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區際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乙組團體 冠軍 
4A 翁子鈞 4B 卓崇灝 
5A 蔡智康 5B 楊沛霖 
5B 姚學禮 

回歸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團體賽 亞軍 
2A 黃翰林 4A 翁子鈞 
5A 蔡智康 5B 楊沛霖 
6B 李晉熊 

林大輝中學全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銀碟賽 團體 亞軍 
4A 翁子鈞 4B 馬希逸 
5A 蔡智康 5B 楊沛霖 
6B 李晉熊 

第七屆 YMCA 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單打賽 季軍 5B 楊沛霖 

王仲銘中學小學校際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精英組 團體 冠軍 
4A 翁子鈞 5A 蔡智康 
5B 楊沛霖 5B 姚學禮 
6B 李晉熊 

 



 

雅各臣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高級組單打賽 亞軍 5B 姚學禮 

親子雙打組 亞軍 
5A 蔡智康 

高級組單打賽 季軍 

高級組團體 冠軍 
5A 蔡智康 5B 姚學禮 
6A 陳學琛 6B 陳朗賢 

2010 油尖旺分齡青少年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單打乒乓球 殿軍 6B 李晉熊 

2010 迎國慶定康盃青少年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單打乒乓球 殿軍 6B 李晉熊 

中西區乒乓球分齡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單打乒乓球 冠軍 4A 翁子鈞 

中華基金中學校際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獲獎學生 

冠軍 
4A 翁子鈞 5A 蔡智康 5B 楊沛霖 
6A 陳學琛 6B 李晉熊 

 



 

2011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南拳 冠軍 6A 倫煒峰 

槍術 
亞軍 5B 黎栢亨 

季軍 5B 林敬禧 

初級長拳團體 冠軍 

5B 林敬禧 5B 黎栢亨 
5B 陳旭瀚 3C 高璟熙 
6B 王銘浚 3A 葉梓聰 
4B 林鉉澤 5A 陳偉健 

初級南拳團體 冠軍 

5B 羅旨睿 5B 黎栢亨 
5B 陳旭瀚 6A 倫煒峰 
6B 王銘浚 6B 周匯田 
5C 林凱禧 5A 陳偉健 

五步拳團體 冠軍 

6A 倫煒峰 5B 林敬禧 
5B 黎栢亨 5B 陳旭瀚 
5B 羅旨睿 5C 林凱禧 
3A 葉梓聰 6B 王銘浚 
4B 林鉉澤 5A 陳偉健 

個人組及團體組 全場冠軍 ---- 

深圳市傳統武術比賽大會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集體拳 一等獎 

5B 林敬禧 自選棍 一等獎 

自選拳 三等獎 

外展教練計劃武術比賽 2011 

項目 獎項 

五步拳 團體亞軍 

 



 

2010 第五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集體南拳 冠軍 
5A 陳偉健 5B 黎柏亨 
5B 陳旭瀚 5C 林凱禧 
6A 倫煒峰 6B 王銘浚 

刀術 冠軍 
5B 黎柏亨 

七星南拳 冠軍 

飛虹拳 冠軍 
6B 王銘浚 

雷霆棍 冠軍 

刀術 冠軍 
5B 陳旭瀚 

霸氣拳 冠軍 

凌霄劍 冠軍 
6A 倫煒峰 

蟠龍棍 冠軍 

屠龍刀 冠軍 
5C 林凱禧 

天嵐拳 冠軍 

騰龍拳 冠軍 
5A 陳偉健 

火雲刀 冠軍 

沙田節武術精英錦標賽 2011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M10 南拳 
冠軍 5C 林凱禧 

M10 刀術 

集體拳 

冠軍 5B 林敬禧 雙匕首 

自選拳 

 



 

2010 年養生太極及武術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刀術 冠軍 

5C 林凱禧 
國際刀術 冠軍 

初級棍術 冠軍 

初級南拳 亞軍 

盛世中華傳統武術太極拳邀請賽 2010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自選長拳 
金獎 

5B 林敬禧 
初級長拳 

自選棍術 
銀獎 

功夫扇 

全港公開青少年武術分齡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刀術 季軍 5B 陳旭瀚 

南拳 季軍 5C 林凱禧 

棍術 殿軍 6A 倫煒峰 

槍術 殿軍 5A 陳偉健 

傑出推廣大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0-2011 

項目 獲獎學生 

學生運動員獎 6B 劉溢豐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50 米蛙泳 冠軍 
6B 劉溢豐 

100 米蛙泳 冠軍 

50 米蝶泳 季軍 
6A 江卓科  

50 米自由泳 季軍 

50 米背泳 季軍 6B 吳銘輝  

4X50 米自由泳接力賽 亞軍 
6A 江卓科 6A 羊梓然 
6B 劉溢豐 6B 吳銘輝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 

全港區際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50 米蛙泳 冠軍 
6B 劉溢豐  

100 米蛙泳 冠軍 

4X50 米四式混合接力賽 冠軍 ---- 

2010-11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100M 蛙泳 冠軍 
6B 劉逸豐 

200M 蛙泳 季軍 

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50 米蝶泳 亞軍 2C 趙康政 

 



 

觀塘游泳會自由泳接力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6A 江卓科 6A 羊梓然 
6B 劉溢豐 6B 吳銘輝 

