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學生校內比賽優秀成績(全學期) 

中文科 

【2018-2019 校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李瑋峻 小學組-初級組 冠軍 

1B鄧亦晽 小學組-初級組 亞軍 

2A簡希曼 小學組-初級組 季軍 

2B梁程森 小學組-初級組 殿軍 

1A陳啟淳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梁雅棻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盧芊瑤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張潔修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田卓芝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A鮑凱婷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李芍霖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李賢哲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4A朱詠恩 小學組-中級組 冠軍 

3A鄧巧蔚 小學組-中級組 亞軍 

3A黃鎧廸 小學組-中級組 季軍 

3B徐穎欣 小學組-中級組 殿軍 

4B鄧天佑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A陳巧凝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朱嘉慧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林雅萱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A何沚錡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A張灝翔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簡瑪努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張皓喬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5B謝靖暐 小學組-高級組 冠軍 

5B鄧子悅 小學組-高級組 亞軍 

6B梁靈 小學組-高級組 季軍 

5B唐嘉珩 小學組-高級組 殿軍 

5A鄧可頤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陳紫琳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鄧韻姿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鄧家希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鄔嘉豪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高啟廸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B袁凱晴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B麥銘恆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2018-2019 校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鄧芯沂 一年級組 冠軍 

1B鄧信慧 一年級組 亞軍 

1A黃鈉筵 一年級組 季軍 

1A陳善盈 一年級組 優異 

1A姚以晴 一年級組 優異 

1A鍾育賢 一年級組 優異 

1A何珀然 一年級組 優異 

1B趙進鴻 一年級組 優異 

1B黃凱雯 一年級組 優異 

1B楊綽瑩 一年級組 優異 

2B鄧雅緻 二年級組 冠軍 

2B唐占宇 二年級組 亞軍 

2A胡哲寧 二年級組 季軍 

2A黃庭灝 二年級組 優異 

2A陳子媛 二年級組 優異 

2A鮑凱婷 二年級組 優異 

2B馮諾心 二年級組 優異 

2B楊汝森 二年級組 優異 

2B陳琛悅 二年級組 優異 

2B鄧晉宇 二年級組 優異 

3B林雅萱 三年級組 冠軍 

3A李悅澄 三年級組 亞軍 

3B盧曉彥 三年級組 季軍 

3A葉銘恩 三年級組 優異 

3A馮紫諾 三年級組 優異 

3A陳巧凝 三年級組 優異 

3A黃鎧廸 三年級組 優異 

3A陳樂熙 三年級組 優異 

3B徐穎欣 三年級組 優異 

3B郭宛珈 三年級組 優異 

4B梁焯賢 四年級組 冠軍 

4A蔡雅熒 四年級組 亞軍 

4B簡瑪努 四年級組 季軍 

4A鄧晞曈 四年級組 優異 

4A田宇軒 四年級組 優異 

4A何沚錡 四年級組 優異 

4A魯詠璿 四年級組 優異 

4B馮智健 四年級組 優異 

4B鄭紫瑤 四年級組 優異 

4B鄧朗熙 四年級組 優異 

5A張潔宜 五年級組 冠軍 

5B林幸知 五年級組 亞軍 



5A李厚文 五年級組 季軍 

5A鄧靖雯 五年級組 優異 

5A沈頌恩 五年級組 優異 

5B黃思諭 五年級組 優異 

5B施心怡 五年級組 優異 

5B謝靖瑋 五年級組 優異 

5B周懿晴 五年級組 優異 

5B林樂正 五年級組 優異 

6B麥銘恆 六年級組 冠軍 

6B鄧慧琳 六年級組 亞軍 

6B梁  靈 六年級組 季軍 

6A饒  嶢 六年級組 優異 

6A汪以琳 六年級組 優異 

6A杜彥郴 六年級組 優異 

6A賴俊霖 六年級組 優異 

6A甄鎧祺 六年級組 優異 

6B何家豪 六年級組 優異 

6B黃凱雅 六年級組 優異 

 

