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2017 至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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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一、二年級詩詞集誦 

(粵語)  

季軍 1A 侯文俊 王澄浠 陳嘉欣 

1E 陳凱寧 李淑儀 楊梓軒 

2A 區洛菱 朱承亨 胡可煣 甘卓舜 李塏楠 呂汶殷 

麥靖朗 徐子瑛 楊浩匡 楊溢 

2B 戴熙桐 范朗澄 魏可欣 鄧卓然 黃卓瑩 鄭潔瑩 

2C 許芷寧 許萌軒 高嘉裕 黎殷寧 吳迦柏 黃焯堯 

余梓嫚 

2D 錢子俊 郭憬熹 林煒婷 李悅 羅愷嵐 文梓諾 

蘇嘉琳 曾俊燃 徐子琪 薛凱丹 

 

詩詞獨誦 (粵語) 季軍 6B 黃嘉晴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2B 魏可欣 

小學四年級詩詞集誦 (普

通話) 

優良獎狀 4A 陳麒安 江雨鍶 梁菲 廖寶儀 潘子墨 王玥菲 

吳煒明 鄭芷瑩 

4B 陳東陽 黃世豪 李明珠 梁子軒 李珈維 李珈宇 

李琛 李映彤 龍盈楓 宋安慰 唐艷妮 謝宇邦 

曾子棋 

4C 陳博倫 郭汶希 黃蓓茵 梁凱晴 劉羽晞 吳宛凌 

韋海倫 王嘉銘 黃笙健 

4D 鍾家希 鍾家裕 范心瑜 劉心盈 吳雅雯 彭可因 

曾朗瑔 池心柔 黃子晴 謝語詩 

 

小學五、六年級詩詞集誦 

(粵語) 

優良獎狀 5A 陳衍熹 周裕衡 羅慧珊 麥浩德 王悅嫦 楊浩軒 

5B 陳淑華 塚原麻伊 張淼鈺 

5C 陳冠萍 鍾宛汶 關嘉瑩 黃雅思 黃雅群 劉芊林 

李靉嵐 潘菁琳 湯程雅 

6A 陳思曦 陳慧菁 陳雅詩 周愉 朱中原 黃韻頤 

林伽熹 劉鎧瑀 劉嘉棋 陶苑儀 黃靜為 楊璟熙 

6B 張庭睿 劉芷希 麥如心 黃曉琳 黃嘉晴 

6CD 莊敏琪 洪霈軒 龔嘉祺 羅卓瑤 李嘉諾 

李曉澄 吳雅彤 李昆璟 翟家浩 

 

詩詞獨誦 (普通話、粵語) 優良獎狀 共 21 名學生獲得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 (普通話、粵語) 良好獎狀 共 3 名學生獲得良好獎狀 

 

 



 

 

英文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年級英文集誦 (英

語)  

優良獎狀 3A 陳渼澕 馮麗榮 何昶昇 林岳華 柯曉媛 馮梓賢 

3B 梁樂潼 呂卓峰 曾慶宙 曾慶峰 蕭國希 李紫程 

3C 林紫晴 孫元 葉俊賢 

3D 陳慶而 張浩迅 張芷甄 周兆璋 秦思蕎 秦恩蕎 

郭梓琦 林明謄 林家宇 連心悠 劉楚賢 龍文軒 

羅潁芯 麥康妍 吳紫寧 常宛芯 孫柏翹 湯欽博 

曾心睿 朱培元 

 

詩詞獨誦 (英語) 優良獎狀 共 26 名學生獲得優良獎狀 

詩詞獨誦 (英語) 良好獎狀 共 2 名學生獲得良好獎狀 

 

 

數學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個人賽 金獎 4D 謝語詩 

銀獎 4B 陳東陽 6A 黃靜為 6B 黃織倫 

銅獎 4D 彭可因 曾朗瑔 池心柔 楊智喬 庾誠謙 張敬朗 

5A 麥浩德 

5B 盧科里 

5C 莊偉俊 李靉嵐 曾俊滔 

6A 陳思曦 張善嬅 周愉 朱中原 劉鎧瑀 劉嘉棋 

梁鵬 羅銳昇 溫順仁 余俊灝 

6B 張庭睿 曹泓瀚 

6C 陳勇恆 秦雨芊 羅卓瑤 吳雅彤 

 

