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校外活動獎項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名稱及項目比賽名稱及項目比賽名稱及項目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加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學生    

學業 澳洲科學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 陳明傑(5C) 

學業 澳洲科學比賽 (高中組)優良獎 何日華(4D)、鄧學謙(5D) 

學業 澳洲科學比賽 (初中組)優良獎 甘景圖(3B) 

學業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三等獎 伍兆銘(3D)、陳明傑(5C) 

學業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獎學金 李婷慧(4D) 

學業 香港理工大學工程系暑期學習營 機械人設計大獎 方曉斌(6C) 

學業 香港理工大學工程系暑期學習營 電子遊戲設計大獎 黎梓逸(6C) 

學業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東區優秀學生獎(高中組) 廖詠詩(4C) 

學業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東區優秀學生獎(初中組) 蔡芷樺(3C) 

學業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榮譽獎 

陳思其(5B)、李嘉詠(5C)、梁柏隆(5D)、

蕭景熙(5D)、馮栢軒(6B)、梁展華(6D)、

麥倩彤(6D) 

學業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特別優異獎 馬浩輝(5C)、盧卓賢(6D)、施嘉軒(6D) 

學業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優異獎 
陳明傑(5C)、蔡俊哲(5C)、楊樟楠(5C)、

曾奕圍(5D)、莫海弘(6C)、黃薇薇(6D) 

學業 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學界進步獎 

羅梓龍(2A)、樊諱諾(2C)、鄔小慧(2D)、 

蔡永豪(3B)、林學奇(3A)、蔡芷樺(3C)、 

李俊昇(4C)、潘樂行(4D)、高文漢(5A)、 

許智健(5B)、王紫薰(5C)、曾奕圍(5D)、 

石景泰(6A)、吳煥晽(6B)、陳俊賢(6C) 

學業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二級榮譽 方曉斌(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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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三級榮譽 蔡惠婷(6C)、黃可盈(6D) 

學業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優異獎 呂麗凌(6C)、杜嘉敏(6C)、劉卓峰(6C) 

學業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 物理模擬考試 卓越獎 盧卓賢(6D)、施嘉軒(6D) 

學業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 物理模擬考試 優異獎 
熊偉華(6D)、梁展華(6D)、倫德希(6D)、 

黃林火(6D)、姚雍傑(6D)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8 金獎 邱梓泓(1D)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8 銀獎 黃煒軒(2A)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8 銅獎 林嘉娸(2D) 

學業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馮栢軒(6B)、施嘉軒(6D) 

學業 現代教育研究社現代激答比賽 - 醒目開學篇 中一組季軍 葉政凱(1A) 

學業 現代教育研究社現代激答比賽 - 醒目開學篇 中二組亞軍 黎景靖(2C) 

學業 現代教育研究社現代激答比賽 - 醒目開學篇 中二組季軍 譚俊泓(2C) 

學業 English Builder 傑出表現獎(第一階段) 中一級傑出表現獎 

周灝城(1A)、陳梓鋆(1A)、溫安禔(1B)、

關志傑(1C)、羅棟賢(1D)、鄧俊博(1D)、

黃奕豪(1D)、邱梓泓(1D)、楊瀚桁(1D)、

施曉雯(1D) 

學業 English Builder 傑出表現獎(第一階段) 中二級傑出表現獎 

彭偉滔(2A)、黃煒軒(2A)、陳洛民(2C)、

吳衍毅(2C)、施清源(2C)、蔡綺琦(2C)、

陳曉琳(2D)、鄭舒庭(2D)、吳心渟(2D) 

學業 English Builder 傑出表現獎(第一階段) 中三級傑出表現獎 

何詠聰(3B)、顧顥文(3C)、曾向昇(3C)、

韓  菲(3C)、柯熙裕(3C)、陳曉駿(3D)、

鄭宇隆(3D)、譚嘉琦(3D)、楊慧飛(3D)、

余芷殷(3D)、司徒朗悅(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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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第二階段) 中一級傑出表現獎 陳梓鋆(1A)、鄧俊博(1D)、楊瀚桁(1D)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第二階段) 中二級傑出表現獎 黃煒軒(2A)、劉榮浩(2A)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第二階段) 中三級傑出表現獎 曾向昇(3C)、陳曉駿(3D)、鄭宇隆(3D)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第二階段) 全港傑出表現獎 楊瀚桁(1D)、鄭宇隆(3D) 