英文科 

【2018-2019 校內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李瑋峻 小學組-初級組 冠軍 

2A 胡哲寧 小學組-初級組 亞軍 

2A 楊瀚智 小學組-初級組 季軍 

2B 廖沛怡 小學組-初級組 殿軍 

1A 鄧淑恩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 伍倬僡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 何珀然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 楊瑩瑩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 蔡添丞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 楊綽瑩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 楊和萬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 梁程森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4A 張玉怡 小學組-中級組 冠軍 

3A 袁詩恩 小學組-中級組 亞軍 

4A 田宇軒 小學組-中級組 季軍 

3A 謝和翰 小學組-中級組 殿軍 

3A 賴卓婷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 林雅萱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 郭宛珈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 何婥婷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A 張灝翔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 郭嘉澄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 林清渝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 鄧天佑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6B 麥銘恒 小學組-高級組 冠軍 

6B 粱  靈 小學組-高級組 亞軍 

5B 黃鎧彤 小學組-高級組 季軍 

6A 鄧芷妍 小學組-高級組 殿軍 

5A 張潔宜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 陳紫琳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 楊舒婷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 鄧可頤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 謝靖暐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 黃梓瑩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 林澤鎧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 黃  霏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 盧浩彥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 吳嘉敏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B 伍倬儀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視藝科 

【親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B鄭美嘉 初級組 冠軍 

2A陳朗謙 初級組 亞軍 

2A梁善兒 初級組 季軍 

5A劉海晴 高級組 冠軍 

6A盧浩彥 高級組 亞軍 

5A陳紫琳 高級組 季軍 

 

【親子創意復活蛋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梁善兒 初級組 冠軍 

2B李芍霖 初級組 亞軍 

2B黃鈺淳 初級組 季軍 

4A張灝翔 中級組 冠軍 

4B陳善悠 中級組 亞軍 

4A陳滋棓 中級組 季軍 

5A劉海晴 高級組 冠軍 

6B梁  靈 高級組 亞軍 

6B伍倬儀 高級組 季軍 



 

資訊科技科 

【中文拆碼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A田宇軒 中文拆碼比賽(4A) 冠軍 

4A李展烽 中文拆碼比賽(4A) 亞軍 

4A鄧熾鴻 中文拆碼比賽(4A) 季軍 

4A方昊正 中文拆碼比賽(4A) 殿軍 

4B楊悅彤 中文拆碼比賽(4B) 冠軍 

4B丘家嘉 中文拆碼比賽(4B) 亞軍 

4B馮智健 中文拆碼比賽(4B) 季軍 

4B鄧天佑 中文拆碼比賽(4B) 殿軍 

5A鄔嘉怡 中文拆碼比賽(5A) 冠軍 

5A鄧韻姿 中文拆碼比賽(5A) 亞軍 

5A楊舒婷 中文拆碼比賽(5A) 季軍 

5A鄭子熙 中文拆碼比賽(5A) 殿軍 

5B謝靖暐 中文拆碼比賽(5B) 冠軍 

5B林幸知 中文拆碼比賽(5B) 亞軍 

5B周懿晴 中文拆碼比賽(5B) 季軍 

5B黃鎧彤 中文拆碼比賽(5B) 殿軍 

6A杜彥郴 中文拆碼比賽(6A) 冠軍 

6A賴俊霖 中文拆碼比賽(6A) 亞軍 

6A郭綺君 中文拆碼比賽(6A) 季軍 

6A吳嘉敏 中文拆碼比賽(6A) 殿軍 

6B吳東海 中文拆碼比賽(6B) 冠軍 

6B梁  靈 中文拆碼比賽(6B) 亞軍 

6B梁哲圖 中文拆碼比賽(6B) 季軍 

6B鍾漢賢 中文拆碼比賽(6B) 殿軍 

 

體育科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饒  嶢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金獎 

4A張玉怡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銀獎 

6A鄭錠濤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銅獎 

4B鄧朗熙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優異獎 

5B黃思諭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優異獎 

6A鄧芷妍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優異獎 

6A郭綺君 約瑟傑出運動員獎 優異獎 



 