恩主教書院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2017-2018) 

個人賽 銀獎 4D 謝語詩 

銅獎 4D 池心柔 彭可因 

5B 林粟軒 

6CD 虞家寶 



優異獎 4B 陳東陽 

5C 曾俊滔 

6A 羅銳昇 

 

常識 

小學校際數學遊戲(第十四屆)及「STEM」常識問答挑戰賽 

個人賽 優異獎 6A 劉鎧瑀 6B 黃織倫 

團體賽   一等獎   6A 劉鎧瑀 陳勇恆 

6B 黃織倫 梁祖男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 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二等獎 6A 周愉 

6C 陳勇恆 洪霈軒 戴文浩 

潮州會館中學 -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冰壺賽 亞軍 5C 李靉嵐 湯程雅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嘉許獎 5A 曾美晴 周裕衡 陳英杰 

5B 王澤翔 5C 李靉嵐 湯程雅 

STEAM BOAT 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三等獎 6B 黃織倫 

6CD 洪霈軒 陳勇恆 戴文浩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2018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跳高 冠軍 6A 楊璟熙 

女甲跳高 冠軍 6C 鄭喻方 

男甲 60 米 殿軍 6A 楊璟熙 

女甲 60 米 第六名 6C 鄭喻方 

女甲團體 第八名 6C 鄭喻方 

6B 雷凱琳 雷曦彤 黃曉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2018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亞軍 3D 孫柏翹 張浩迅 梁敬穅 

4B 黃世豪 李琛 湯榮基 



4D 鍾家希 

5A 楊城堯 

5C 曾俊滔 林俊滔 莊偉俊 

6A 梁鵬 楊璟熙 

傑出運動員 6A 梁鵬 

傑出運動員 6A 楊璟熙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2018 年度全港小學周年頒獎典禮 

沙田區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 6A 楊璟熙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8 