學業 第八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梁浩賢(1A)、李慧瑤(1A)、李偉圖(2C)、 

姚諱澎(2C) 

學業 第十九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榮譽獎 譚景航(3A)、黃梓希(3C) 

學業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進步生獎 
羅子涵(2A)、蔡展峰(3A)、陳曼琦(4B)、 

洪巧雯(5B)、鄭成亨(6C) 

學業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模範生獎 
彭伊禮(2B)、蔡芷樺(3C)、姚凱傑(5D)、

施嘉軒(6D) 

學業 漢語聖經協會聖經科獎勵計劃 優異獎狀 馮朗琦(1A)、蕭鏊霆(1B)、莊嘉儀(1C)、 

陳芷君(1D)、陳盈盈(2A)、彭伊禮(2B)、 

蔡綺琦(2C)、吳心渟(2D)、吳艾璇(3A)、 

陳  婷(3B)、唐詩諾(3C)、譚嘉琦(3D)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全國總決賽 - 優異獎 劉頌欣(1C)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全國總決賽 - 三等獎 林柏燊(1C)、陳芷君(1D)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全國總決賽 - 二等獎 陳麗琳(1D)、林凱湄(4B)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全國總決賽 - 一等獎 姚凱傑(5D)、鍾靜儀(5D)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決賽 - 三等獎 張文熹(4A)、黎穎宜(4B)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決賽 - 二等獎 祁珍寶(1C)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現場作文初賽 - 一等獎 吳佩芸(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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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悅讀悅寫-全港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參賽證書 祁珍寶(1C)、劉頌欣(1C)、陳芷君(1D)、 

陳麗琳(1D)、馮澤遠(3B)、馮家寶(3B)、 

盧一鳴(3B)、吳振霖(3B)、陳楚荻(3B)、 

陳  婷(3B)、梁誦閔(3B)、盤慧雯(3B)、 

譚伊棋(3B)、張錦濤(3C)、李梓軒(3C)、 

李文浩(3C)、曾向昇(3C)、余廷(3C)、 

林嘉淇(3C)、李嘉瑩(3C)、李裕婷(3C)、 

黃慧潼(3C)、廖詠詩(4C)、高穎妤(5C)、 

姚凱傑(5D)、羅紫翹(5D)、李嘉琳(5D)、 

李蕙而(5D)、王嘉瑩(5D) 

學業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優異獎狀 譚景航(3A)、張卓嵐(3B)、蔡芷樺(3C)、 

陳盈芝(4B)、王梓銘(5A)、施嘉軒(6D)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 Fryer, Galois, Hypatia 獎牌及優異證書 何日華(4D)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 Fryer, Galois, Hypatia 獎牌 陳明傑(5C)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 Pascal, Cayley, Fermat 獎牌及優異證書 蔡芷樺(3C)、薛嘉遜(4D)、陳明傑(5C)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 Pascal, Cayley, Fermat 優異證書 譚景航(3A)、周俊睿(4D)、何佳俊(4D)、

何日華(4D)、邱家盈(5C)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 Gauss 7 & 8 傑出成就及優異證書 許嘉桐(1A)、陳麗琳(1D)、黃藹俐(2D)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 Gauss 7 & 8 優異證書 邱梓泓(1D)、張詠寧(1D)、黃煒軒(2A)、 

姚諱澎(2C) 

學業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文憑組小組討論項目表現特優

（初賽小組優異獎） 

王嘉瑩(5D) 

學業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文憑組小組討論項目優異證書 林詠雪(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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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奬 洪穎琪(1B)、王樂瑤(1B)、李俊超(1C)、 