【第十屆約瑟壁球全校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吳宇森 五六年級賽事 遺材賽冠軍 

5B 林煒晉 五六年級賽事 遺材賽亞軍 

5A 林圓叁 五六年級賽事 冠軍 

6B 林澤宇 五六年級賽事 亞軍 

6A 黃永楷 五六年級賽事 季軍 

6B 温俊熙 五六年級賽事 季軍 

6A 鄭錠濤 精英組賽事 冠軍 

6A 鄧芷妍 精英組賽事 亞軍 

5B 黃思諭 精英組賽事 季軍 

6A 賴俊霖 精英組賽事 季軍 

 

【第二十七屆陸運會】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A 鄧芷妍 女子甲組擲壘球 冠軍 

6B 王芷亭 女子甲組擲壘球 亞軍 

6A 曾雅梅 女子甲組擲壘球 季軍 

4A 張玉怡 女子乙組擲壘球 冠軍 

5A 張潔宜 女子乙組擲壘球 亞軍 

5B 鄧穎蕎 女子乙組擲壘球 季軍 

4B 丘家喜 女子丙組擲木球 冠軍 

4A 何沚錡 女子丙組擲木球 亞軍 

4B 蔡影荷 女子丙組擲木球 季軍 

6B 謝嘉龍 男子甲組擲壘球 冠軍 

6A 鮑浚霆 男子甲組擲壘球 亞軍 

6A 鄭錠濤 男子甲組擲壘球 季軍 

5B 管翊霖 男子乙組擲壘球 冠軍 

5B 林煒晉 男子乙組擲壘球 亞軍 

5A 曾亮賢 男子乙組擲壘球 季軍 

4B 馮智健 男子丙組擲木球 冠軍 

4A 聶子皓 男子丙組擲木球 亞軍 

4B 李思翰 男子丙組擲木球 季軍 

6A 饒  嶢 女子甲組跳遠 冠軍 

6A 甄鎧祺 女子甲組跳遠 亞軍 

6B 羅升渝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B伍倬儀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5A陳栢心 女子乙組跳遠 冠軍 

