賽 優異獎 

 
 
 
 
 
 
 
 
 
 
 
 
 
 
 
 
 
 
 
 
 



 

【壁球】 

 第九屆全港小學校際小型壁球比賽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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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林圓叁 
4A 鄭子熙 
4A 李厚文 
4B 黃思諭 
4B 管翊霖 

男子丙組團體賽事 冠軍 

4A 潘慧盈 
5A 鄧芷妍 
5B 王芷亭 

女子乙組團體賽事 季軍 

5A 鄭錠濤 
5A 張嘉軒 
5A 賴俊霖 
5B 王翊匡 
5B 謝嘉龍 

男子乙組團體賽事 季軍 

6A 鄧子珊 
6A 張穎喬 
6A 李曉敏 
6A 李曉瑩 
6A 甄嘉敏 

女子甲組團體賽事 殿軍 

6A 陳德倫 
6A 羅眾圓 
6A 黃逸曦 
6B 盧政言 
6B 曾松添 

男子甲組團體賽事 殿軍 

4B 黃思諭 男子丙組個人賽事 冠軍 
5A 鄧芷妍 女子乙組個人賽事 季軍 

6A 鄧子珊 女子甲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 名) 

4B 管翊霖 男子丙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 名) 

5A 鄭錠濤 男子乙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 名) 

5A 賴俊霖 男子乙組個人賽事 優異獎(5-8 名) 
 
 
 
 
 
 
 
 
 
 
 



 
【壁球】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計劃 2017/2018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個人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黃逸謙 活力繽紛嘉年華大獎賽 冠軍 
2A 黃逸謙 男子經驗組丙組 冠軍 
2B 蔡碧珊 女子經驗組丙組 冠軍 
3A 賀進軒 男子經驗組乙組 冠軍 
4B 黃思諭 男子精英組乙組 冠軍 
2A 謝和翰 男子經驗組丙組 亞軍 
2B 陳佩秋 女子經驗組丙組 亞軍 
3A 賀進軒 活力繽紛嘉年華大獎賽 亞軍 
3A 馮智健 男子經驗組乙組 亞軍 
4A 陳栢心 女子經驗組乙組 亞軍 
4A 李厚文 男子新進組乙組 亞軍 
6A 陳德倫 男子經驗組甲組 亞軍 
2A 鄧巧蔚 女子新進組丙組 季軍 
2A 溫希敏 女子經驗組丙組 季軍 
2B 麥煒豐 男子經驗組丙組 季軍 
3A 陳滋棓 女子經驗組乙組 季軍 
4A 鄭子熙 男子新進組乙組 季軍 
4B 林煒晉 男子新進組乙組 季軍 
6A 鄧智健 男子經驗組甲組 季軍 
6A 張凱喬 女子新進組甲組 季軍 
1B 李希儒 女子新進組丙組 優異獎(第 5-8 名) 
2A 李厚靖 男子經驗組丙組 優異獎(第 5-8 名) 
2A 葉銘恩 女子新進組丙組 優異獎(第 5-8 名) 
2A 陳文丰 男子新進組丙組 優異獎(第 5-8 名) 
3A 張玉怡 女子新進組乙組 優異獎(第 5-8 名) 
3B 陳嘉靜 女子經驗組乙組 優異獎(第 5-8 名) 
4B 鄧曉潁 女子經驗組乙組 優異獎(第 5-8 名) 
5B 林澤宇 男子經驗組甲組 優異獎(第 5-8 名) 
6A 陳朗暄 女子新進組甲組 優異獎(第 5-8 名) 
6A 李曉敏 女子經驗組甲組 優異獎(第 5-8 名) 
6A 李曉瑩 女子經驗組甲組 優異獎(第 5-8 名) 
6B 鄧栩然 女子經驗組甲組 優異獎(第 5-8 名) 
4A 沈頌恩 女子經驗組乙組 遺材賽 遺材賽第一名 
6A 鄧子珊 女子精英組甲組 遺材賽 遺材賽第一名 
5B 溫俊熙 男子經驗組甲組 遺材賽 遺材賽第二名 
6A 甄嘉敏 女子經驗組甲組 遺材賽 遺材賽第二名 

 
 
 



【壁球】富士菲林簡易小型壁球計劃 2017/2018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團體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鄧智健 5B 林澤宇 
5B 溫俊熙 6A 陳德倫 
3A 賀進軒 3A 馮智健 
3B 聶子皓 2B 麥煒豐 
2A 謝和翰 2A 李厚靖 
2A 黃逸謙 

男子經驗組 全場總冠軍 

6B 鄧栩然 6A 甄嘉敏 
6A 李曉敏 6A 李曉瑩 
4A 陳栢心 3B 黎芯羽 
3B 陳嘉靜 3A 陳滋棓 
4B 鄧曉潁 3A 郭嘉澄 
4A 沈頌恩 2B 蔡碧珊 
2A 溫希敏 2B 陳佩秋 