祁珍寶(1C)、郭妙鈴(1C)、林  琳(1C)、 

林芷欣(1C)、劉頌欣(1C)、羅進耀(1D)、 

羅棟賢(1D)、黃奕豪(1D)、陳芷君(1D)、 

張詠寧(1D)、何煒晴(1D)、鄺洹汧(1D)、 

彭偉滔(2A)、葉俊亨(2A)、張斯琦(2A)、 

麥焯琳(2A)、施雯雅(2A)、陳欣鈴(2B)、 

鄺嘉欣(2B)、彭伊禮(2B)、陳國威(2C)、 

施清源(2C)、陳凱晴(2C)、陳芷翹(2C)、 

黎景靖(2C)、呂芷晴(2C)、吳藹瀅(2C)、 

戴淵虹(2C)、袁譽澄(2C)、張浚彥(2D)、 

余穎熙(2D)、鄭舒庭(2D)、周文雯(2D)、 

林嘉娸(2D)、羅婉媚(2D)、吳心渟(2D)、 

黃藹俐(2D)、陳堃豪(3A)、陳子聰(3A)、 

鄭梓杰(3A)、張文熙(3A)、周厚安(3A)、 

陳偉楠(3A)、徐瑩(3A)、何諾彥(3B)、 

陳  婷(3B)、梁誦閔(3B)、尹心妍(3B)、 

陳子軒(3C)、羅君澤(3C)、李梓軒(3C)、 

曾向昇(3C)、余廷(3C)、蔡詩琳(3C)、 

鍾曉彤(3C)、何思穎(3C)、韓  菲(3C)、 

江希婧(3C)、林嘉淇(3C)、唐詩諾(3C)、 

黃慧潼(3C)、陳曉駿(3D)、關兆銘(3D)、

司徒朗悅(3D)、何嘉莉(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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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奬 劉明慧(4B)、吳佩芸(4B)、黃綺婷(4B)、

陳盈芝(4B)、蘇珮雯(4C)、何樂遙(4D)、

何雅雯(4D)、王梓銘(5A)、林鋑姍(5A)、 

劉殷勤(5A)、梁詩蕊(5A)、陳思其(5B)、 

何洁莹(5B)、劉佩怡(5B)、蔡柏文(5C)、 

黃鎔駿(5C)、李嘉詠(5C)、吳景榆(5C)、 

林廷輝(5D)、曾奕圍(5D)、李嘉琳(5D)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英文科-榮譽證書 徐健藍(3D)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科學科(英文組)-榮譽證書 徐健藍(3D)、陳明傑(5C)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英文組)-榮譽證書 劉榮浩(2A)、徐健藍(3D)、陳子健(4D)、 

周俊睿(4D)、陳明傑(5C)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中文組)-高級榮譽證書 于銘軒(3A)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中文組)-榮譽證書 黃振銘(1C)、嚴鋮熙(2B)、歐浩楚(2D)、 

余穎熙(2D)、黃藹俐(2D)、吳灝賢(3A)、 

譚景航(3A)、黎守謙(3B)、潘  婧(3B) 

學業 智愛中文自學計劃 金獎 柯熙裕(3C)、陳曉駿(3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科 - 高級優異 陳明傑(5C)、王紫薰(5C)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科 - 優良 馬浩輝(5C)、鍾展康(5D)、姚凱傑(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物理科 - 高級優異 陳明傑(5C)、馬浩輝(5C)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物理科 - 優異 沈顧庭(5C)、鍾展康(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化學科 - 優異 陳明傑(5C)、楊樟楠(5C)、何思珩(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化學科 - 優良 曾奕圍(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生物科 - 高級優異 鍾靜儀(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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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生物科 - 優異 陳銘泰(5D)、姚凱傑(5D)、鄧學謙(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生物科 - 優良 張頌德(5D)、黃柏瑜(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生物科 - 良好 王嘉瑩(5D) 

學業 港澳盃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金獎 陳子健(4D) 

學業 港澳盃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銀獎 施清源(2C)、譚景航(3A)、黎守謙(3B)、 

周俊睿(4D) 

學業 港澳盃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銅獎 楊俊煌(1B)、黃振銘(1C)、黃煒軒(2A)、 