沙田區男子組 季軍 3C 林家寶 

3D 林明謄 

4A 黃坤輝 馮菻深 

5C 曾俊滔 

6B 譚俊權 

6C 朱振霆 洪霈軒 李梓樂 

三人大繩 季軍 5B 李素冰 5C 關嘉瑩 6B 黃蔚欣 

單車步 冠軍 4A 黃坤輝 

亞軍 6B 譚俊權 

殿軍 2B 戴熙桐 6A 劉嘉棋 

側擺開跳 殿軍 6B 黃蔚欣 

交叉開跳 亞軍 3C 林家寶 

季軍 2C 黎殷寧 3D 林明謄 4A 馮菻深 

殿軍 5C 曾俊滔 

後交叉開跳 冠軍 4C 余卓穎 

亞軍 6C 朱振霆 

季軍 5B 李素冰 

後側擺開跳 亞軍 6C 朱振霆 

後單車步 亞軍 4B 唐艷妮 6C 洪霈軒 

季軍 3D 連心悠 

殿軍 3C 王冬雪 

二重跳 亞軍 4A 黃坤輝 

季軍 6C 李梓樂 

跨下二式 冠軍 6C 洪霈軒 

側擺交叉跳 亞軍 3C 林家寶 6C 李梓樂 

殿軍 6A 劉嘉棋 

Samsung 第 61 屆體育節 迷你排球邀請賽 

男子組 第五名 4B 黃世豪 

5C 曾俊滔 林俊滔 莊偉俊 

6A 梁鵬 楊璟熙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2017 排球章別獎勵計劃 



 銀章 5C 曾俊滔 

銀章 6A 梁鵬 

銀章 6A 楊璟熙 

馮堯敬中學友校 4X100 男女混合接力賽 

 季軍 5C 湯程雅 

6A 楊璟熙 梁鵬 

6C 鄭喻方 

林大輝中學 2018 全港小學校際游泳邀請賽 

女子 50 米背泳(11 歲組) 第七名 4D 彭可因 

音樂 

第 70 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季軍 4C 劉羽晞 

小學合唱比賽 優良獎狀 1A 陳嘉欣 鄺苡雅 李凱晴 杜詠彤 王澄浠 

1B 張凱婷 陳君琳 梁焯桐 吳宇蕎 冼美琳 杜昕恬 

余振男 

1C 李杰峰 梅凱清 

1D 范朗溢 范朗悅 李杰俊 王曉文 余睎澄 陳佩怡 

1E 陳凱寧 馬睿靖 

2A 何雨恬 生詩羽 薛森宜 區洛菱 梁維甄 

2B 蕭慧琳 黃卓瑩 梁海盈 

2C 許萌軒 高嘉裕 黃焯堯 

2D 李悅 

3B 鄧卓祺 

3C 林卓希 

3D 林家宇 周兆璋 麥康妍 

 

各級鋼琴獨奏、小提琴

獨奏、大提琴獨奏及直

笛獨奏 

優良獎狀 共 16 名學生獲得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共 7 名學生獲得良好獎狀 

 

 

視覺藝術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聖誕佳音處處聞」 

聖誕愛心咭設計比賽 

小學組 最踴躍參與大獎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冠軍 5B 周裕衡 

亞軍 2D 高天羿 

季軍 6C 洪霈軒 



優異獎 1A 李凱晴 

優異獎 2C 孫誥汶 

優異獎 1A 鄭日朗 

優異獎 1C 林茜童 

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2D 曾俊燃 

 

 

電腦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6A 黃靜為 梁鵬 

6B 張庭睿 

6C 裘實 李嘉諾 羅卓瑤 張力生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2018 

 傑出表現獎 3D 龍文軒 林明謄 湯欽博 

4A 吳煒明 

4B 陳東陽 謝宇邦 

4C 梁凱晴 

4D 謝語詩 林嘉駿 張敬朗 楊智喬 

 

其他 

第五十四屆校際舞蹈節 

第五十四屆校際舞蹈節比

賽 

甲級獎 2A 區洛菱 

2B 戴熙桐 蕭慧琳 

2C 歐穎文 張雨晴 許芷寧 許萌軒 黎殷寧 

2D 林煒婷 黎嘉琪 李悅 羅愷嵐 蘇嘉琳 徐子琪 

3B 江枷誼 李嘉怡 

3C 曾雯莎 

3D 秦思蕎 秦恩蕎 羅潁芯 

武術傳承日比賽 

 傑出 2B 黃政安 3D 梁敬穅 

4C 容浩然 

5C 曾俊滔 

優異 2A 賴兆珏 2C 徐霆軒 2D 梁藝 



3D 林明謄 4D 鍾晴怡 

5A 黃瑞宏 

良好 2B 范朗澄 3C 陳子蕙 

4D 伍樂晴 黃國謙 5A 麥浩德 

香港大學舊生會武術比賽 

公開組 優異 4C 容浩然 4D 鍾晴怡 黃國謙 

5C 曾俊滔 

評獎賽 精湛 2D 梁藝 

4D 伍樂晴 黃國謙 

優異 2A 賴兆珏 

2B 范朗澄 黃政安 

2C 徐霆軒 2D 蘇嘉琳 

3C 陳子蕙 

 

第三十七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8 

 優異獎 1B 陳天信 

1C 葉涵青 

1D 范朗溢 

2A 賴兆珏 

2B 黃政安 范朗澄 

2C 徐霆軒 黃焯堯 

2D 蘇嘉琳 林煒婷 梁藝 

3A 袁傲揚 林岳華 陳律彤 

3C 雷耀祖 陳子蕙 

4B 謝宇邦 

4C 沈子涵 容浩然 

4D 伍樂晴 鍾晴怡 黃國謙 

5A 麥浩德 黃瑞宏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Ma On Shan 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新界馬鞍山恆安邨校舍第一座 

電話：2642 9186    傳真：2643 3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