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比賽獎項總表.                       附件 1 

 

班別 姓名 比賽名稱 活動日期 所獲獎項 

3A 黃政安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3C 范朗澄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3A 梁藝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5A 謝宇邦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5B 容浩然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5D 伍樂晴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5D 黃國謙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5D 鍾晴怡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6A 麥浩德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6A 黃瑞宏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19/8/2018 團體優異獎 

2D 周永煇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評獎賽精湛 

3A 黃政安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評

獎賽精湛 

3A 梁藝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評獎賽優異 

3C 徐霆軒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評獎賽優異 

3C 范朗澄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評

獎賽優異 



5A 謝宇邦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評獎賽優異 

5B 容浩然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評

獎賽優異 

5D 伍樂晴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評

獎賽精湛 

5D 黃國謙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評獎賽精湛 

5D 鍾晴怡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評

獎賽卓越 

6A 麥浩德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評

獎賽精湛 

6A 黃瑞宏  第十五屆全港精武少林武術隊際賽及個人評獎賽  26/8/2018 

隊際賽兒童組優異、評

獎賽優異 

5A 黃世豪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排球章別獎勵計劃 18/11/2018 銀章 

6C 莊偉俊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排球章別獎勵計劃 19/11/2018 銀章 

3B 魏可欣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19/11/2018 優良獎狀 

2D 鄭文馨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19/11/2018 優良獎狀 

6C 林俊滔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排球章別獎勵計劃 20/11/2018 銀章 

4A 王普修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20/11/2018 良好獎狀 

4A 袁傲揚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20/11/2018 優良獎狀 

 

 

班別 姓名 比賽名稱 活動日期 所獲獎項 



5D 黃子晴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20/11/2018 優良獎狀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英語) 20/11/2018 亞軍 

1B 顏曉晴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21/11/2018 優良獎狀 

6C 莊偉俊 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22/11/2018 男甲跳高冠軍 

3D 李啟揚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22/11/2018 優良獎狀 

6C 劉芊林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22/11/2018 良好獎狀 

3C 戴熙桐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23/11/2018 優良獎狀 

4D 雷耀祖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24/11/2018 優良獎狀 

3A 黎嘉琪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26/11/2018 優良獎狀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粵語 26/11/2018 優良獎狀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粵語 26/11/2018 冠軍 

3A 李昆達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26/11/2018 良好獎狀 

6B 王美歌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普通話 27/11/2018 優良獎狀 

6B 肖潤森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28/11/2018 良好獎狀 

1B 曾琬晴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29/11/2018 優良獎狀 

1B 陳姻羽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29/11/2018 優良獎狀 

6A 曾美晴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30/11/2018 優良獎狀 

1A 陳可澄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30/11/2018 優良獎狀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普通話 30/11/2018 良好獎狀 

6C 湯程雅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30/11/2018 優良獎狀 

2C 杜詠彤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30/11/2018 優良獎狀 



2D 吳宇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30/11/2018 優良獎狀 

5D 黃國謙 沙田節環保節能器具設計比賽 2018 1/12/2018 冠軍 

5D 池心柔  沙田節環保節能器具設計比賽 2019 1/12/2018 冠軍 

5D 曾朗瑔 沙田節環保節能器具設計比賽 2020 1/12/2018 冠軍 

5D 楊智喬  沙田節環保節能器具設計比賽 2021 1/12/2018 冠軍 

5D 謝語詩  沙田節環保節能器具設計比賽 2022 1/12/2018 冠軍 

3C 麥海澄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1/12/2018 優良獎狀 

6A 張皓婷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3/12/2018 優良獎狀 

4D 吳紫寧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3/12/2018 優良獎狀 

5D 鍾晴怡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3/12/2018 優良獎狀 

1E 張智堡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4/12/2018 優良獎狀 

6A 石曉晴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4/12/2018 優良獎狀 

6C 李靉嵐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4/12/2018 優良獎狀 

6A 陳衍熹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4/12/2018 優良獎狀 

4A 羅潁芯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4/12/2018 優良獎狀 

4C 方梓宸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5/12/2018 優良獎狀 

3D 蔡維安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5/12/2018 優良獎狀 

6C 鍾宛汶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7/12/2018 優良獎狀 

1E 余梓翹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10/12/2018 良好獎狀 

2C 王培宇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10/12/2018 優良獎狀 

6C 鄒雨珊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10/12/2018 優良獎狀 



6A 何捷思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10/12/2018 優良獎狀 

5C 鄭芷瑩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10/12/2018 優良獎狀 

2D 陳佩怡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10/12/2018 優良獎狀 

4C 周兆璋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聖言獨誦) 粵語 11/12/2018 良好獎狀 