泳協五周年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4X50M自由式接力 季軍 2C 趙康政 

2010 香港夏季蹼泳公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50 米水面雙蹼 冠軍 2A 姚卓楠 

4x50米水面雙蹼接力 亞軍 ----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自由體操 季軍 3C 伍景琛 

第五屆聯校小學劍擊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個人花劍 季軍 5B 謝裕軒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0-2011 

項目 獲獎學生 

Outstanding Actor 
6A Shum Huai Xi Joshua 
4B Fung Wai Hin 
3B Chang Wai Hon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1A Chan Ming Yin 1B Lee Joel Ka Hei 
2A Wu Ho Lam 2B Cheng Pak Kiu 
3C Okuyama Izumi 3B Chang Wai Hon 
4A Chan Wai Hin Ryan 4B Mau Kai Long Gabriel 
4B Fung Wai Hin 4B Kwan Siu Kei Alvin 
5A Tam Ho Lun 5C Lau Pok Lam 
5C Chan Ngai Sun 6A Feng Wai Yi Lothar 
6A Chung Long Yin 6A Ng Yip Tin 
6A Shum Huai Xi Joshua 6A Tang Yu Ching 
6C Yuen Lok Fai 

62nd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詩詞獨誦 (粵語) 

冠軍 6A 吳葉天 

季軍 
3B 鄭煒翰 4A 區楠其 

6A 張佑銘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亞軍 4A 李朗希 

季軍 4C 陳冠熹 5C 曾溥羲 

散文獨誦 (普通話) 亞軍 5C 龍志恆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 4B Chow Luzern 

Third 
1C Tam Sing Yiu 
4A Ou Nam Ki 
5C Lung Chi Hang 

 



 

普藝盃 2010 全港朗誦才藝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散文獨誦 

優異獎 3A 劉倬銘 6B 張宇宸 

良好獎 3B 鄭煒翰 

嘉許獎 5A 林棨陽 5A 韓宇翹 

詩詞獨誦 
良好獎 

3C 周展麒 3B 陳銘濤 
6C 陳冠熹 

嘉許獎 2B 黃鎧華 6A 張佑銘 

2011 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項目 獲獎學生 

良好獎 5C 劉博霖 6A 張佑銘 

第二屆觀塘區小學中文演說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備稿演講 良好獎 6A 吳葉天 

第四屆全港學生朗誦比賽 

項目 獲獎學生 

優異獎 4A 金棨騫 

第 3名 1C 譚星耀 

第五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高小組備稿說故事(普通話) 優異獎 5C 龍志恆 

 



 

「喜跳快拍」攝影比賽 

項目 獲獎學生 

冠軍 6A 陳煥東 

第 22 屆閱讀嘉年華攝影比賽 

項目 獲獎學生 

冠軍 5C 薜學然 

優異 4B 關兆淇 

中西區保育文物建築攝影比賽 

項目 獲獎學生 

冠軍 5C 盧卓信 

亞軍 6C 黃梓賢 

季軍 4B 關兆淇 

2010 年「觀塘區壁畫設計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組 
優勝獎 (獎盃) 
及 1000元書券 

5B 林敬禧 

第十屆全國少年兒童美術大展 

項目 獲獎學生 

二等獎 1B 李穩健 

 



 

第 26 屆日本中國國際書畫大賽 

項目 獲獎學生 

銀獎 5C 康博弘 6B 吳銘輝 

銅獎 6A 林洛言 駱兆明 (已畢業) 

第 27 屆日本中國國際書畫大賽 

項目 獲獎學生 

金獎 5B 黎栢亨 

銀獎 

1B 李穩健 2C 林柏熙 3A 梁瑋林 3B 莊偉鴻 

3B 胡樂南 4A 陳培彥 4A 蘇煒德 5A 陳偉健 

5B 林嘉樂 5C 劉博霖 6B 李晉熊 

銅獎 
1C 馬啟諺 2B 黃頌平 4A 呂浩然 5A 陳祺汧 

5B 畢朗天 6A 林洛言 6A 陳煥東 6C 陶衍臻 

優異獎 1C 郭楚騫 5B 羅旨睿 5B 楊沛霖 

秀茂坪區少年警訊禁毒橫額創作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組 優異獎 6A 袁紹發 6A 林洛言 

數學思維訓練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 (全港) 季軍 3B 莊偉鴻 

數學精英挑戰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 全港亞軍 1A 黃正樑 

 



 

2011 工聯會盃全港青少年圍棋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9 歲組 冠軍 3B 謝毅俊 

全港學界棋藝大賽 (小棋聖盃)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高小組 冠軍 6B 張宇宸 

中小組 殿軍 3B 謝毅俊 

第八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項目 獲獎學生 

季軍 3B 謝毅俊 

喜樂少年投稿 

項目 獲獎學生 

優秀作品 4A 陳偉軒 4C 彭喆暉 

陽光校園投稿 

項目 獲獎學生 

優秀作品 4A 金棨騫 

電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項目 獲獎學生 

最佳作品 2A 賴浩鏘 4B 黃梓鋒 5B 謝裕軒 

 



SSPA RESULT 2009/2011 
 

Statistics 1

Allocated to first choice schools 91%

Allocated to second choice schools 3%

 
 

Statistics 2

EMI School 45%

Feeder School: St. Joseph's Anglo-Chinese School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