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東區小學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甲組 100米蛙泳 
冠 軍 6C 奧山泉 

50 米蛙泳 

甲組 50米蝶泳 季 軍 6B 楊海佑 

甲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亞 軍 

6B 楊海佑 6C 奧山泉 

6C 賴俊羲 6C 鄧雋諺 

6B 盧澤權 

乙組 50米蛙泳 冠 軍 4A 陳楚傑 

乙組 50米背泳 亞 軍 5B 胡皓淋 

乙組 50米背泳 
季 軍 5C 李昊文 

100 米自由泳 

乙組 50米蛙泳 季 軍 4B 杜浚軒 

乙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 軍 

3B 曾濼軒 4A 陳楚傑 

4B 杜浚軒 4C 鄭竣謙 

5C 李昊文 

乙組團體 亞 軍 

3B 曾濼軒 4A 陳楚傑 

4B 杜浚軒 4C 鄭竣謙 

5C 李昊文 5B 胡皓淋 

5A 鄧鎧賢 

甲組團體 亞 軍 

6B 楊海佑 6C 奧山泉 

6C 賴俊羲 6C 鄧雋諺 

6B 盧澤權 5A 趙康政 

 
香港游泳協會主辦游泳錦標賽 2013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6-8 歲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 軍 

3B 曾濼軒 8 歲組 50米蛙泳 冠 軍 

8 歲組 50米背泳 季 軍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4x50米四式接力 冠 軍 

6C 奧山泉 100 米蛙泳 亞 軍 

甲組 50米蛙泳 季 軍 

 
香港游泳分齡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50 米蛙泳 
亞 軍 6C 奧山泉 

100 米蛙泳 

 
YMCA 水運會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25 米蛙式 

季 軍 

6B 高璟禧 

25 米自由泳 
6B 楊海佑 

25 米蝶式 

 
2014 沙田盃新秀游泳錦標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9 歲組 50米蛙泳 季 軍 3B 曾樂軒 

 
第八屆國慶團結盃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9-10 歲男子 100米蛙泳 亞 軍 
5A 李卓弦 

50 米蛙泳 季 軍 

 



 

 2014 全港恆生學界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雙打 季 軍 6A 林勵衡 6B 施紀滔 

團體 亞 軍 
6A 林勵衡 6B 施紀滔 

5B 黃翰林 

 
聖貞德中學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團體組 冠 軍 
6A 林勵衡 5B 黃翰林 

5C 洪梓翀 5C 李康正 

 
定康盃賀回歸迎國慶 2013 青少年及親子乒乓球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少年組 季 軍 5C 李康正 

 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2014 

獎項 獲獎學生 

季 軍 5C 洪梓翀 5C 李康正 3C 馬希樂 

 2013 油塘乒乓球錦標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少年組 冠 軍 5C 李康正 

 13-14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單打 季 軍 5B 黃翰林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年空間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單打 亞 軍 6B 施紀滔 

初級組單打 季 軍 6A 林勵衡 

 2013-14 澳、港學界埠際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組 
團體冠軍 5B 黃翰林 

單打冠軍 5B 黃翰林 

 林大輝中學全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金盃賽團體 冠 軍 

6A 林勵衡 6B 施紀滔 

6C 林義軒 5B 黃翰霖 

5C 李康正 

 九龍東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乙組團體 冠 軍 

5B 黃翰林 5C 李康正 

5C 洪梓翀 4C 李澤峰 

3C 馬希樂 

甲組團體 季 軍 

6A 林勵衡 6B 施紀滔 

6C 林義軒 6C 黃凱樂 

4C 鍾曉峰 

傑出運動員獎 
6A 林勵衡 5B 黃翰林 

4C 李澤峰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乒乓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乙組團體 冠 軍 

5B 黃翰林 5C 李康正 

5C 洪梓翀 4C 李澤峰 

3C 馬希樂 

傑出運動員獎 5B 黃翰林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全港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團體組 亞 軍 
6B 施紀滔 5C 洪梓翀 

5C 李康正 4C 李澤峰 

 IFT 亞洲跆拳道大賽(馬來西亞)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兒童套拳組 冠 軍 
5C 何松勵 