女子經驗組 全場總冠軍 

2B 麥煒豐 2A 謝和翰 
2A 李厚靖 2A 黃逸謙 

男子經驗組丙組 團體冠軍 

2B 蔡碧珊 2A 溫希敏 
2B 陳佩秋 

女子經驗組丙組 團體冠軍 

3A 賀進軒 3A 馮智健 
3B 聶子皓 

男子經驗組乙組 團體冠軍 

4A 陳栢心 3B 黎芯羽 
3B 陳嘉靜 3A 陳滋棓 
4B 鄧曉潁 3A 郭嘉澄 
4A 沈頌恩 

女子經驗組乙組 團體冠軍 

6A 鄧智健 5B 林澤宇 
5B 溫俊熙 6A 陳德倫 

男子經驗組甲組 團體冠軍 

4B 林煒晉 4A 李厚文 
4A 鄭子熙 

男子新進組乙組 團體冠軍 

1B 高  澄 1B 李希儒 
1B 文喬姻 2A 鄧巧蔚 
2B 朱嘉慧 2A 葉銘恩 

女子新進組丙組 團體亞軍 

6A 陳朗暄 6A 張凱喬 女子新進組甲組 團體亞軍 

6B 鄧栩然 6A 甄嘉敏 
6A 李曉敏 6A 李曉瑩 

女子經驗組甲組 團體亞軍 

4B 管翊霖 4B 黃思諭 
4A 林圓叁 

男子精英組乙組 團體季軍 

 
 
 
 
 



 

【壁球】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2017/2018 

(香港壁球總會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馮智健 
3A 賀進軒 
3B 聶子皓 

男子初小組 隊際亞軍 

6A 黃逸曦 
6B 曾松添 
5A 鄭錠濤 

男子高小組 隊際季軍 

 2018 簡易運動大賽—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香港壁球總會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賀進軒 男子乙組 季軍 

3B 陳嘉靜 女子乙組 優異獎 

2B 陳佩秋 女子乙組 優異獎 

 壁球生力軍招募計劃 2017/18 新秀賽] 
 (香港壁球總會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賀進軒 男子九歲以下組別 冠軍 

6A 陳德倫   男子十三歲以下組別 冠軍 

2A 李厚靖 男子九歲以下組別 優異獎(第 5-8 名) 

3A 馮智健 男子九歲以下組別 優異獎(第 5-8 名) 

3B 聶子皓 男子九歲以下組別 優異獎(第 5-8 名) 

4A 李厚文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優異獎(第 5-8 名) 

5B 溫俊熙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優異獎(第 5-8 名)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計劃 2017/18 小型壁球大比拼 

(香港壁球總會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黃逸謙 男子八歲以下 冠軍 

2A 蔡碧珊 女子八歲以下 冠軍 

2A 陳佩秋 女子八歲以下 亞軍 

4A 林圓叁 男子十歲以下 亞軍 

3A 郭嘉澄 女子十歲以下 季軍 

4A 李厚文 男子十歲以下 季軍 

2A 李厚靖 男子八歲以下遺材賽 遺材賽第一名 
 Prince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2017 

 (香港壁球總會、學界體育聯會合辦)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陳德倫 男子十三歲以下組別遺材賽 遺材賽第一名 
5A 鄭錠濤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優異獎(第六名) 
4B 黃思諭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優秀遺材賽 遺材賽第一名 
5A 鄧芷妍 女子十一歲以下組別(香港壁球總會主辦) 第十名 
6B 盧政言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第十二名 
5A 張嘉軒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 第十五名 

 Head 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7  
(香港壁球總會主辦)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鄧芷妍 女子十一歲以下組別特選遺材賽(香港壁球總會主辦) 遺材賽第二名 
5A 鄭錠濤 男子十一歲以下組別(香港壁球總會主辦) 第九至十六名 

 元朗區壁球公開賽 201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體育會主合辦)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B 黃思諭 男子十二歲以下組別 殿軍 
6A 黃逸曦 男子十二歲以下組別 亞軍 

 
 
 
 
 
 
 
 
 
 
 
 
 



【野外定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饒 嶢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中長距離)—掌牛山 

 女子 10 歲或以下組 
(香港定向總會主辦) 

冠軍 

5A 饒 嶢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中距離)—丫髻山 

女子 12 歲或以下組 
(香港定向總會主辦) 

冠軍 

5A 饒 嶢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中長距離)—輞井圍  

女子 12 歲或以下組 
(香港定向總會主辦) 

冠軍 

5A 饒 嶢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中長距離)—香港仔郊野公園 

女子 10 歲或以下組 
(香港定向總會主辦) 