5B蔡  嵐 女子乙組跳遠 亞軍 

5A楊舒婷 女子乙組跳遠 季軍 

4A黎芯羽 女子丙組跳遠 冠軍 



4A蔡雅熒 女子丙組跳遠 亞軍 

4B陳嘉靜 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3A林晏瑄 女子丁組跳遠 冠軍 

3B蔡子澄 女子丁組跳遠 亞軍 

3B林雅萱 女子丁組跳遠 季軍 

6B周卓祈 男子甲組跳遠 冠軍 

6B陳泓亨 男子甲組跳遠 亞軍 

6A徐梓滔 男子甲組跳遠 季軍 

5A簡宇軒 男子乙組跳遠 冠軍 

5A張宇烽 男子乙組跳遠 亞軍 

5A鄭子熙 男子乙組跳遠 季軍 

4A賀進軒 男子丙組跳遠 冠軍 

4B簡均霖 男子丙組跳遠 亞軍 

4A鄧思衡 男子丙組跳遠 季軍 

3A黃逸謙 男子丁組跳遠 冠軍 

3B李文宇 男子丁組跳遠 冠軍 

3A黃鎧廸 男子丁組跳遠 季軍 

6A鄧芷妍 女子甲組一百米 冠軍 

6B陳紫悠 女子甲組一百米 亞軍 

6A饒  嶢 女子甲組一百米 季軍 

4A張玉怡 女子乙組一百米 冠軍 

5B施心怡 女子乙組一百米 亞軍 

5A陳栢心 女子乙組一百米 季軍 

4A黎芯羽 女子丙組六十米 冠軍 

4A陳滋棓 女子丙組六十米 亞軍 

4A朱詠恩 女子丙組六十米 季軍 

3A林晏瑄 女子丁組六十米 冠軍 

3A葉銘恩 女子丁組六十米 亞軍 

3A李曉童 女子丁組六十米 季軍 

6B周卓祈 男子甲組一百米 冠軍 

6B林澤宇 男子甲組一百米 亞軍 

6B梁哲圖 男子甲組一百米 季軍 

5B蘇傲曦 男子乙組一百米 冠軍 

5B林澤鎧 男子乙組一百米 亞軍 

5B鄧光宇 男子乙組一百米 季軍 

4B馮智健 男子丙組六十米 冠軍 

4B簡均霖 男子丙組六十米 亞軍 

4A梁灝嵐 男子丙組六十米 季軍 

3A李厚靖 男子丁組六十米 冠軍 

3A黃逸謙 男子丁組六十米 亞軍 

3B麥煒豐 男子丁組六十米 季軍 

1A張雅姿 一年級女子戊組齊齊擲 冠軍 

1B黃凱雯 一年級女子戊組齊齊擲 亞軍 

1B楊綽瑩 一年級女子戊組齊齊擲 季軍 

2A鮑凱婷 二年級女子戊組齊齊擲 冠軍 

2B鄧雅緻 二年級女子戊組齊齊擲 亞軍 



2A李希儒 二年級女子戊組齊齊擲 季軍 

1B鄧亦晽 一年級女子戊組拍壁球 冠軍 

1B黃凱雯 一年級女子戊組拍壁球 亞軍 

1B田卓芝 一年級女子戊組拍壁球 季軍 

2A文喬姻 二年級女子戊組拍壁球 冠軍 

2A高  澄 二年級女子戊組拍壁球 亞軍 

2A李希儒 二年級女子戊組拍壁球 季軍 

1A李浩軒 一年級男子戊組齊齊擲 冠軍 

1A陳啟淳 一年級男子戊組齊齊擲 亞軍 

1B田昱頡 一年級男子戊組齊齊擲 季軍 

2B莊啟澤 二年級男子戊組齊齊擲 冠軍 

2B吳子浩 二年級男子戊組齊齊擲 亞軍 

2A梁家淳 二年級男子戊組齊齊擲 季軍 

1A何珀然 一年級男子戊組拍壁球 冠軍 

1A陳啟淳 一年級男子戊組拍壁球 亞軍 

1B田昱頡 一年級男子戊組拍壁球 季軍 

2A潘子安 二年級男子戊組拍壁球 冠軍 

2B司徒正浩 二年級男子戊組拍壁球 亞軍 

2B唐占宇 二年級男子戊組拍壁球 季軍 

3B蕭政彥 三年級親子接力賽 冠軍 

3A林晏瑄 三年級親子接力賽 亞軍 

3A陳喜儀 三年級親子接力賽 季軍 

4A賀進軒 四年級親子接力賽 冠軍 

4B葉  羿 四年級親子接力賽 亞軍 

4A梁灝嵐 四年級親子接力賽 季軍 

5B黃思諭 五年級親子接力賽 冠軍 

5A李厚文 五年級親子接力賽 亞軍 

5A林圓叁 五年級親子接力賽 季軍 

6B周卓祈 六年級親子接力賽 冠軍 

6B梁哲圖 六年級親子接力賽 亞軍 

6A饒  嶢 六年級親子接力賽 季軍 

6A林佑其 

6B林澤宇 

6B梁哲圖 

6B 周卓祈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冠軍 

6B鍾俊廷 

6A賴俊霖 

6B王翊匡 

6B謝嘉龍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亞軍 

6A張嘉軒 

6B温俊熙 

6A吳宇森 

6A盧浩彥 

男子甲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季軍 

5B黃思諭 

5B管翊霖 

5B鄧光宇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冠軍 



5A鄭子熙 

5B 林煒晉 

5B 蘇傲曦 

5A 簡宇軒 

5B 林澤鎧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亞軍 

5B陳熙朗 

5A鄧硯文 

5A張宇烽 

5B黃鏮霖 

男子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季軍 

4A鄧思衡 

4B李思翰 

4B鄧朗熙 

4A孫錦言 

男子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冠軍 

4A梁灝嵐 

4B葉 羿 

4B司徒正朗 

4B簡均霖 

男子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亞軍 

4A賀進軒 

4B林溢豐 

4A簡畯庭 

4B黃焯峰 

男子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季軍 

6A鄧芷妍 

6A饒 嶢 

6A甄鎧祺 

6A吳嘉敏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冠軍 

6A郭綺君 

6B 伍倬儀 

6B 鄧慧琳 

6B 張瑋琪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亞軍 

6A汪以琳 

6B羅升渝 

6B鍾明芯 

6B王芷亭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季軍 

4A張玉怡 

5A潘慧盈 

5A鄧韻姿 

5A李曉霖 

女子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冠軍 

5B施心怡 

5A陳栢心 

5A鄧可頤 

5A陳紫琳 

女子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亞軍 

5B鄧潔心 

5B鄧子悅 

5A沈頌恩 

5A徐子悅 

女子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季軍 

4A鄧晞曈 

4A朱詠恩 
女子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冠軍 



4A陳滋棓 