黃藹俐(2D)、鄭宇隆(3D)、何佳俊(4D)、 

何日華(4D)、倫子皓(4D)、薛嘉遜(4D)、 

李婷慧(4D)、李鈺熙(4D)、王嘉雯(4D) 

學業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晋級賽 銀獎 施清源(2C) 

學業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晋級賽 銅獎 楊俊煌(1B)、黃煒軒(2A)、鄭宇隆(3D)、 

薛嘉遜(4D)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施清源(2C)、姚諱澎(2C)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晋級賽 三等獎 許嘉桐(1A)、朱恩琦(1D)、施清源(2C)、 

姚諱澎(2C)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于銘軒(3A)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許嘉桐(1A)、譚景航(3A)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三等獎 黃振銘(1C)、朱恩琦(1D)、施清源(2C)、 

姚諱澎(2C)、黃藹俐(2D)、黎守謙(3B) 

學業 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比賽 優異獎 吳衍毅(2C)、施清源(2C) 

體育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甲組 4X50 米混合四式接力賽第

六名 

麥嘉祐(4C)、莫海弘(6C)、蔡世裕(6D)、

崔俊日(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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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甲組 200 米蛙泳殿軍 麥嘉祐(4C) 

體育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甲組 100 米蛙泳殿軍 麥嘉祐(4C) 

體育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季軍 蔡世裕(6D) 

體育 何東中學週年水運會 4 x 50 米友校接力邀請賽季軍 李慧瑤(1A)、方心怡(1D)、方灝因(6A)、

江旭然(6D) 

體育 羽毛球學界賽第二組(港島) 季軍 林琬婷(6A)、黃蕙祈(6C)、馮嘉鑠(6D) 

體育 閃避球學界賽 港九區男子組季軍 徐灝森(4B)、黃煒達(4C)、陳振業(5A)、 

吳亭熹(5A)、曾勤皓(5A)、黃銘言(5A)、 

楊祥泉(5A)、甘澤豪(5C)、李俊熙(5C)、 

黃思進(5C)、鄒兆證(5D)、何啟聰(5D)、 

林彥亨(5D)、麥力宏(5D)、蕭景熙(5D)、 

施紀元(5D)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殿軍 陳正光(5A)、林廷輝(5D)、黃煒達(4C)、 

鄺樂生(5D) 

體育 港島區壁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15-18 歲)季軍 何思珩(5D) 

體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蔡世裕(6D) 

體育 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中學組) 男子組雙打殿軍 陳子軒(3C)、麥敬滔(1D)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女子甲組第五名 蘇珮雯(4C)、莊穎欣(4D)、周穎晞(4D)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乙組亞軍 樊諱諾(2C)、陳卓賢(3B)、陳子軒(3C)、 

謝宏曦(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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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組團體亞軍 陳子軒(3C)、周嘉豐(2D)、楊俊煌(1B)、 

陳卓賢(3B)、樊諱諾(2C)、麥敬滔(1D)、 

邱梓泓(1D)、張子軒(2D)、陳洛民(2C)、 

黃恩信(2B)、周俊睿(4D)、謝宏曦(4C)、 

莊霆軒(6D)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丙組季軍 周嘉豐(2D)、麥敬滔(1D)、邱梓泓(1D)、 

張子軒(2D)、陳洛民(2C)、黃恩信(2B) 

體育 第一屆「平和盃」乒乓球學界賽 中學組優異獎 陳子軒(3C) 

體育 賽馬會五人足球盃(學校組) 優異獎 陳敘成(1C)、符錦源(2A)、何承軒(2A)、 

江浩鍇(2A)、李駿業(2A)、麥子信(2A)、 

彭偉滔(2A)、葉俊亨(2A)、周瑋樂(2B)、 

黃子駿(2D)、盧駿業(3A)、羅啟耀(3B)、 

羅君澤(3C) 

體育 香港學界羽毛球比賽女子甲組(港島區第二組) 季軍 張卓嵐(3B)、古嘉翎(3C)、黃欐琝(4D)、 

莫俊婷(5A)、林琬婷(6A)、黃蕙祈(6C)、 

馮嘉鑠(6D) 

