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全港小學區際乒乓球比賽  乙組  團體  季 軍 
5B  李晉熊 4B  楊沛霖 
3B  翁子鈞 3C  馬希逸 
4B  蔡智康 

單打賽  季 軍  6C  梁哲維 

恆生學界盃乒乓球比賽 
團體賽  亞 軍  6C  梁哲維 5B  李晉熊 

4B  楊沛霖 3B  翁子鈞 

甲組  團體  季 軍  6C  梁哲維 6B  吳焯銘 
6B  鄧世軒 6A  周百成 

九龍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乙組  團體  亞 軍 
5B  李晉熊 4B  楊沛霖 
3B  翁子鈞 3C  馬希逸 
5B  鍾廷峰 

2010  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團體賽  冠 軍 
（連續四年）

6C  梁哲維 6B  吳焯銘 
6A  周百成 5B  李晉熊 
4B  楊沛霖 

林大輝中學全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金盃賽  團體  冠 軍 
6C  梁哲維 6B  鄧世軒 
6B  吳焯銘 5B  李晉熊 
6A  周百成 4B  楊沛霖 

唐乃勤中學乒乓球邀請賽  冠 軍 
6A  周百成 6B  吳焯銘 
5B  李晉熊 5B  鍾廷峰 
4b  楊沛霖 3B  翁子鈞 

YMCA  小學乒乓球比賽  單打賽  殿 軍  6A  周百成 6B  吳焯銘 

單打賽  優異獎  6B  梁哲維 
全港學界精英乒乓球比賽 

雙打賽  季 軍  6B  梁哲維 6B  鄧世軒 

E組  跳 遠  殿 軍  4C  林凱禧 

冠 軍  6A  黃鼎軒 
D組  擲壘球 

季 軍  6A  蔡栢曦 
外展田徑章別挑戰日 

E組  擲壘球  冠 軍  5B  李瑜豐 

乙組  擲壘球  季 軍  5B  李瑜豐 
九龍東區校際田徑比賽 

甲組  擲壘球  冠 軍  6A  黃鼎軒 

飛達新星田徑錦標賽  100米  季 軍  1C  李卓弦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甲組 
50米  蛙泳 

亞 軍 

甲組 
50米  自由泳  季 軍 

6C  白傲鋒 

甲組 4X50米 
自由泳接力 

季 軍 

甲組  團體  亞 軍 

6C  白傲鋒 6C  李俊希 
6A  呂俊翹 6A  莫翹謙 
6A  蔡柏曦 

乙組 
50米  蛙泳 

季 軍  5A  羊梓然 

乙組 
50米  背泳  亞 軍  5B  劉逸風 

乙組 4X50米 
自由泳接力 

冠 軍 

2009‐2010 
九龍東區校際游泳比賽 

乙組  團體  冠 軍 

5A  羊梓然 5B  江卓科 
5B  劉逸風 5B  吳銘輝 
4B  黃文衍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  H組 
100米  蛙泳 

季 軍  6C  白傲鋒 

2009  香港夏季蹼泳公開賽  亞 軍  1B  姚卓楠 

2010  香港春季蹼泳公開賽  季 軍  6C  白傲鋒 

2010  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國際邀請賽） 50米  蛙式  季 軍  6C  李俊希 

100米  背泳  金 牌 

50米  背泳  金 牌 

100米  蛙泳  金 牌 

50米  蛙泳  金 牌 

50米  蝶泳  銅 牌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10‐2011年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9‐10 歲組 

200米 
個人四式混合泳  金 牌 

5B  劉逸風 

50米  蝶泳  季 軍 

50米  背泳  季 軍 

50米  蛙泳  冠 軍 

2010  第三屆 
沙田盃新秀游泳錦標賽 

全場亞軍 

5B  劉逸風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一、二級章別 
動作 

季 軍 

3B  顏樂旻 3B  李家輝 
3C  朱朗睿 4A  陳旭瀚 
4A  陳偉健 4A  黎柏亨 
4B  羅旨睿 4C  林凱禧 
5A  倫煒峰 5B  王鉻浚 
6C  駱兆明 

2010  武術比賽 

初級南拳  冠 軍 
4A  陳旭瀚 4A  陳偉健 
5A  倫煒峰 4A  黎柏亨 
3B  李家輝 4C  林凱禧 

G9  集體拳術組  冠 軍 
沙田區武術公開賽  2010 

M16  其他兵器組  冠 軍 
4A  林敬禧 

自選南拳  金 獎 

自選刀術  銀 獎 勁武飛揚（第五回）武術錦標賽 

B組  殿 軍 

4C  林凱禧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09‐2010  小學組  6C  梁哲維 

2010  龍騰飛躍體操邀請賽  自由體操  優異獎  2A  伍景琛 

跆拳道套拳比賽  2009  色帶組  亞 軍  1C  李卓弦 

「全港挺直」護脊行動  護脊小先鋒  嘉許獎 

4A  林敬禧 4C  林凱禧 
5A  陳俊健 5A  吳葉天 
5A  林洛言 5A  黃文軒 
5B  周匯田 5B  鍾廷峰 
5B  王銘浚 5B  俞頌豪 
5C  劉子謙 6A  鄭澍駿 

全港十大傑出學校獎 

聖若瑟英文小學 
 
代表學生： 
1B  蘇梓維 2C  楊灝朗 
3A  陳偉軒 4C  黃琪津 
5B  吳銘輝 6A  朱健樂 
6A  周卓能 

第八屆 
I‐CUBE  校際智能爭霸戰 

全港三年級  亞 軍  3A  陳偉軒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童四無稀扶貧計劃 
“樂．無窮”攝影比賽 