4B郭嘉澄 

4B 林清渝 

4B 陳嘉靜 

4B 蔡影荷 

3A 林晏瑄 

女子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亞軍 

4A陳紫潁 

4B吳綺莉 

4B簡希橦 

4B丘家喜 

女子丙組 4x100米接力比賽 季軍 

 

【體育活動日社際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B英家寶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冠軍 

4B馮智健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亞軍 

4A賀進軒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季軍 

4B鄧朗熙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殿軍 

4B陳嘉靜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冠軍 

4A黎芯羽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亞軍 

4A陳嘉儀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B林清渝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殿軍 

5B林澤鎧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冠軍 

5B管翊霖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亞軍 

6A許燊堯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 

6B羅眾喬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殿軍 

6B王芷亭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冠軍 

5A陳紫琳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亞軍 

5A沈頌恩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5B黃  霏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殿軍 

4A鄧思衡 

6A鄭錠濤 

6B謝嘉龍 

6B吳廸劻 

6B王翊匡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冠軍 

5B黃思諭 

6A張嘉軒 

6A盧浩彥 

6A高啟廸 

6B陳泓亨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亞軍 

5B林煒晉 

6A方日希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季軍 



6A林佑其 

6B周卓祈 

6B林澤宇 

4A張玉怡 

6A鄧芷妍 

6A甄鎧祺 

6A吳嘉敏 

6B黃凱雅 

社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冠軍 

5B蔡  嵐 

5B鄧潔心 

5B黃梓瑩 

6A曾雅梅 

6B陳紫悠 

社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亞軍 

5A陳栢心 

5B施心怡 

6A汪以琳 

6B鍾明芯 

6B羅升渝 

社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季軍 

3A陳樂熙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男子組 冠軍 

3B黃存三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男子組 亞軍 

3B麥煒豐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男子組 亞軍 

3A黃逸謙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男子組 季軍 

3B蔡子澄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女子組 冠軍 

3B鄧晞璇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女子組 亞軍 

3B汪以珞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女子組 亞軍 

3A鄧巧蔚 社際計步比賽-三年級女子組 季軍 

2B吳子浩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男子組 冠軍 

2B李賢哲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男子組 亞軍 

2A黃庭灝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男子組 季軍 

2B莊啟澤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男子組 殿軍 

2A鮑凱婷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女子組 冠軍 

2A文喬姻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2B黃鈺淳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2B馮凱楠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女子組 殿軍 

1B張潔修 社際計步比賽-一年級男子組 冠軍 

1B李柏錡 社際計步比賽-一年級男子組 亞軍 

1A何珀然 社際計步比賽-一年級男子組 季軍 

1A胡諾衡 社際計步比賽-一年級男子組 殿軍 

1B田卓芝 社際計步比賽-一年級女子組 冠軍 

1B伍寶兒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1B黃凱雯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1A梁雅棻 社際計步比賽-二年級女子組 殿軍 

 

