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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獲獎紀錄 
 

第 24 屆中國日本書畫大賽 
金 獎 林盛楷（已畢業 - 6C） 

銀 獎 

3B 羅家昌 5C 謝卓賢 
6B 莫斯然 6B 羅鎵麟 
6C 何晉曦 
鐘世恩 陸庭曦（已畢業 - 6B） 

銅 獎 

3A 康博弘 3C 廖照誠 
4A 吳銘輝 4B 張均樂 
4C 林洛言 5A 梁瑋忠 
5B 吳智聰 5C 駱兆明 
謝潤培（已畢業 - 6C） 

優秀獎 
3B 陳毅燊 3B 蕭晉熙 
4B 李晉熊 4B 陳煥東 
6B 卓浩賢 

團體賞 聖若瑟英文小學 
 

2008 勁武飛揚 II 

金 獎 
2A 吳嘉浩 3B 林凱禧 
3B 胡鴻屹 3C 陳諾生 
4A 倫煒峰 4C 王銘浚 

銀 獎 3C 陳旭瀚 
五步拳 

銅 獎 2A 李家輝 

金 獎 2A 李家輝 3B 林凱禧 
3C 黎柏亨 4A 倫煒峰 初級刀術 

銀 獎 3C 陳旭瀚 4C 王銘浚 
金 獎 3B 林凱禧 

初級南拳 
銅 獎 2A 吳嘉浩 3B 胡鴻屹 

3C 陳諾生 

初級棍術 金 獎 3C 黎柏亨 4A 倫煒峰 
4C 王銘浚 

金 獎 5A 鄭嘉俊 
基礎長拳 

銀 獎 2C 范旭曜 6A 吳享林 
 
 



 
 
 
 
 
 
 
 

第七屆中國-菲律賓-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一等獎 6B 羅鎵麟 

二等獎 
4A 林晉毅 6C 何晉曦 
〔已畢業〕 李子諾 吳家穎 池 謙

 梁國軒 林盛楷 

三等獎 

3B 陳毅燊 3C 劉博霖 
4A 吳銘輝 4C 林洛言 
5B 羅焯文 5C 駱兆明 
5C 李銘濰 6A 陳穎聰 
6B 甄梓軒 
〔已畢業〕 關 朗 

兒童組 

優秀獎 
3B 陳祺汧 4B 黃景禧 
6B 黃暐傑 
〔已畢業〕 陳昕樂 

團體獎 --- 聖若瑟英文小學 
 

九龍東區校際游泳比賽 
亞 軍 6B 陳彥中 

50 米蛙泳 
季 軍 6A 郭穎行 

亞 軍 6B 陳彥中 
100 米蛙泳 

季 軍 6A 郭穎行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8/09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傑出男演員獎 

5A 鄭澍駿 4C 沈懷希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傑出合作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其他校外比賽 
銀 獎 6C 李雋顥 5B 吳智聰 第十六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 獎 5A 朱健樂 
200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港澳盃》 
個人賽 
銀 獎 5C 白傲鋒 

第七屆 I-Cube 
校際智能爭霸戰 

十大傑出學校獎 及 五年級組冠軍 
《聖若瑟英文小學》 

2009 全港公開青少年 
乒乓球錦標賽 

個人季軍 
(9-10 歲組) 5B 梁哲維 

刀術團體亞軍 (小學組) 2009 全港公開新秀 
武術錦標賽 五步拳第 5 名 (小學組) 

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團體冠軍 
甲組季軍 九龍東區校際 

乒乓球比賽 乙組冠軍 

二等獎 
6A 梁本穎 6A 何彥鏗 
6A 嚴浩釗 6B 羅鎵麟 
6B 伍棋楓 6B 卓浩賢 全港 18 區小學 

數學比賽 
一等獎 6C 李雋顥 6C 何晉曦 

6C 羅晞浚 

飛越體操邀請賽 2009 優異獎 4B 林敬禧 

2008-2009 短池分齡 
游泳比賽 

50 米蛙泳 
亞 軍 6B 陳彥中 

粵語組 
季 軍 4A 吳葉天 5A 鄭澍駿 

英語組 
亞 軍 6C 黎明志 第六十屆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英語組 
季 軍 4A 劉子謙 

「華夏盃」全國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09 

香港賽區 
三等獎 5C 白傲鋒 4C 江柏希 

「兒童護脊基金」 
全港護脊才藝匯演 

最具創意 
大獎 聖若瑟英文小學 

 



 
 
 
 
 
 
 

其他校外比賽 
金獎季軍 6A 張家華 2009 全港小學 

電腦「數」描大賽 銅 獎 4A 潘一鵬 

聾健共融全港攝影比賽 學生組 
優異獎 5B 梁譯鴻 

海洋生物面面觀 
藝術創作比賽 

小學高級組 
季 軍 6B 劉琛朗 

銅 獎 6A 劉子揚 第七屆【魅力觀塘】 
攝影比賽 青少年組 優異獎 6C 呂晉賢 

「家國情」攝影比賽 學生組 
亞 軍 4B 陳煥東 

「愛‧長者」攝影比賽 小學組 
亞 軍 6B 黃文朗 

冠 軍 
5A 周伯成 5C 梁哲維 
6B 伍棋楓 6A 史方傑 
6A 廖政軒 

最佳 
體育精神獎 6B 伍棋楓 

全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中華基金會舉辦) 

獲得全港七

歲組前八名 2A 翁子鈞 

學生組 
優異獎 6B 傅進民 香港環保節 2008 

「垃圾?資源浪費?我的

震撼!」攝影比賽 學生組 
優良獎 5C 白傲鋒 

銅獎 6B 石沛銘 
優異獎 5B 梁譯鴻 香港八大地貌勝景 

攝影比賽 青少年組 
優異獎 6C 呂晉賢 

愛、健、樂攝影比賽 學界組 
銅獎 5B 梁譯鴻 

黃大仙區游泳比賽 50 米蛙泳 
亞軍 6B 陳彥中 

中華書局出版物 
<<HOW TO WRITE>> 

提供文章 
--- 

4A 徐柏熙 6A 任家卓 
5B 伍健一 6B 羅浩雲 
5C 陸栢熹 6C 李俊顥 
6A 劉子揚 6C 石育湖 
6A 張家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