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年終頒獎禮 得獎名單 

 

年終考試： 

1. 操行獎：1A 林霆晉    1B 黎穎姿 

服務獎：1A 叢希而    1B 鄧尹晞 

 

2. 操行獎：2A 唐宇宏    2B 陳思彤 

服務獎：2A 黃靖蕎    2B 昌恩諾 

 

學業成績獎 (同時獲得錦田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P2 第一名：2B 陳思彤 (同時獲得張培揚主學獎學金) 

P2 第二名：2A 唐宇宏 

P2 第三名：2A 彭芯樂 

P2 第四名：2B 楊皓而 

P2 第五名：2B 曾楚丰   

 

聖公會聖約瑟堂獎學金 (以年終考試成績，每班第一名至五名) 

2A  唐宇宏  彭芯樂  陳琛柔  唐匡佑  姚鎧瀧 

2B  陳思彤  楊皓而  曾楚丰  昌恩諾  梁卓祺 

 

3. 操行獎：3A 楊慧瑩    3B 陳愛琳 

服務獎：3A 張凱瑩    3B 鄧朗然 

 

學業成績獎 (同時獲得錦田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P3 第一名：3A 胡暟晴 (同時獲得張培揚主學獎學金) 

P3 第二名：3B 盧曉桐 

P3 第三名：3A 王翊熹 

P3 第四名：3B 李梓豪 

P3 第五名：3B 陳雅而 

 

聖公會聖約瑟堂獎學金 (以年終考試成績，每班第一名至五名) 

3A 胡暟晴  王翊熹  楊慧瑩  鍾緣升  黃曉寧 

3B 盧曉桐  陳雅而  李梓豪  鄧朗然  蕭靜雯 

 

4. 操行獎：4A 陳樂俊    4B 伍倬僡 

服務獎：4A 鄧亦晽    4B 黃凱雯 

 

學業成績獎 (同時獲得錦田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P4 第一名：  4B 楊茜而 (同時獲得張培揚主學獎學金) 

P4 第二名：  4A 鄧亦晽   

P4 第三名：  4B 胡諾衡 

P4 第四名：  4A 鄧子進 

P4 第五名：  4A 施逸妍 



聖公會聖約瑟堂獎學金 (以年終考試成績，每班第一名至五名) 

4A 鄧亦晽  施逸妍  鄧子進  凌廷嘉  楊綽瑩 

4B 楊茜而  張潔修  胡諾衡  田卓芝  歐凱晴 

 

5. 操行獎：5A 傳靖婷    5B 李賢哲 (同時獲得 2021-2022 年度王侯寶兒女士操行獎學金) 

    服務獎：5A 李希儒    5B 梁程森 

 

學業成績獎(同時獲得錦田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P5 第一名：  5A 梁善兒 (同時獲得張培揚主學獎學金) 

P5 第二名：  5B 李芍霖     

P5 第三名：  5B 鄭晞霖 

P5 第四名：  5B 張嘉康 

P5 第五名：  5A 鮑凱婷 

 

聖公會聖約瑟堂獎學金 (以年終考試成績，每班第一名至五名) 

5A 梁善兒  胡哲寧  鮑凱婷  唐占宇  李希儒 

5B 李芍霖  文汝軒  楊汝森  鄭晞霖  李賢哲 

 

6.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傑出學生獎      

1B  黎穎姿  2B 陳思彤   3A 胡暟晴  

4B 鄧亦晽   5B 李芍霖    

 

7. 許王鳳儀女士英文獎學金  

5B 李珠馜 

 

8. 劉張美芬女士獎學金 

科技探究優秀獎  

1A 孫煒錡  2A 陳琛柔   3B 蕭靜雯 4A 田昱頡  4B 楊茜而  5A 鮑凱婷 5B 李珠馜 

 

科技探究傑出獎  

5A 唐占宇 

 

9. 湯顯森牧師體育獎學金 

優秀女子壁球員 
5A 高 澄 
 

最有價值運動員 

5B  文喬姻 
 

 

 

 

 



10. 校友會贊助之學業成績進步獎 

    2A 鄧晉懿    2B 湯宛旼 

3A 張皓程      3B 蔡承澤  

4A 伍寶兒      4B 陳善盈 

5A 高浩哲      5B 李燕蕎 

 

11. 家教會贊助之學業成績進步獎 

2A 朱芷瑤    2B 張灝洋 

3A 王翊熹      3B 鄧曉蔚 

4A 鄭朗賢     4B 李浩軒 

5A 楊和萬     5B 張嘉康 

 

12.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童創未來」獎學金 

1B 曾楚蕎   2B 張灝洋   3B 劉毅芳 

4A 楊瑩瑩   5B 吳羅軒    

 