音樂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優異獎 李慧瑤(1A)、陳盈盈(2A)、彭伊禮(2B)、 

黎景靖(2C)、鍾詠祺(3A)、鍾曉彤(3C)、 

柯熙裕(3C)、江希婧(3C)、譚嘉琦(3D)、 

何嘉莉(3D)、連曦旻(4C)、廖詠詩(4C)、 

譚啓聰(4C)、李思穎(4C)、莊穎欣(4D)、 

李婷慧(4D)、董卓琳(4D)、李嘉慧(5C)、 

李嘉嘉(5D)、郭芷盈(6B)、李思敏(6B)、 

麥倩彤(6D)、蔡雨彤(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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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大賽(初級組合唱團) 金獎 陳盈煒(1A)、張淑琳(1A)、盧詠妍(1B)、

張允恩(1C)、樊芷晴(1C)、林  琳(1C)、

黃鈺琳(1C)、陳依琦(1D)、蔡焯瑤(1D)、

朱凱晴(1D)、何煒晴(1D)、潘  昕(1D)、

陳盈盈(2A)、李鎧 (2A) 、李珮彤(2A)、

陳凱晴(2C)、黎景靖(2C)、劉泰延(2C)、

黃韻然(2C)、袁彩怡(2C)、吳心渟(2D)、

薛芊蕾(2D)、吳艾璇(3A)、賴穎怡(3B)、

劉綺彤(3B)、李欣悅(3D)、吳芷珊(3D)、

司徒朗悅(3D)、黃充怡(3D)、 

楊慧飛(3D)、余芷殷(3D)、林煒晴(4A)、

麥詠晞(4A)、石伊婷(4A)、陳慧賢(4B)、

林芷盈(4B)、高卓楠(4C)、黎穎霖(4C)、

廖詠詩(4C)、陳樂彤(4D)、莊穎欣(4D)、

羅佩儀(4D)、麥祖兒(4D)、張凱婷(5A)、

朱珮希(5C)、高穎妤(5C)、李嘉詠(5C)、

林曉儀(5D)、李嘉嘉(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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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大賽(高級組合唱團) 金獎 陳盈煒(1A)、張淑琳(1A)、盧詠妍(1B)、

張允恩(1C)、樊芷晴(1C)、林  琳(1C)、

黃鈺琳(1C)、陳依琦(1D)、蔡焯瑤(1D)、

朱凱晴(1D)、何煒晴(1D)、潘  昕(1D)、

陳盈盈(2A)、李鎧 (2A) 、李珮彤(2A)、

陳凱晴(2C)、黎景靖(2C)、劉泰延(2C)、

黃韻然(2C)、袁彩怡(2C)、吳心渟(2D)、

薛芊蕾(2D)、吳艾璇(3A)、賴穎怡(3B)、

劉綺彤(3B)、李欣悅(3D)、吳芷珊(3D)、

司徒朗悅(3D)、黃充怡(3D)、 

楊慧飛(3D)、余芷殷(3D)、林煒晴(4A)、

麥詠晞(4A)、石伊婷(4A)、陳慧賢(4B)、

林芷盈(4B)、高卓楠(4C)、黎穎霖(4C)、

廖詠詩(4C)、陳樂彤(4D)、莊穎欣(4D)、

羅佩儀(4D)、麥祖兒(4D)、張凱婷(5A)、

朱珮希(5C)、高穎妤(5C)、李嘉詠(5C)、

林曉儀(5D)、李嘉嘉(5D) 



2016-2017 校外活動獎項 

音樂 香港鋼琴協會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冠軍 陳梓鋆(1A)、周麗怡(1B)、盧志燿(1C)、

