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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學生校內比賽優秀成績(全學期) 

中文科 

【2020-2021 校內中文寫作比賽《不一樣的童話結局》】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梁卓祺 一年級組 冠軍 
1A 廖晉彥 一年級組 亞軍 
1B 黃靖蕎 一年級組 季軍 
1A 鄧穎鍶 一年級組 優異 
1A 鄧焯嵐 一年級組 優異 
1B 陳  融 一年級組 優異 
1B 彭芯樂 一年級組 優異 
1B 胡倖瑜 一年級組 優異 
2B 施逸晴 二年級組 冠軍 
2B 蕭靜雯 二年級組 亞軍 
2A 黃曉寧 二年級組 季軍 
2A 張凱瑩 二年級組 優異 
2A 吳庭僖 二年級組 優異 
2A 胡暟情 二年級組 優異 
2B 陳雅而 二年級組 優異 
2B 盧曉桐 二年級組 優異 
3A 鄧亦琳 三年級組 冠軍 
3A 張穎琛 三年級組 亞軍 
3B 施逸妍 三年級組 季軍 
3A 歐凱晴 三年級組 優異 
3A 凌廷嘉 三年級組 優異 
3A 楊茜而 三年級組 優異 
3B 鄭韻澄 三年級組 優異 
3B 梁栩棻 三年級組 優異 
4B 陳子媛 四年級組 冠軍 
4B 梁善兒 四年級組 亞軍 
4A 李芍霖 四年級組 季軍 
4A 鄭晞霖 四年級組 優異 
4A 唐占宇 四年級組 優異 
4A 胡哲寧 四年級組 優異 
4B 馮凱楠 四年級組 優異 
4B 黃家頤 四年級組 優異 
5B 黃存三 五年級組 冠軍 
5A 葉銘恩 五年級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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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黃鎧迪 五年級組 季軍 
5A 何家俊 五年級組 優異 
5B 陳  臻 五年級組 優異 
5B 鍾丞君 五年級組 優異 
5B 謝和翰 五年級組 優異 
5B 田博文 五年級組 優異 
6A 張灝翔 六年級組 冠軍 
6A 何沚錡 六年級組 亞軍 
6A 魯詠璿 六年級組 季軍 
6A 區楚暉 六年級組 優異 
6A 陳紫穎 六年級組 優異 
6A 張玉怡 六年級組 優異 
6A 蔡雅熒 六年級組 優異 
6A 李展烽 六年級組 優異 

 
 
視藝科 

【親子校園智能卡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蕭灼言 總成績 總冠軍 
1B  蕭灼言 初級組 冠軍 
2A  張凱瑩 初級組 亞軍 
1B  鄧焯楠 初級組 季軍 
2A  楊慧瑩 初級組 殿軍 
3B  陳啟淳 中級組 冠軍 
4A  蕭詠絃 中級組 亞軍 
3A  陳善妤 中級組 季軍 
4B  梁善兒 中級組 殿軍 
6A  張灝翔 高級組 冠軍 
6B  陳善悠 高級組 亞軍 
6A  鄧晞曈 高級組 季軍 
6B  張皓喬 高級組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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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創意復活蛋設計比賽】 

2A 張凱瑩 初級組 冠軍 
2B 鄒卓霖 初級組 亞軍 
1B 鄧晉懿 初級組 季軍 
2A 蘇卓熙 初級組 殿軍 
4A 李芍霖 中級組 冠軍 
3A 蘇朗僑 中級組 亞軍 
4A 楊汝森 中級組 季軍 
3A 李柏錡 中級組 殿軍 
6B 林溢豐 高級組 冠軍 
5B 鄭美嘉 高級組 亞軍 
6B 陳霆謙 高級組 季軍 
6A 陳古峰 高級組 殿軍 

 

體育科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 羅永怡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冠軍 
2A 鄔紫琳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亞軍 
4B 張嘉康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季軍 
1A 廖晉彥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殿軍 
2A 張凱瑩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優異 
2A 吳庭僖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優異 
1B 彭芯樂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優異 
5B 陳  臻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優異 
1A 陳  融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優異 
2A 胡暟晴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優異 
2B 陳雁而 2020-2021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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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科 

【中文拆碼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A 吳子浩 4A 班 冠軍 
4A 廖沛治 4A 班 亞軍 
4A 許梓萱 4A 班 季軍 
4A 胡哲寧 4A 班 殿軍 
4B 李賢哲 4B 班 冠軍 
4B 李瑋峻 4B 班 亞軍 
4B 高浩哲 4B 班 季軍 
4B 馮凱楠 4B 班 殿軍 
5A 羅泳思 5A 班 冠軍 
5A 李悅澄 5A 班 亞軍 
5A 林圓喜 5A 班 季軍 
5A 陳樂熙 5A 班 殿軍 
5B 陳昊正 5B 班 冠軍 
5B 林泳欣 5B 班 亞軍 
5B 黃存三 5B 班 季軍 
5B 朱嘉慧 5B 班 殿軍 
6A 聶子皓 6A 班 冠軍 
6A 鄧熾鴻 6A 班 亞軍 
6A 郭慶彤 6A 班 季軍 
6A 游芷悅 6A 班 殿軍 
6B 郭嘉澄 6B 班 冠軍 
6B 黃焯峰 6B 班 亞軍 
6B 林清渝 6B 班 季軍 
6B 丘家喜 6B 班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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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 

【第 18 屆書叢榜活動—「書叢繪出喜「閱」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張凱瑩 親子組 冠軍 
1B 鄧焯楠 親子組 亞軍 
3A 陳善妤 親子組 亞軍 
1B 陳栢豪 親子組 優異 
3B 陳善盈 親子組 季軍 
1B 鄧晉懿 親子組 優異 
1B 鄧孝銘 親子組 優異 
2A 張皓程 親子組 優異 
2A 鍾緣升 親子組 優異 
2B 鄧希彤 親子組 優異 
3B 陳善盈 親子組 優異 
4A 李芍霖 高級組 冠軍 
4B 張嘉康 高級組 亞軍 
6B 陳善悠 高級組 季軍 
4A 楊汝森 高級組 優異 
4B 梁善兒 高級組 優異 
4B 陳子媛 高級組 優異 
5B 朱嘉慧 高級組 優異 
6A 張灝翔 高級組 優異 
6A 陳滋棓 高級組 優異 

   

【第 18 屆書叢榜活動—「書蟲愛書籤 創意可萬千」 書籤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張子琳 親子組 冠軍 
2A 張凱瑩 親子組 亞軍 
2A 張皓程 親子組 季軍 
1A 李鈞年 親子組 優異 
1A 張灝洋 親子組 優異 
1B 梁卓祺 親子組 優異 
1B 彭芯樂 親子組 優異 
1B 黃靖蕎 親子組 優異 
1B 蕭灼言 親子組 優異 
2A 鍾緣升 親子組 優異 
2B 張日晶 親子組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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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鄧子康 親子組 優異 
3A 張潔修 親子組 優異 
3A 陳善妤 親子組 優異 
3B 胡諾衡 親子組 優異 
3B 陳善盈 親子組 優異 
4B 梁善兒 高級組 冠軍 
4A 李芍霖 高級組 亞軍 
6A 張灝翔 高級組 季軍 
4A 陳樂燊 高級組 優異 
4A 楊汝森 高級組 優異 
4B 張嘉康 高級組 優異 
5A 錢可柔 高級組 優異 
5B 朱嘉慧 高級組 優異 
6A 陳滋棓 高級組 優異 
6B 鄧天佑 高級組 優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