13.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21/22  

元朗區文藝之星  5A 梁善兒 

 

14.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組) 

季軍 4A 鄧亦晽 

 

15.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5 ,Girls 

冠軍 5B 鄭曉蔚 

季軍 5A 馮凱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Primary 4 ,Girls  

季軍 4A 鄧亦晽 

 

16. 第七十四屆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亞軍 5B 葉 嵐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季軍 2B 陳思彤 

 

17. 第七十四屆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季軍 6A    徐穎欣 

 

18. 2021-2022 US OPEN VEX IQ 機械人香港賽區資格賽—港少盃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學會主辦) 

團體賽  

冠軍  5A 鮑凱婷   5A 唐占宇   5B 李珠馜   5B 楊汝森 

 

團體賽  

亞軍  4A 鄧子進   4A 田昱頡   4A 凌廷嘉   4B 楊茜而 



技能賽  

亞軍  5A 鮑凱婷   5A 唐占宇   5B 李珠馜   5B 楊汝森 

 

19. 2021-2022 VEX IQ Challenge Pitching in -Skil l Challenge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學會主辦) 
季度排名賽  

冠軍   4A 田昱頡   5A 唐占宇   5A 鮑凱婷 

排名賽 

亞軍 4B 楊茜而   5B 李珠馜   6A 黃鎧廸   6B 麥煒豐 

 

季度操控賽  

冠軍 4A 田昱頡   5A 唐占宇   5A 鮑凱婷 

 

操控賽 

亞軍 4B 楊茜而   5B 李珠馜   6A 黃鎧廸   6B 麥煒豐 

 

20. 2021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挑戰賽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主辦) 

團體賽(A 組)  

銅獎  5A 唐占宇    6A  黃鎧廸    6B  麥煒豐 

 

團體賽(B 組)  

銅獎  4A 凌廷嘉   4A 田昱頡   4A 周琬澄   4A 鄧子進 

 

21. 第十八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黏土創作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主辦) 

小學三/四年級組  

冠軍  3A 文汝呈 

 

22. 第十一屆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主辦) 

銀獎 3A 文汝呈 

 

23.  2021-2022 年度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主辦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B 文喬姻 

 

24. 英文科 

2021-2022 年小學生英文寫作比賽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主辦) 

4A 鄧亦晽       5A 梁善兒       5B 李芍霖 

 

25.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21-2022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主辦  

優異  6B 謝和翰   6B  陳巧凝 

 

26. 中文科 

中文寫作比賽「如果我是……」 (香港教育城主辦)  

一年級  

冠軍 1B 區柏濤 

亞軍 1B 胡暟桐 

季軍 1A 何思澄 

優異 1A 謝一心   1A 羅梓嫚   1B 蘇泳僑 

 

 



二年級  

冠軍 2A 黃靖蕎 

亞軍 2B 廖晉彥 

季軍 2A 彭芯樂 

優異 2A 唐宇宏   2B 梁恉雋    2B 陳栢豪 

 

三年級 

冠軍 3B 鄧朗然 

亞軍 3B 陳雅而 

季軍 3A 胡暟晴 

優異 3B 蕭靜雯    3A 吳庭僖   3A 張皓程 

 

四年級 

冠軍 4B 楊茜而 

亞軍 4A 鄧亦晽 

季軍 4A 施逸妍 

優異 4A 盧芊瑤   4B 何珀然    4B 蘇朗僑 

 

五年級  

冠軍 5A 胡哲寧 

亞軍 5B 李芍霖 

季軍 5A 鄧旖旎 

優異 5A 鄧晉宇   5A 李希儒    5B 鄭晞霖 

 

六年級 

冠軍 6A   馮紫諾 

亞軍 6A   黃鎧廸 

季軍 6B   黃存三 

優異 6B   陳喜儀 

優異 6A   吳碧珊 

優異 6A   鄧巧蔚 

 

27.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21-2022)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主辦) 

「童放正能量 — 傘下的愛」聯校親子設計比賽 

一、 二年級組 

優異   1B 鄧尹晞    2B 張灝洋 

 

28. 「童放正能量-特別的傘給特別的你」聯校親子設計比賽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主辦) 

三、四年級組  

優異   3A 李玥融   4A 陳善妤 

 

29. 「童放正能量-妮妮的彩虹傘」聯校親子故事續寫創作比賽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主辦) 

五、六年級組 

優異   5B 李芍霖 

 

30.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21-2022) 

「童放正能量 — 妮妮的彩虹傘」聯校親子故事續寫創作比賽(五、六年級組)  

優異 6B   陳巧凝 

 