2D 何曉彤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11/12/2018 季軍 

3D 李悦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12/12/2018 優良獎狀 

2B 吳法儒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3/12/2018 優良獎狀 

4A 王晧驊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3/12/2018 優良獎狀 

4A 馮麗榮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13/12/2018 優良獎狀 

4D 李紫程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4/12/2018 優良獎狀 

4B 陳渼澕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4/12/2018 優良獎狀 

2B 張凱婷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4/12/2018 優良獎狀 

6B 陳虹旭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普通話 14/12/2018 優良獎狀 

6B 塚原麻伊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普通話 14/12/2018 優良獎狀 

6B 盧科里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5/12/2018 良好獎狀 

5D 曾朗瑔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15/12/2018 優良獎狀 

5D 黃國謙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 15/12/2018 優良獎狀 

1B 黃梓妤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7/12/2018 優良獎狀 

6A 陳巧悠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9/12/2018 優良獎狀 

5B 李映彤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9/12/2018 優良獎狀 

5B 曾子棋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19/12/2018 優良獎狀 



3D 曾俊燃 

沙田區「單車勿亂泊」填色 

及橫額連標語創作比賽 

12-2-2019 中級組冠軍 

6A 許浩浚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8-2-2019 個人賽銅獎 

6B 林粟軒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8-2-2019 個人賽優異獎 

5B 陳東陽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8-2-2019 個人賽優異獎 

5D 彭可因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8-2-2019 個人賽優異獎 

5D 謝語詩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8-2-2019 個人賽優異獎 

5D 池心柔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8-2-2019 個人賽優異獎 

5D 楊智喬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8-2-2019 個人賽優異獎 

6A 許浩浚 朱敬文小學校際數學遊戲比賽 18-2-2019 個人賽三等獎 

5A 黃蓓茵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一級鋼琴獨奏 25-2-2019 良好獎狀 

1E 何淇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一級鋼琴獨奏 26-2-2019 優良獎狀 

3D 曾俊燃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 

系列比賽 2018 填色比賽 

26-2-2019 初小組優異獎 

2D 陳焯嵐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27-2-2019 優良獎狀 

5A 黃世豪 康文盃 18-19 全港公開迷你排球挑戰賽  3-3-2019 殿軍 

5C 鍾家希 康文盃 18-20 全港公開迷你排球挑戰賽 3-3-2019 殿軍 

6C 莊偉俊 康文盃 18-21 全港公開迷你排球挑戰賽 3-3-2019 殿軍 

6C 林俊滔 康文盃 18-22 全港公開迷你排球挑戰賽 3-3-2019 殿軍 

6C 曾俊滔 康文盃 18-23 全港公開迷你排球挑戰賽 3-3-2019 殿軍 

5D 梁道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 4-3-2019 優良獎狀 



以下) 

5D 林嘉駿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

以下) 

4-3-2019 季軍(優良) 

5D 庚誠謙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

以下) 

4-3-2019 季軍(優良) 

5D 張敬朗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

以下) 

4-3-2019 優良獎狀 

5D 曾朗瑔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三級鋼琴獨奏 5-3-2019 優良獎狀 

3D 李悅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一級鋼琴獨奏 5-3-2019 優良獎狀 

3D 曾俊燃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一級鋼琴獨奏 5-3-2019 優良獎狀 

2D 陳佩怡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古箏獨奏  

 (初級組) 

5-3-2019 良好獎狀 

2D 梅凱清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6-3-2019 優良獎狀 

4D 馮梓賢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   (10 歲或

以下) 

7-3-2019 冠軍(優良) 

1A 鍾曉汶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翁悅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鄧妍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杜宛旻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黃靖琳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B 張珀綾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B 曾琬晴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C 顏芷晴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C 黃穎欣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D 卓凱洛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D 雷泳欣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D 葉詠妍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A 林泳希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C 陳凱寧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C 何玥非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D 馬睿靖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A 黎嘉琪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A 黎殷寧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A 徐子瑛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B 許芷寧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C 戴熙桐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C 區洛菱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C 許萌軒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D 林煒婷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D 歐穎文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D 張雨晞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4D 郭梓琦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8-3-2019 優良獎狀 



4D 吳紫寧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低音大提琴獨奏 (初級組) 8-3-2019 良好獎狀 

4C 吳振鳴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0 歲或

以下) 

8-3-2019 良好獎狀 

4D 馮梓賢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0 歲或

以下) 

8-3-2019 良好獎狀 

1A 鍾曉汶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翁悅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鄧妍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杜宛旻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A 黃靖琳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B 張珀綾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B 曾琬晴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C 顏芷晴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C 黃穎欣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D 卓凱洛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D 雷泳欣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1D 葉詠妍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A 林泳希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C 陳凱寧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C 何玥非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2D 馬睿靖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A 黎嘉琪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A 黎殷寧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A 徐子瑛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B 許芷寧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C 戴熙桐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C 區洛菱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C 許萌軒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D 林煒婷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D 歐穎文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3D 張雨晞 校際舞蹈比賽 8-3-2019 甲級獎 