【個人社際仰臥起坐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黃庭灝 低年級男子組 冠軍 

2B李賢哲 低年級男子組 亞軍 

2A陳樂燊 低年級男子組 季軍 

2A馬沚桓 低年級男子組 殿軍 

2A文喬姻 低年級女子組 冠軍 

2A鮑凱婷 低年級女子組 亞軍 

2A傅靖婷 低年級女子組 季軍 

2B李芍霖 低年級女子組 殿軍 

3A李厚靖 中年級男子組 冠軍 

3A謝和翰 中年級男子組 亞軍 

4B黃焯峰 中年級男子組 季軍 

4B簡均霖 

4B葉 羿 
中年級男子組 殿軍 

4A黎芯羽 中年級女子組 冠軍 

4B陳津津 中年級女子組 亞軍 

4B丘家喜 中年級女子組 季軍 

6B林澤宇 高年級男子組 冠軍 

5A張宇烽 高年級男子組 亞軍 

6B周卓祈 高年級男子組 季軍 

6B梁哲圖 高年級男子組 殿軍 

5A楊卓霖 高年級女子組 冠軍 

5B謝靖暐 高年級女子組 亞軍 

5A沈頌恩 高年級女子組 季軍 

5B黃梓瑩 高年級女子組 殿軍 

 

【隊際社際仰臥起坐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 鍾育賢 

1A 田卓芝 

1A 黃鈉筵 

1B 徐  昕 

一年級組 冠軍 

1A 林酉庭 

1A 馮濼殷 

1A 梁雅棻 

1A 張雅姿 

一年級組 亞軍 

1A 陳善盈 

1A 盧曉潼 

1A 鄧淑恩 

1B 張潔修 

一年級組 季軍 



1B 鄭韻澄 

1B 張浩倫 

1B 張雅怡 

1B 梁栩棻 

一年級組 殿軍 

2A 李希儒 

2A 李瑋峻 

2A 文喬姻 

2A 黃庭灝 

二年級組 冠軍 

2B 李賢哲 

2B 梁程森 

2B 廖沛怡 

2B 楊和萬 

二年級組 亞軍 

2A 梁晞雯 

2A 馬沚桓 

2A 葉  嵐 

2A 鮑凱婷 

二年級組 季軍 

2A 傅靖婷 

2A 李維恒 

2B 唐占宇 

2A 楊瀚智 

二年級組 殿軍 

3A 謝和翰 

3A 林晏瑄 

3A 滑逸熙 

3A 唐嘉謙 

三年級組 冠軍 

3A 李悅澄 

3A 葉銘恩 

3A 陳文丰 

3B 陳 臻 

三年級組 亞軍 

3A 周以諾 

3A 黎信志 

3A 李曉童  

3A 李厚靖 

三年級組 季軍 

3A 陳喜儀 

3A 黃逸謙 

3B 林雅萱 

3B 盧曉彥 

三年級組 殿軍 

4A 黎芯羽 

4A 賀進軒 

4B 楊悅彤 

4A 方昊正 

四年級組 冠軍 

4B 簡均霖 

4B 簡希橦 

4B 葉 羿 

4B司徒正朗 

四年級組 亞軍 

4B 郭嘉澄 

4B 鄧頌曦 

4B 鄧朗熙 

四年級組 季軍 



4B 曾成康 

4A 李悅彤 

4B 林溢豐 

4B 黃焯峰 

4A 蔡雅熒 

四年級組 殿軍 

5A 簡宇軒 

5B 謝靖暐 

5B 蘇傲曦 

5A 徐肇禧 

五年級組 冠軍 

5A 麥銘宇 

5A 沈頌恩 

5B 黃鏮霖 

5B 黃梓瑩 

五年級組 亞軍 

5A 陳紫琳 

5B 潘巧琳 

5B 鄧光宇 

5B 黃鎧彤 

五年級組 季軍 

5A 鄭子熙 

5A 張潔宜 

5A 陳栢心 

5B 黃思諭 

五年級組 殿軍 

6B 梁哲圖 

6B 林澤宇 

6B 周卓祈 

6B 伍倬儀 

六年級組 冠軍 

6B 謝嘉龍 

6B 陳紫悠 

6B 何家豪 

6B 吳廸劻 

六年級組 亞軍 

6A 徐梓滔 

6A 鮑浚霆 

6A 饒 嶢 

6A 甄鎧祺 

六年級組 季軍 

6A 張嘉軒 

6A 盧浩彥 

6A 汪以琳 

6B 陳泓亨 

六年級組 殿軍 

 