親子組  優異獎  5A  陳煥東 5A  吳葉天 

季 軍  5A  陳煥東 
童享安全攝影比賽 

優 異  6A  莫翹謙 5A  陳煥東 

亞 軍  5A  吳葉天 

「社區情懷」攝影比賽 
優 異  5A  陳俊健 5A  鄧譽晴 

6A  謝子峰 6A  周百成 

冠 軍  6A  周百成 

Nikon校園攝影特工隊攝影比賽 
最佳入圍作品獎  6C  白傲鋒 5A  鄧譽晴 

5A  陳明德 

美國史丹福大學 
資優兒教育培訓計劃 

英文寫作  優異獎  6C  朱家俊 

圍棋初小組  第四名  2C  謝毅俊 第一屆 
全港學界棋藝挑戰賽  圍棋高小組  第五名  5B  張宇宸 

2010  工聯會盃 
全港青少年圍棋大賽  八歲組  亞 軍  2C  謝毅俊 

香港小學數學奧林匹克比賽  六年級組  銅 獎  6B  吳智聰 6C  陸栢熹 

一年級組 
個人賽 

銀 獎  1A  毛瑞麟 
2010  港澳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四年級組 
個人賽 

銀 獎  4C  林凱禧 

四年級組  二等獎  4C  林凱禧 

六年級組  三等獎  6B  吳智聰 6C  白傲鋒 2010  年華夏杯數學奧林匹克初賽 

一年級組  一等獎  1A  毛瑞麟 

2010  華夏杯奧數之星創新思維比賽  四年級  三等獎  4C  林凱禧 

「數碼媒體  由我創  2010」設計比賽  亞 軍  6A  周卓能 

冠 軍  5A  黎君揚 5B  馮卓文 
5B  高福顯 社區科學推廣計劃 

科學探究比賽 
優異獎  6A  朱健樂 6B  黃棨騫 

6C  陸柏熹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Adjudicators' Award (評判推介演出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傑出劇本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傑出導演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傑出合作獎)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傑出男演員獎) 

5A Shum Huai Xi Joshua 

5C Yuen Lok Fai Chris 

6A Mok Kiu Him Ernest 

鋼琴獨奏  亞 軍  4A  黃文浩 第六十二屆 
校際音樂節  鋼琴獨奏  冠 軍  4B  李偉傑 

Solo 
Verse Speaking 
(Cantonese) 

2nd 
Runner‐up

5B Ng Ming Fai 
5A Ng Yip Tin 

Champion 4C Tsang Po Hei Solo 
Verse Speaking 
(Putonghua) 

1st 
Runner‐up

4C Lung Chi Hang 
5B Cheng Yu Fung 

Champion
3A Ho Wai Lok 
3C Chan Kwun Hei 
4A Phillips Raefe Ling 

1st 
Runner‐up

2B Leung Ho Yat 
5C Yuen Lok Fai 

6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English) 

2nd 
Runner‐up

3C Lee Long Hei 
4B Hong Yu Kiu 
6A Cheng Shu Chun 

冠 軍  6A  朱健樂 

優異獎  5A  林洛言 觀塘區小學中文演講比賽  備稿演講 

良好獎  6B  韓友明 

全港朗誦才藝大賽  普通話 
5、6年級組  季 軍  5A  方瑋宜 

三等獎  2C  梁瑋林 

優異獎  2A  莊偉鴻 
2009國際天文年 

全港小學校際美術創作比賽 
中級組  優異獎  3A  蘇煒德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六屆 
當代作家詩文朗誦比賽 

二年級組  冠 軍  2B  陳銘濤 

第十屆 
香港亞洲鋼琴公開賽  第四名  4B  李偉傑 

銀 賞  4B  黃浩然 5A  李睿煕 

銅 賞  6C  吳浩然 6C  駱兆明 
5A  林洛言 

第二十五屆 
中國－日本書畫大賽 

優秀賞  5B  吳銘輝 4B  楊沛霖 
4C  康博弘 

一等獎  6B  林欣瓏 

二等獎 

3A  呂浩然 4A  劉博霖 
5A  陳煥東 5A  方瑋宜 
5C  孫嘉禧 6A  梁瑋忠 
莫斯然（已畢業  ‐ 6B） 

三等獎 

3B  周鑑鎔 4A  蕭晉熙 
4A  王 晉 5B  吳銘輝 
5B  李晉熊 5C  江柏希 
6C  駱兆明 
羅朗庭（已畢業  ‐ 6A） 
張家華（已畢業  ‐ 6A） 
卓浩賢（已畢業  ‐ 6B） 
何晉曦（已畢業  ‐ 6C） 

優秀獎 

2C  葉梓聰 3B  王冠喬 
3B  黃啟俊 3C  黃侃弘 
4A  陳偉健 5A  林洛言 
5C  劉宇軒 5B  林晉毅 
甄梓軒（已畢業  ‐ 6B） 

第八屆 
中國－菲律賓－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團體獎  聖若瑟英文小學 

二等獎 
4B  楊沛霖 4A  劉博霖 

6A  梁瑋忠 5B  林晉毅 

三等獎 
6C  駱兆明 5B  吳銘輝 

5B  李晉熊 4C  陳祺汧 

第九屆 
中國－菲律賓－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優秀獎  5A  陳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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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優秀作品  3A  金棨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