6A 陳衍熹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五級鋼琴獨奏 9-3-2019 良好獎狀 

3A 梁藝 動感校園地壺球參與學校交流賽 10-3-2019 優異 

3A 易俊成 動感校園地壺球參與學校交流賽 10-3-2019 優異 

3B 江祿昇 動感校園地壺球參與學校交流賽 10-3-2019 優異 

3B 徐子琪 動感校園地壺球參與學校交流賽 10-3-2019 季軍 

3D 李悅 動感校園地壺球參與學校交流賽 10-3-2019 季軍 

3D 張雨晞 動感校園地壺球參與學校交流賽 10-3-2019 季軍 

5D 龔子珊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七級鋼琴獨奏 11-3-2019 冠軍(榮譽)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小學合唱比賽 11-3-2019 優良獎狀 

5D 庚誠謙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五級鋼琴獨奏 11-3-2019 良好獎狀 

4A 馮麗榮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18-3-2019 亞軍(優良) 



1B 陳可琪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19-3-2019 優良獎狀 

4B 孫柏翹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4D 張浩迅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4D 梁敬穅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5A 黃世豪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5C 鍾家希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5C 湯榮基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5C 李琛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6C 莊偉俊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6C 林俊滔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 

6C 曾俊滔 沙田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19-3-2019 季軍、傑出運動員 

3B 徐子琪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20-3-2019 優良獎狀 

4D 梁敬穅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四級鋼琴獨奏 21-3-2019 良好獎狀 

6B 鍾曉童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獨奏 

 (13 歲或以下) 

22-3-2019 優良獎狀 

5D 劉心盈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三級鋼琴獨奏 22-3-2019 優良獎狀 

5A 曹嘉琦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5D 許少泓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A 陳衍熹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A 朱焯彥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A 周裕衡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B 唐樂年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B 張淼鈺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C 莊偉俊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C 湯程雅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C 鍾宛汶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6C 李靉嵐 IT 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23-3-2019 金章 

3C 戴熙桐 高爾夫球聯校比賽 23-3-2019 女子最佳小球手 

3D 陳峻熙 高爾夫球聯校比賽 23-3-2019 男子最佳小球手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高爾夫球聯校比賽 23-3-2019 團體冠軍 

4D 朱培元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小提琴獨奏 25-3-2019 優良獎狀 

5D 周憫情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

以下) 

26-3-2019 季軍(優良) 

5D 范心瑜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

以下) 

26-3-2019 季軍(優良) 

5C 劉羽晞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級五鋼琴獨奏 26-3-2019 季軍(優良) 

5D 劉心盈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

以下) 

26-3-2019 優良獎狀 

6B 鍾曉童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高音直笛二重奏    (13 歲

或以下) 

26-3-2019 優良獎狀 

3D 李啟揚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26-3-2019 優良獎狀 

1B 王晞晨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二級鋼琴獨奏 26-3-2019 良好獎狀 



5D 鍾晴怡 「書」出快樂郵票創作比賽 26-3-2019 高小組優異獎 

5D 鍾晴怡 2018-2019「齊來做朋友」繪畫創作比賽 26-3-2019 高小組優異獎 

3D 龔子杰 第 71 屆學校音樂節四級鋼琴獨奏 27-3-2019 冠軍(優良) 

2A 張敬烽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三人大繩季軍 

2A 周金逢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單車步亞軍、 

三人大繩季軍 

2A 曾芷茵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交叉開跳殿軍、側擺交

叉跳殿軍、三人大繩季

軍 

2C 唐文輝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三人大繩季軍 

3A 黎殷寧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交叉開跳季軍、 

三人大繩季軍 

3A 李昆達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側擺交叉跳季軍、交叉

開跳殿軍、 

三人大繩季軍 

3D 歐穎文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後單車步亞軍 

3D 廖海靖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後側擺開跳季軍、三人

大繩季軍 

3D 陳峻熙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單車步季軍、 

後交叉開跳季軍、 

三人大繩季軍 



4A 王冬雪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後交叉開跳季軍 

4A 林家寶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單車步殿軍、 

後側擺交叉跳亞軍 

4D 連心悠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跨下二式季軍 

4D 郭梓琦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後交叉開跳季軍 

5A 黃坤輝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二重跳殿軍 

5A 馮菻深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側擺開跳殿軍、 

交叉開跳殿軍 

5C 唐艷妮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單車步殿軍 

6A 陳英杰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跨下二式季軍 

6B 李素冰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側擺開跳殿軍、 

後單車步冠軍 

6C 關嘉瑩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7-4-2019 

二重跳殿軍、 

後側擺開跳冠軍 

5D 鍾晴怡 教育局 2018-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10-4-2019  傑出演員獎  

5D 黃國謙 教育局 2018-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10-4-2019  傑出演員獎  

5B 李映彤 教育局 2018-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10-4-2019  傑出演員獎  

6C 曾俊滔 教育局 2018-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10-4-2019  傑出演員獎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教育局 2018-19 香港學校戲劇節 10-4-2019 傑出合作獎 

1B 曾琬晴 

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 

同萌填色設計比賽 

26-4-2019 初小組優異獎 



3D 曾俊燃 

領展街市‧SANRIO CHARACTERS 

同萌填色設計比賽 

26-4-2019 初小組優異獎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二零一九年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比賽 18-5-2019 銅獎 

3D 曾俊燃 四旬愛心填色比賽 25-5-2019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