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學生校內比賽優秀成績(截至 14/07/2020) 

中文科 

【2019-2020 校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鄔紫琳 小學組-初級組 冠軍 

2A張潔修 小學組-初級組 亞軍 

2B張雅怡 小學組-初級組 季軍 

2A鄧亦琳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施逸晴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蕭靜雯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李梓豪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盧曉桐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黃意捷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A歐凱晴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盧芊瑤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田卓芝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3A李瑋峻 小學組-中級組 冠軍 

3B黃鈺淳 小學組-中級組 亞軍 

3B楊汝森 小學組-中級組 季軍 

4A郭宛珈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A傅靖婷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A鄧旖旎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陳昱嘉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A汪以珞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A葉銘恩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朱嘉慧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何婥婷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田博文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6B謝靖暐 小學組-高級組 冠軍 

6A陳  領 小學組-高級組 亞軍 

6B鄧子悅 小學組-高級組 季軍 

6A陳紫琳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朱詠恩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賀進軒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田宇軒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張皓喬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鄭紫瑤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鄧朗熙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李曉霖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B黃  霏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2019-2020 年度中文科校內寫作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A李梓豪 一年級組 冠軍 

1B黃意捷 一年級組 亞軍 

1B鄭子信 一年級組 季軍 

1A鍾緣升 一年級組 優異 

1A蘇卓熙 一年級組 優異 

1A陳  喬 一年級組 優異 

1A施逸晴 一年級組 優異 

1B劉毅芳 一年級組 優異 

1B陳愛琳 一年級組 優異 

1B吳天恩 一年級組 優異 

2A鄧亦晽 二年級組 冠軍 

2B杜芓郴 二年級組 亞軍 

2A張潔修 二年級組 季軍 

2A林酉庭 二年級組 優異 

2A楊茜而 二年級組 優異 

2A黃凱雯 二年級組 優異 

2A歐凱晴 二年級組 優異 

2B李浩軒 二年級組 優異 

2B陳樂俊 二年級組 優異 

2B鄧芯沂 二年級組 優異 

3A陳子媛 三年級組 冠軍 

3B鄧晉宇 三年級組 亞軍 

3B李芍霖 三年級組 季軍 

3A胡哲寧 三年級組 優異 

3A梁善兒 三年級組 優異 

3B李瑋峻 三年級組 優異 

3B陳昱嘉 三年級組 優異 

3B黃鈺淳 三年級組 優異 

3B楊汝森 三年級組 優異 

3B陳銘國 三年級組 優異 

4B朱嘉慧 四年級組 冠軍 

4A葉銘恩 四年級組 亞軍 

4A徐穎欣 四年級組 季軍 

4B周以諾 四年級組 優異 

4B鄧巧蔚 四年級組 優異 

4B吳碧珊 四年級組 優異 



4B陳巧凝 四年級組 優異 

5A魯詠璿 五年級組 冠軍 

5B梁焯賢 五年級組 亞軍 

5A張灝翔 五年級組 季軍 

5A何沚錡 五年級組 優異 

5A張玉怡 五年級組 優異 

5A朱詠恩 五年級組 優異 

5B林清渝 五年級組 優異 

5B鄧朗熙 五年級組 優異 

5B陳霆謙 五年級組 優異 

6A陳  領 六年級組 冠軍 

6A沈頌恩 六年級組 亞軍 

6A潘慧盈 六年級組 季軍 

6A楊舒婷 六年級組 優異 

6A陳樂澄 六年級組 優異 

6A陳柏心 六年級組 優異 

6B謝靖暐 六年級組 優異 

6B黃鎧彤 六年級組 優異 

6B林樂正 六年級組 優異 

6B鄧穎蕎 六年級組 優異 

 

【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中文標語創作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陳朗謙  總冠軍 

2B 陳啟淳 初級組 冠軍 

1A 施逸晴 初級組 亞軍 

2A 叢洛瑤 初級組 季軍 

1A 蘇卓熙 初級組 殿軍 
3A 陳朗謙 中級組 冠軍 

4B 陳巧凝 中級組 亞軍 

3B 馮凱楠 中級組 季軍 

3B 何心媛 中級組 殿軍 
5B 張皓喬 高級組 冠軍 

6B 唐嘉珩 高級組 亞軍 

6A 楊卓霖 高級組 季軍 

6B 林樂正 高級組 殿軍 
 

 

 

 

 

 



英文科 

【2019-2020 英文科硬筆書法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2A張潔修 小學組-初級組 冠軍 

2A鄧亦晽 小學組-初級組 亞軍 

1B劉嘉琪 小學組-初級組 季軍 

1A楊慧瑩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蕭靜雯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A陳  喬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胡暟晴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1B盧曉桐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A楊茜而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施雪怡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施逸妍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2B黃鈉筵 小學組-初級組 優異獎 

3A胡哲寧 小學組-中級組 冠軍 

4B何婥婷 小學組-中級組 亞軍 

4A徐穎欣 小學組-中級組 季軍 

4A蕭政彥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A楊瀚智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A李瑋峻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陳琛悅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李芍霖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3B梁程森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A郭宛珈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朱嘉慧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4B黃存三 小學組-中級組 優異獎 

6B謝靖暐 小學組-高級組 冠軍 

5B鄭紫瑤 小學組-高級組 亞軍 

6A沈頌恩 小學組-高級組 季軍 

6B黃鎧彤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張玉怡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朱詠恩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A張灝翔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林清渝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5B簡瑪努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陳栢心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陳紫琳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A曾亮賢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B廖展鴻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B林澤鎧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6B鄧潔心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普通話科 