圖書科 

【第 16 屆書叢榜活動─「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陳善妤 初級組 冠軍 

1B 張穎琛 初級組 亞軍 

1A 陳善盈 初級組 季軍 



2A 李瑋峻 初級組 季軍 

1B 蔡添丞 初級組 優異 

2B 李芍霖 初級組 優異 

2B 黃鈺淳 初級組 優異 

3B 汪以珞 中級組 冠軍 

3B 錢可柔 中級組 亞軍 

3A 周以諾 中級組 季軍 

3B 郭宛珈 中級組 優異 

3B 徐穎欣 中級組 優異 

4A 陳古峰 中級組 優異 

4B 陳善悠 中級組 優異 

6A 鄧芷妍 高級組 冠軍 

6B 梁靈 高級組 亞軍 

6B 麥銘恒 高級組 季軍 

5A 鄧靖雯 高級組 優異 

5B 鄧子悅 高級組 優異 

5B 唐嘉珩 高級組 優異 

 

【第 16 屆書叢榜活動─「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 梁善兒 親子組 冠軍 

3B 鄭美嘉 親子組 亞軍 

1B 張穎琛 親子組 季軍 

1A 陳善盈 親子組 優異 

1B 杜芓郴 親子組 優異 

1B 陳善妤 親子組 優異 

1B 趙進鴻 親子組 優異 

1B 鄧亦晽 親子組 優異 

2A 陳樂燊 親子組 優異 

2B 馮諾心 親子組 優異 

2B 鄧雅緻 親子組 優異 

3A 唐嘉謙 親子組 優異 

3A 陳巧凝 親子組 優異 

3B 蔡子澄 親子組 優異 

4A 陳滋棓 高級組 冠軍 

6B 梁靈 高級組 亞軍 

5B 鄧潔心 高級組 季軍 

4A 張灝翔 高級組 優異 

4A 陳紫潁 高級組 優異 

4B 梁焯賢 高級組 優異 

5A 張潔宜 高級組 優異 

5A 陳樂澄 高級組 優異 

5B 唐嘉珩 高級組 優異 

6A 吳嘉敏 高級組 優異 

6A 杜彥郴 高級組 優異 



6A 鄭卓霖 高級組 優異 

6B 伍倬儀 高級組 優異 

6B 陳紫悠 高級組 優異 

 

其他： 

【學校旅行「關愛」學生選舉】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 盧芊瑤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1A班) 最佳表現獎 

1A 胡諾衡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1A班) 最佳表現獎 

1B 杜芓郴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1B班) 最佳表現獎 

1B 梁栩棻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1B班) 最佳表現獎 

2A 伍卓立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2A班) 最佳表現獎 

2A 鮑凱婷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2A班) 最佳表現獎 

2B 李燕蕎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2B班) 最佳表現獎 

2B 吳子浩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2B班) 最佳表現獎 

3A 周以諾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3A班) 最佳表現獎 

3A 簡文光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3A班) 最佳表現獎 

3B 何家俊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3B班) 最佳表現獎 

3B 何婥婷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3B班) 最佳表現獎 

4A 張玉怡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4A班) 最佳表現獎 

4A 方昊正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4A班) 最佳表現獎 

4B 陳霆謙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4B班) 最佳表現獎 

4B 簡希橦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4B班) 最佳表現獎 

5A 沈頌恩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5A班) 最佳表現獎 

5A 楊舒婷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5A班) 最佳表現獎 

5B 黃  霏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5B班) 最佳表現獎 

5B 黎信希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5B班) 最佳表現獎 

6A 鄧晉賢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6A班) 最佳表現獎 

6A 謝韶謙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6A班) 最佳表現獎 

6B 王芷亭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6B班) 最佳表現獎 

6B 林澤宇  「互助顯愛心」學生選舉比賽(6B班) 最佳表現獎 

 

【健康校園班際清潔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 2018-2019年度班際清潔比賽 冠軍 