兒童搏擊組 亞 軍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搏擊邀請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冠 軍 6C 劉兆邦 

 樂華跆拳道會 2013 年度跆拳道色帶及品段邀請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兒童色帶博擊 A組 29 至 31公斤級 冠 軍 5A 李卓弦 

 



 

 2013 年第七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暨新手邀請賽國際搏擊賽 

獎項 獲獎學生 

亞 軍 5A 李卓弦 

 香港跆拳道東龍會第十九屆錦標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套拳 季 軍 2B 袁晧銘 

 全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兒童搏擊組 冠 軍 5C 何松勵 

 全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兒童搏擊組 亞 軍 5C 何松勵 

兒童搏擊組 季 軍 5A 李卓弦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 2014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搏擊組 亞 軍 5C 何松勵 

 
香港小童群益會 2014 兒童長跑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冠 軍 3B 袁緯軒 

 



 

 
外展(聯校) 田徑章別挑戰日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D 組擲壘球 冠 軍 6A 莊偉鴻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Ｆ組跳遠 季 軍 3B 袁緯軒 

 
九龍東區校際田徑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乙組 60米 冠 軍 5A 李卓弦 

 
2014 勁武聯盟武術錦標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五步拳 

金 獎 
3A 福島優 2A 梁仲言 

3B 鄭俊言 

銀 獎 
2C 胡梓揚 2B 鄺朗睿 

3C 羅皓桓 

銅 獎 2A 陳朗軒 3C 馮子臻 

南拳 
金 獎 3B 鄭俊言 

銀 獎 2B 鄺朗睿 

長拳 

金 獎 3B 呂諾 

銀 獎 3C 羅皓桓 

銅 獎 3C 馮子臻 

劍術 金 獎 3B 呂諾 

刀術 銅 獎 3B 鄭俊言 

初級長拳 
銀 獎 3B 李學喆 

初級劍術 

 



 

 
2014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南拳團體 金 獎 

5B 黃鎧華 5B 梁傲 

5C 簡華軒 4A 黃正樑 

4C 胡焯男 3C 周泓希 

3B 呂諾 

初級棍術團體 金 獎 

5B 黃鎧華 5B 梁傲 

5C 簡華軒 4C 李卓翹 

4C 胡焯男 4A 李穩健 

4A 黃正樑 

初級劍術團體 銀 獎 

5B 黃鎧華 5B 梁傲 

5C 簡華軒 4A 李穩健 

4A 黃正樑 4C 胡焯男 

3B 呂諾 

五步拳團體 銅 獎 

5B 黃鎧華 5B 梁傲 

5C 簡華軒 4A 李穩健 

4A 黃正樑 3B 呂諾 

2B 鄺朗睿 

初級長拳團體 銅 獎 

5C 簡華軒 5B 梁傲 

4A 黃正樑 4A 李穩健 

4C 胡焯男 4C 李卓翹 

3B 李學喆 3B 呂諾 

3C 羅皓桓 

高小組初級劍術個人 銀 獎 5B 黃鎧華 

初小組初級刀術個人 銀 獎 3B 鄭俊言 

初小組初級劍術個人 銅 獎 3B 呂諾 

 
全港公開青少年兒童武術分齡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小童組刀術 季 軍 3C 雲永濠 

 



 

 
外展教練計劃武術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一、二級別動作 季 軍 

1A 周俊宇 2B 鄺朗睿 

3B 歐啟熹 3B 呂諾 

3B 李學喆 3C 羅皓桓 

初級長拳 季 軍 

1A 周俊宇 2B 鄺朗睿 

3B 歐啟熹 3B 呂諾 

3B 李學喆 3C 羅皓桓 

第三、四級別動作 季 軍 

3C 周泓希 4A 李穩健 

4A 黃正樑 4C 李卓翹 

5B 梁傲   5C 簡華軒 

初級南拳 季 軍 

3C 周泓希 4A 李穩健 

4A 黃正樑 4C 李卓翹 

5B 梁傲   5C 簡華軒 

 
2013-14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獎項 獲獎學生 

傑出運動員獎 5B 黃翰林 

 
三項鐵人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冠 軍 3C 陳榆壬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2013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8 歲組 亞 軍 3A 蔣瑋然 