【數算主恩-常感恩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梁善兒  初小親子組(一至三年級) 冠軍 

3B 黃鈺淳 初小親子組(一至三年級) 亞軍 

3B 楊汝森 初小親子組(一至三年級) 季軍 

3B 李芍霖 初小親子組(一至三年級) 優異獎 

3A 胡哲寧 初小親子組(一至三年級) 優異獎 

6A 陳  領 高小組(四至六年級)  冠軍 

6A 陳紫琳 高小組(四至六年級)  亞軍 

6B 唐嘉珩 高小組(四至六年級)  季軍 

6A 張潔宜 高小組(四至六年級)  優異獎 

6A 沈頌恩 高小組(四至六年級)  優異獎 

 

視藝科 

【六十五周年校慶親子標誌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A鄭美嘉  總冠軍 

1B劉毅芳 初級組(一至二年級) 冠軍 

2B鄭朗賢 初級組(一至二年級) 亞軍 

1B黃意捷 初級組(一至二年級) 季軍 

2B陳啟淳 初級組(一至二年級) 殿軍 

4A鄭美嘉 中級組(三至四年級) 冠軍 

3A梁善兒 中級組(三至四年級) 亞軍 

3A陳朗謙 中級組(三至四年級) 季軍 

4B朱嘉慧 中級組(三至四年級) 殿軍 

6A張潔宜 高級組(五至六年級) 冠軍 

6B唐嘉珩 高級組(五至六年級) 亞軍 

6A陳紫琳 高級組(五至六年級) 季軍 

6B林樂正 高級組(五至六年級) 殿軍 

 

 

 

 

 

 



【親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鄒卓霖 初級組 冠軍 

3A梁善兒 初級組 亞軍 

2A蘇朗僑 初級組 季軍 

6A劉海晴 高級組 冠軍 

4A鄭美嘉 高級組 亞軍 

5B曾成康 高級組 季軍 

 

資訊科技科 

【勇闖打字城】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3A 黃守一 三年級組 冠軍 

3A 馬沚桓 三年級組 亞軍 

3A 鮑凱婷 三年級組 季軍 

4B 黃存三 四年級組 冠軍 

4A 黃鎧廸 四年級組 亞軍 

4B 唐嘉謙 四年級組 季軍 

5A 田宇軒 五年級組 冠軍 

5A 梁灝嵐 五年級組 亞軍 

5A 黎芯羽 五年級組 季軍 

6B 林幸知 六年級組 冠軍 

6B 管翊霖 六年級組 亞軍 

6A 陳  領 六年級組 季軍 

6A 丘志康 六年級組 季軍 

 

體育科 

【體育活動日社際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4A 李厚靖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冠軍 

4B 黃逸謙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亞軍 

4B 陳文丰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季軍 

3B 文汝軒 乒乓球(三、四年級男子組) 殿軍 

3A 李希儒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冠軍 

3A 文喬姻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亞軍 

4A 葉銘恩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A 汪以珞 乒乓球(三、四年級女子組) 殿軍 

6B 管翊霖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冠軍 



6B 鄧光宇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亞軍 

5B 英家寶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 

5B 曾成康 乒乓球(五、六年級男子組) 殿軍 

6A 沈頌恩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冠軍 

6A 陳栢心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亞軍 

6A 潘慧盈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5B 丘家喜 乒乓球(五、六年級女子組) 殿軍 

5A 關志朗 

5A 聶子皓 

6B 林煒晉 

6B 蘇傲曦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冠軍 

5A 鄧思衡 

5A 孫錦言 

5B 鄧朗熙 

6A 張宇烽 

6B 黃鏮霖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亞軍 

5A 賀進軒 

6B 黃思諭 

6A 鄭子熙 

6A 林圓叁 

6B 何樂悠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組) 季軍 

5A 張玉怡 

6A 鄧韻姿 

6A 楊卓霖 

6B 黎信希 

6B 黃  霏 

社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冠軍 

6A 黃鎧彤 

6A 張潔宜 

6A 劉海晴 

6B 施心怡 

6B 潘巧琳 

社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亞軍 

6A 楊舒婷 

5A 彭丹敏 

5A 游芷悅 

5B 鄧䁗欣 

5B 蔡影荷 

社際籃球比賽(女子組) 季軍 

1A 鄧朗然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男子組) 冠軍 

1B 楊峻熙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男子組) 亞軍 

1A 王翊熹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男子組) 季軍 

1B 鄭嘉順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男子組) 殿軍 

1B 劉毅芳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女子組) 冠軍 



1B 劉嘉琪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女子組) 亞軍 

1B 黃意捷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女子組) 季軍 

1B 胡暟晴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一年級女子組) 殿軍 

2B 徐  昕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男子組) 冠軍 

2A 張潔修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男子組) 亞軍 

2A 吳子卓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男子組) 季軍 

2A 張浩倫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男子組) 殿軍 

2B 田卓芝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女子組) 冠軍 

2B 楊綽瑩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女子組) 亞軍 

2B 黃鈉筵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 

2A 楊茜而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二年級女子組) 殿軍 

3A 陳樂燊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男子組) 冠軍 

3B 黃庭灝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男子組) 亞軍 

3B 陳昱嘉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男子組) 季軍 

3B 高浩哲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男子組) 殿軍 

3B 馮凱楠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女子組) 冠軍 

3A 傅靖婷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女子組) 亞軍 

3B 黃鈺淳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女子組) 季軍 

3A 李希儒 社際個人跳繩比賽 (三年級女子組) 殿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