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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學生校內比賽優秀成績(全學年) 

中文科 

◆ 2021-2022校內中文寫作比賽《假如我是……(運動員)……》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區柏濤 一年級組 冠軍 

1B 胡暟桐 一年級組 亞軍 

1A 何思澄 一年級組 季軍 

1A 謝一心 一年級組 優異 

1A 羅梓嫚 一年級組 優異 

1B 蘇泳僑 一年級組 優異 

2A 黃靖蕎 二年級組 冠軍 

2B 廖晉彥 二年級組 亞軍 

2A 彭芯樂 二年級組 季軍 

2A 唐宇宏 二年級組 優異 

2B 梁恉雋 二年級組 優異 

2B 陳栢豪 二年級組 優異 

3B 鄧朗然 三年級組 冠軍 

3B 陳雅而 三年級組 亞軍 

3A 胡暟晴 三年級組 季軍 

3B 蕭靜雯 三年級組 優異 

3A 吳庭僖 三年級組 優異 

3A 張皓程 三年級組 優異 

4B 楊茜而 四年級組 冠軍 

4A 鄧亦晽 四年級組 亞軍 

4A 施逸妍 四年級組 季軍 

4B 盧芊瑤 四年級組 優異 

4B 何珀然 四年級組 優異 

4B 蘇朗僑 四年級組 優異 

5A 胡哲寧 五年級組 冠軍 

5B 李芍霖 五年級組 亞軍 

5A 鄧旖旎 五年級組 季軍 

5A 鄧晉宇 五年級組 優異 

5A 李希儒 五年級組 優異 

5B 鄭晞霖 五年級組 優異 

6A 馮紫諾 六年級組 冠軍 

6A 黃鎧廸 六年級組 亞軍 

6B 黃存三 六年級組 季軍 

6B 陳喜儀 六年級組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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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吳碧珊 六年級組 優異 

6A 鄧巧蔚 六年級組 優異 

 

 

視藝科 

◆ 親子聖誕卡設計比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1B  蘇泳僑 初級組 冠軍 

2B  鄧焯楠 初級組 亞軍 

2B  張灝洋 初級組 季軍 

1A  陳奕鋒 初級組 殿軍 

4A  陳啟淳 中級組 冠軍 

3A  張凱瑩 中級組 亞軍 

4B  陳善盈 中級組 季軍 

3B  鄒卓霖 中級組 殿軍 

5A  梁善兒 高級組 冠軍 

6B  鄭美嘉 高級組 亞軍 

5A  陳朗謙 高級組 季軍 

5B  馮諾心 高級組 殿軍 

 

 

  

◆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6A 李悅澄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冠軍 

6B 賴卓婷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亞軍 

6B 鄧晞璇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季軍 

6A 袁詩恩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殿軍 

5A 唐占宇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優異 

5A 傅靖婷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優異 

5A 李希儒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優異 

5A 陳琛悅 社際彩繪椅子設計比賽 優異 

5A 傅靖婷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紅社】 第一名 

6A 李悅澄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黃社】 第一名 

5B 鄭曉蔚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藍社】 第一名 

6B 賴卓婷 社員最喜愛的彩繪椅子【綠社】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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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 2021-2022年度約瑟壁球全校賽 

參賽學生 項目 成績/獎項 

6B 黃存三 男子組賽事 冠軍 

6A 鄧浩廉 男子組賽事 亞軍 

3B 鄧朗然 男子組賽事 季軍 

5B 黃庭灝 男子組賽事 殿軍 

5B 文汝軒 男子組賽事 優異(第五名) 

5A 吳子浩 男子組賽事 優異(第六名) 

5B 葉  嵐  男子組賽事 優異(第七名) 

5A 楊和萬 男子組賽事 優異(第八名) 

5B 馮諾心 男子組賽事 遺材賽冠軍 

5A 馬沚桓 男子組賽事 遺材賽亞軍 

6A 鄧巧蔚 女子組賽事 冠軍 

6A 林晏瑄 女子組賽事 亞軍 

6A 温希敏 女子組賽事 季軍 

3A 胡暟晴 女子組賽事 殿軍 

3B 陳雅而 女子組賽事 優異(第五名) 

4B 賴漪雅 女子組賽事 優異(第六名) 

3A 黃曉寧 女子組賽事 優異(第七名) 

4B 陳善盈 女子組賽事 優異(第八名) 

6B 林泳欣 女子組賽事 遺材賽冠軍 

3B 劉毅芳 女子組賽事 遺材賽亞軍 

6B 李厚靖 精英組賽事 冠軍 

6B 黃逸謙 精英組賽事 亞軍 

6B 謝和翰 精英組賽事 季軍 

6A 陳文丰 精英組賽事 殿軍 

6B 麥煒豐 精英組賽事 優異(第五名) 

5B 文喬姻 精英組賽事 優異(第六名) 

5A 唐占宇 精英組賽事 優異(第七名) 

5A 李希儒 精英組賽事 優異(第八名) 

4A 周琬澄 精英組賽事 遺材賽冠軍 

5B 李賢哲 精英組賽事 遺材賽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