31. 視藝科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優異   5A 唐占宇   5A 傅靖婷   5A 李希儒   5A 陳琛悅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紅社】 

第一名 5A 傅靖婷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黃社】 

第一名  6A   李悅澄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藍社】 

第一名 5B 鄭曉蔚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綠社】 

第一名  6B   賴卓婷 

 

32.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冠軍 6A   李悅澄 

亞軍 6B   賴卓婷 

季軍 6B   鄧晞璇 

殿軍 6A   袁詩恩 

 

33. 第 13 屆「春雨故事由我創」親子創作比賽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春雨》編輯委員會 主辦)) 

高級組比賽 亞軍   5A 梁善兒 

 

34. 體育科 

2021-2022 年度約瑟壁球全校賽  

    男子組賽事 

冠軍   6B 黃存三 

亞軍   6A 鄧浩廉 

季軍   3B 鄧朗然 

殿軍   5B 黃庭灝 

優異(第五名)  5B 文汝軒 

優異(第六名)  5A 吳子浩 

優異(第七名)  5B 葉  嵐  

優異(第八名)  5A 楊和萬 

遺材賽冠軍   5B 馮諾心 

遺材賽亞軍   5A 馬沚桓 

 

女子組賽事 

冠軍   6A 鄧巧蔚 

亞軍   6A 林晏瑄 

季軍   6A 温希敏 

殿軍   3A 胡暟晴 



優異(第五名)  3B 陳雅而 

優異(第六名)  4B 賴漪雅 

優異(第七名)  3A 黃曉寧 

優異(第八名)  4B 陳善盈 

遺材賽冠軍   6B 林泳欣 

遺材賽亞軍   3B 劉毅芳 

 

精英組賽事 

冠軍   6B 李厚靖 

亞軍   6B 黃逸謙 

季軍   6B 謝和翰 

殿軍   6A 陳文丰 

優異(第五名)   6B 麥煒豐 

優異(第六名)   5B 文喬姻 

優異(第七名)   5A 唐占宇 

優異(第八名)   5A 李希儒 

遺材賽冠軍    4A 周琬澄 

遺材賽亞軍    5B 李賢哲 

 

學生自行報名參賽的獎項： 

35. HKYPAF 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主辦)  

香港區初賽 鋼琴公開分齡組 兒童 A 組 

第五名  2B 陳思彤 

 

36. Your Stage 聲．球大戰兒童音樂大獎賽 2022 (天使愛樂藝術教育工作室主辦) 

鋼琴考試級別組及校際音樂節級別組 四年級 

亞軍   2B 陳思彤 

 

37.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22 (幼童組) (元朗大會堂主辦) 

金獎   2B 陳思彤 

 

38. 全年社際龍虎榜      

冠軍 紅社 (1524 分)  

    亞軍 藍社 (1467 分)  

季軍 綠社 (1392 分)  

    殿軍 黃社 (1334 分) 

 

全校 

39. 2021「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 最積極踴躍參與學校獎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主辦) 

 

40. 2021「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最積極踴躍參與學校獎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主辦)   

 

41. 「中華經典名句網上自學平台」十八區最踴躍參與學校獎(元朗區) (教育局主辦)  

 



以下獎項已於畢業典禮頒發： 

 

操行獎：6A 吳碧珊   6B 鄧巧怡 (同時獲得王侯寶兒女士操行獎學金) 

服務獎：6A 溫希敏   6B 鍾丞君 

 

學業成績獎 (同時獲得錦田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P6 第一名： 6B  黃存三 

P6 第二名： 6A  黃鎧廸 

P6 第三名： 6B  陳巧凝 

P6 第四名： 6A  徐穎欣 

P6 第五名： 6B  汪以珞 

 

許王鳳儀女士英文獎學金 (全級第一名) 

6B  謝和翰 

 

聖公會聖約瑟堂獎學金 

6A  黃鎧廸   徐穎欣   葉銘恩   林雅萱   馮紫諾 

6B  黃存三   陳巧凝   謝和翰   汪以珞   陳喜儀 

 

張培揚主教獎學金 (全學年全級第一名) 

6B  黃存三 

 

校友會學業成績進步獎    

6A  郭宛珈   6B 何婥婷 

 

家教會學業成績進步獎    

6A  鄧澤熹  6B 汪以珞 

 

香港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童創未來獎學金  

6A  陳樂熙   

 

劉張美芬女士獎學金 (科技探究優秀獎)  

6A 黃鎧廸   6B 麥煒豐 

 

湯顯森牧師體育獎學金 

優秀男子壁球員   6B 李厚靖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傑出學生獎 

6A  黃鎧廸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6A  葉銘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