亞軍 

5A 饒 嶢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中長距離)—大嶼山昂平 

女子 10 歲或以下組 
(香港定向總會主辦) 

亞軍 

5A 饒 嶢 
2018 香港野外定向會黑夜定向賽 暨 全港黑夜定向公開賽 

公開混合組 
(香港定向總會主辦) 

季軍 

 

【越野跑/長跑】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饒 嶢 
慈善 PB 跑 2017「與小而同有個約會」—馬鞍山篇 

3 公里(小學女子組) 
 (PB Runners,小而同罕有骨骼疾病基金會 主辦) 

隊際冠軍 

5A 饒 嶢 
慈善 PB 跑 2017「與小而同有個約會」—馬鞍山篇 

3 公里女子個人 2007-2008 組別 
(PB Runners,小而同罕有骨骼疾病基金會 主辦) 

亞軍 

3A 葉  羿 
維特健靈慈善單車馬拉松 2018—家庭 2 組 9-11 年歲 

(健靈慈善基金主辦) 
亞軍 

5A 饒 嶢 
慈善 PB 跑 2017「與小而同有個約會」—將軍澳篇 

3 公里(女子個人 2007-2008 組別) 
(PB Runners,小而同罕有骨骼疾病基金會 主辦) 

第六名 

 
 
 
 
 
 
 
 
 
 



【三項鐵人】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 饒 嶢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2017 

小鐵人 女子 10 歲 
(嘉頓有限公司 主辦) 

季軍 

5A 饒 嶢 香港人壽 ASTC 三項鐵人亞洲杯 2017 (女子 2007) 
(香港人壽 主辦) 

季軍 

5A 饒 嶢 
International Triathlon Union World Triathlon Series Abu Dhabi 

(國際鐵人三項聯盟世界賽—阿布扎比站) 
(兒童陸上兩項女子 10-11 歲組) 

亞軍 

5A 饒 嶢 
2018 香港 ASTC 三項鐵人青年亞洲錦標賽 

及分齡三項鐵人賽 
(女子 2007) 

季軍 

3A 葉羿 
Hong Kong National Duathion Championships—

Trikids-Boys 2009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主辦) 
殿軍 

 

【棒球】(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B 周卓祈 
正向壘球小先峰新手錦標賽 

隊際比賽 

(黃大仙警區與香港壘球總會合辦) 
冠軍 

 
 
 
 

【花式溜冰】 (自行報名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蕭詠絃 
ISI Skate Hong Kong 2017 

Speed Racing (Female 7-8 Years)   
(Ice Skating Institute of Asia) 

1st Place 

1B 蕭詠絃 
ISI Skate Hong Kong 2017 

Solo Compulsory FS1 (Female 7-8 Years)   
(Ice Skating Institute of Asia) 

1st Place 

1B 蕭詠絃 
ISI Skate Hong Kong 2017 

Freestyle 1 (Female 7-8 Years)   
(Ice Skating Institute of Asia) 

1st Place 

1B 蕭詠絃 
Ice Castle International ISIAsia(SZ)Skating Open 2017 

Solo Compulsory FS1 (Female 7-8 Years) 
  (Ice Skating Institute of Asia) 

Second 

1B 蕭詠絃 
Ice Castle International ISIAsia(SZ)Skating Open 2017 

Freestyle 1 (Female 7-8 Years) 
  (Ice Skating Institute of Asia) 

Second 

 
 
 



 

 

其他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陳朗暄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7/18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 
元朗區 
文藝之星 

6B 林樂希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7-2018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辦) 嘉許獎 

5A 汪以琳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7-2018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辦) 
嘉許獎 

5B 麥銘恒 
元朗至叻學生領袖培訓 2017-2018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辦) 嘉許獎 

 

全人發展組──---個人獎項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鄧晉宇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17-2018)— 

「喜樂同行十載情 — 影出好心情」聯校親子攝影比賽 
(一、二年級組) 

優異 

2A 簡文光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17-2018)— 
「喜樂同行十載情 — 影出好心情」聯校親子攝影比賽 

(一、二年級組) 

優異 

3A 簡瑪努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17-2018)— 
「喜樂同行十載情 — 影出好心情」聯校親子攝影比賽 

(三、四年級組) 

優異 

4A 陳熙玥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17-2018)— 
「喜樂同行十載情 — 影出好心情」聯校親子攝影比賽 

(三、四年級組) 

優異 

1A 陳昱嘉 
2017-2018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主辦) 

獎學金 

2B 林雅萱 
2017-2018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主辦) 

獎學金 

3B 朱詠恩 
2017-2018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主辦) 

獎學金 

4B 唐嘉珩 
2017-2018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主辦) 

獎學金 

5A 鍾淑琦 2017-2018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主辦) 

獎學金 

6A 鄧子珊 2017-2018 年度「童創未來獎學金」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主辦) 

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