 
2013-14 亞洲青少年花樣滑冰挑戰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Basic Pre-Novice Boys Group 1 冠 軍 2A 林瑋琛 

 



 

 
亞洲青少年花樣滑冰挑戰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兒童男子 B組 冠 軍 2A 林瑋琛 

 
香港氣槍實用射擊總會主辦 HK Open 青少年盃 2013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十二歲以下組 冠 軍 6B 高璟禧 

 
2014 Top Action Club Match 射擊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Youth Standard Division 季 軍 6B 高璟禧 

 
觀塘區分齡網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11 歲以下組別單打 亞 軍 3B 袁緯軒 

 
網球新秀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八歲組單打 冠 軍 3B 袁緯軒 

 
林大輝中學全港小學劍擊邀請賽 2014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個人 亞 軍 3A 鄭鐵男 

初級組團體 亞 軍 
3A 鄭鐵男 4A 陳楚傑 

4B 胡君卓 4C 顏宇軒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第七屆劍擊邀請賽高級級花劍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個人 季 軍 6A 黃諾謙 

團體 季 軍 
6A 黃諾謙 4A 劉縉霖 

4A 倪健峰 3C 陳誠峰 

 
第九屆觀塘區小學三人足球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銀碟賽 冠 軍 

3C 雲永濠 6A 陳德賢 

6B 陳銘濤 6C 潘日晴 

6C 陳子軒 

 
我的良友郵票設計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高小組 亞 軍 6A 劉倬銘 

 
小學生視學藝術創作展 2012-13 

獎項 獲獎學生 

大 獎 2C 區正澔 

 
2013 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水粉彩 季 軍 3B 何冠衡 

 
2013「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亞太區賽事 二等獎 3B 何冠衡 



 

 
天、地、人及春之祭影畫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最佳作品 6C 姜昊謙 

 
健康生活在觀塘--愛、健、樂攝影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學界組 亞 軍 5B 黃梓軒 

 
第 13 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獎項 獲獎學生 

美術一等獎 4A 李穩健 

 
我最喜愛商場攝影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亞 軍 6C 劉兆邦 

 
2014 年全港最 LIKE「親子環保攝影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亞 軍 5C 洪梓翀 

 
2013 年公益金便服日 「關愛,環保」創意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冠 軍 5C 洪梓翀 

亞 軍 2A 謝子朗 

 



 

 
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主辦和諧家庭標語創作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親子組 季 軍 6A 劉倬銘 

 
第 32 回中日書畫大賽 

獎項 獲獎學生 

金 賞 4A 林碩恒 

銀 賞 6A 莊偉鴻 2C 林韡洛 

銅 賞 
2C 陳卓謙 2C 鄭琳瀚 2C 鄺文韜 4A 李穩健 

4B 郭熙研 4C 李諾晴 4C 鄭竣謙 

優秀團體賞 聖若瑟英文小學 

 
2014 全港小學電腦數描大賽 

獎項 獲獎學生 

金獎亞軍 6C 黃裕翔 

金獎季軍 4B 羅鈞陶 

銀 獎 5A 戴文昱 

銅 獎 4B 梁偉樂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3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木管樂初級組 季 軍 6B 高璟禧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低音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第三名 4C 郭愷峻 

鋼琴獨奏 亞 軍 3B呂諾 

鋼琴獨奏 季 軍 5B梁傲 



 

 
2014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兒童組 銀 獎 4C 郭愷峻 

 
2013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兒童組 銀 獎 4C 郭愷峻 

 
2014 年春季圍棋升級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冠 軍 5A 王宗熹 

 
香港圍棋協會主辦香港圍棋大賽 2013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級組 冠 軍 4A 孫越之 

 
第五屆(小棋聖盃) 全港學界棋藝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高小組 亞 軍 6A 謝毅俊 