5B 2018-2019年度班際清潔比賽 亞軍 

4B 2018-2019年度班際清潔比賽 季軍 

 

【健康周開心果月填色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陳喜儀 填色比賽 冠軍 



3A鄧巧蔚 填色比賽 亞軍 

2A文喬姻 填色比賽 季軍 

4B陳嘉靜 填色比賽 優異 

2A鄧旖旎 填色比賽 優異 

5A楊舒婷 填色比賽 優異 

3A吳碧珊 填色比賽 優異 

 

【「開心果月」班際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B 「開心果月」班際比賽 冠軍 

5B 「開心果月」班際比賽 亞軍 

6A 「開心果月」班際比賽 季軍 

 

【「再造顯心思」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黃凱雯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冠軍 

3B鄭美嘉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亞軍 

2B楊汝森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季軍 

3B麥煒豐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2B何心媛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4B丘家喜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5B唐嘉珩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4B張皓喬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5A劉海晴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4A張灝翔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2A陳子媛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1A姚以晴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2A梁善兒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1B鄧亦晽 親子廢物利用設計比賽 優異 

 

【家教會─2018-2019 有關親子跳繩比賽暨暨運動同樂日】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5A李曉霖 30秒前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冠軍 

5A陳紫琳 30秒前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亞軍 

6A郭綺君 30秒前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季軍 

5A劉海晴 30秒前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殿軍 

4B鄧朗熙 30秒前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冠軍 

3A陳文丰 30秒前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亞軍 

4B丘家喜 30秒前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季軍 

4B葉   羿 30秒前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殿軍 

2A黃庭灝 30秒前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冠軍 

2B馮凱楠 30秒前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亞軍 



2B廖沛怡 30秒前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季軍 

2A李希儒 30秒前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殿軍 

5A李曉霖 30秒後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冠軍 

6A郭綺君 30秒後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亞軍 

5A鄧韻姿 30秒後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季軍 

5A陳紫琳 30秒後繩雙腳跳(五至六年級組) 殿軍 

4B丘家喜 30秒後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冠軍 

3A陳文丰 30秒後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亞軍 

4B葉   羿 30秒後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季軍 

3B朱嘉慧 30秒後繩雙腳跳(三至四年級組) 殿軍 

2A黃庭灝 30秒後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冠軍 

2B黃鈺淳 30秒後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亞軍 

2A李希儒 30秒後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季軍 

2B李賢哲 30秒後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殿軍 

2B馮凱楠 30秒後繩雙腳跳(一至二年級組) 殿軍 

5A陳紫琳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五至六年級組) 冠軍 

5A李曉霖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五至六年級組) 亞軍 

5A鄧韻姿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五至六年級組) 亞軍 

6A郭綺君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五至六年級組) 季軍 

5B黃鎧彤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五至六年級組) 殿軍 

4B鄧朗熙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三至四年級組) 冠軍 

4B丘家喜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三至四年級組) 亞軍 

4B葉   羿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三至四年級組) 季軍 

3A陳文丰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三至四年級組) 殿軍 

2A傅靖婷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一至二年級組) 冠軍 

2B馮凱楠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一至二年級組) 亞軍 

2A黃庭灝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一至二年級組) 季軍 

2A李希儒 30秒單車步速度賽(一至二年級組) 殿軍 

5B廖展鴻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五至六年級組) 冠軍 

5A李曉霖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五至六年級組) 亞軍 

5A陳紫琳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五至六年級組) 季軍 

5A劉海晴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五至六年級組) 殿軍 

4B丘家喜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三至四年級組) 冠軍 

4B鄧朗熙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三至四年級組) 亞軍 

3A陳喜儀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三至四年級組) 季軍 

3A鄧巧蔚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三至四年級組) 季軍 

3A李曉童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三至四年級組) 殿軍 

2B黃鈺淳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一至二年級組) 冠軍 

2B李賢哲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一至二年級組) 亞軍 

1A丘家寶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一至二年級組) 季軍 

2B王子靖 親子 1分鐘朋友跳(一至二年級組) 殿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