 
第五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普通話兒歌組 
冠 軍 4B 譚栢熙 

普通話繞口令組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基督教經文朗誦粵語組 冠 軍 2B 翁敬皓 

詩詞獨誦粵語組 亞 軍 
2A 葉恩廷 2B 翁敬皓 

3A 區俊熙 4B 許立衡 

詩詞獨誦普通組 季 軍 

1A 黃鎧廸 1C 張震朗 

2A 葉恩廷 2C 區正澔 

4A 張靖暄 4A 李穩健 

6A 溫偉賢 

Solo Verse Speaking First 2A 李焯曦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 

3C 馮百川 1C 張震朗 

2A 葉恩廷 4A 譚星耀 

4B 梁偉樂 5B 陳耀祖 

5C 駱縉熹 

Solo Verse Speaking Third 

1A 邱栢熙 2C 羅信智 

3B 許日朗 5B 梁傲 

6B 高璟熙 

 
GAPSK 普通話朗誦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卓越獎 3B 何冠衡 

 
2014 卓越盃全港普通話獨誦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亞 軍 4A 李穩健 

 
第十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英語獨誦兒童 B組 亞 軍 4A 譚星耀 



 

 
普藝盃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普通話詩詞朗誦 良好獎 
4A 李穩健 

P.3-4 英文朗誦 Merit Award 

 
普藝盃全港朗誦才藝大賽 2011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小組普通話詩詞 良好獎 4C 郭愷峻 

 
第九屆全港經典故把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2014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普通話小學古詩獨誦 亞 軍 1A黃鎧迪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第七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2014 

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三名 4A譚星耀 

 
第五屆「文化瑰寶」2014 朗誦才藝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英詩獨誦 冠 軍 4A 譚星耀 

 
中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中小組英語詩歌 
金 獎 4A 譚星耀 

中小組英語講故事 

 



 

 
聖若瑟堂步行籌款 2014 

獎項 獲獎學生 

最高籌款獎 1C 鄭越 

 
華夏盃數學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賽 

一等獎 

1C 呂承亨 1C 張震朗 

4A 張靖暄 4B 梁偉樂 

5B 關卓賢 6A 莊偉鴻 

二等獎 

1B 林朗天 2B 袁晧銘 

2A 陳犖然 2B 黃文軒 

3B 李卓軒 3A 梁曉峰 

3A 葉柏賢 4B 許立衡 

4B 馮嘉颺 6A 周健博 

6A 傅繼安 

三等獎 

1B 余頌賢 4B 秦凱曦 

4A 麥家榮 4B 袁匡 

5A 屈牧瀚 5B 蔡天願 

6B 周卓華 1A 歐陽栢熙 

晉級賽 

一等獎 2B 袁晧銘 3A 梁曉峰 

二等獎 

2A 陳犖然 4A 張靖暄 

4B 馮嘉颺 6A 周健博 

6A 傅繼安 1A 歐陽栢熙 

三等獎 

1B 林朗天 2B 黃文軒 

3B 李卓軒 3A 葉柏賢 

4B 梁偉樂 4B 許立衡 

5B 蔡天願 6B 周卓華 

6A 莊偉鴻 

總決賽 

二等獎 

2B 袁晧銘 3A 梁曉峰 

4A 張靖暄 6A 莊偉鴻 

6A 傅繼安 

三等獎 

2B 袁晧銘 3A 梁曉峰 

4A 張靖暄 6A 莊偉鴻 

6A 傅繼安 

 

 



 

 
AIMO 數學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初賽 銅 獎 3A 梁曉峰 5C 莊家承 

晉級賽 銅 獎 3A 梁曉峰 

 
SASMO 數學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銅 獎 6B 周卓華 6A 劉倬銘 

 
數學 8 寶箱 2013-14 年度 

獎項 獲獎 

全港十大榮譽學校 聖若瑟英文小學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五年級組 銅 獎 5B 關卓賢 

 



SSPA RESULT 2012/2014 
 

 
 

 

Statistics 1 

Allocated to first three choices 88%

Statistics 2 

EMI School 54%

Feeder School: St. Joseph's Anglo-Chinese School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