張允恩(1C)、羅進耀(1D)、盧振輝(1D)、

楊瀚桁(1D)、陳藹婷(1D)、陳依琦(1D)、

蔡焯瑤(1D)、朱恩琦(1D)、雷仟渙(1D)、

陳麗琳(1D)、麥焯琳(2A)、伍愷逸(2C)、

蔡泳彤(2C)、劉泰延(2C)、吳藹瀅(2C)、

余樂怡(3A)、梁誦閔(3B)、王菘蔚(3B)、

陳曉駿(3D)、楊慧飛(3D)、余芷殷(3D)、

羅嘉浩(4B)、羅義雄(4B)、徐灝森(4B)、

黃諾然(4D)、鄭徽音(4D) 

音樂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大賽(管弦樂團) 銀獎 陳梓鋆(1A)、張影倩(1B)、周麗怡(1B)、

孫碧珺(1B)、林豊竣(1C)、盧志燿(1C)、

張允恩(1C)、羅進耀(1D)、盧振輝(1D)、

楊瀚桁(1D)、陳藹婷(1D)、陳依琦(1D)、

蔡焯瑤(1D)、朱恩琦(1D)、雷仟渙(1D)、

施曉雯(1D)、陳麗琳(1D)、王飄洋(1D)、

麥焯琳(2A)、伍愷逸(2C)、蔡泳彤(2C)、

劉泰延(2C)、吳藹瀅(2C)、余樂怡(3A)、

梁誦閔(3B)、王菘蔚(3B)、陳曉駿(3D)、

楊慧飛(3D)、余芷殷(3D)、羅嘉浩(4B)、

羅義雄(4B)、徐灝森(4B)、黃諾然(4D)、

鄭徽音(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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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大賽(中樂團) 銀獎 陳盈煒(1A)、江冰宇(1A)、李慧(1A)、

陳禮延(1B)、洪敏婷(1B)、吳煬榕(1B)、

潘藹雯(1B)、王樂瑤(1B)、祁珍寶(1C)、

陳芷君(1D)、陳盈盈(2A)、彭伊禮(2B)、

黎景靖(2C)、鍾詠祺(3A)、何嘉莉(3D)、

譚嘉琦(3D)、譚啓聰(4C)、黃頌誠(4C)、

李思穎(4C)、連曦旻(4C)、廖詠詩(4C)、

莊穎欣(4D)、李婷慧(4D)、董卓琳(4D)、

李嘉慧(5C)、李嘉嘉(5D) 

音樂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琵琶獨奏優良獎狀(季軍) 李嘉慧(5C) 

音樂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林詩穎(2A) 

音樂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優異獎狀 孫碧珺(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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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學合唱良好獎狀 陳盈煒(1A)、張淑琳(1A)、盧詠妍(1B)、

張允恩(1C)、樊芷晴(1C)、林  琳(1C)、

黃鈺琳(1C)、陳依琦(1D)、蔡焯瑤(1D)、

朱凱晴(1D)、潘  昕(1D)、陳盈盈(2A)、

李鎧(2A)、李珮彤(2A)、陳凱晴(2C)、

黎景靖(2C)、劉泰延(2C)、黃韻然(2C)、

袁彩怡(2C)、吳心渟(2D)、薛芊蕾(2D)、

吳艾璇(3A)、賴穎怡(3B)、劉綺彤(3B)、

李欣悅(3D)、吳芷珊(3D)、黃充怡(3D)、 

司徒朗悅(3D)、楊慧飛(3D)、 

余芷殷(3D)、林煒晴(4A)、麥詠晞(4A)、

石伊婷(4A)、陳慧賢(4B)、林芷盈(4B)、

高卓楠(4C)、黎穎霖(4C)、廖詠詩(4C)、

陳樂彤(4D)、莊穎欣(4D)、羅佩儀(4D)、

麥祖兒(4D)、張凱婷(5A)、朱珮希(5C)、

高穎妤(5C)、李嘉詠(5C)、林曉儀(5D)、

李嘉嘉(5D) 

音樂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音樂) 嘉許狀 鄭徽音(4D)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

獎狀 

陳盈煒(1A)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獎狀 

劉可彤(1A)、李慧瑤(1A)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女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李詩圻(1A)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伍詠恩(1A)、洪穎琪(1B)、盧詠妍(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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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劉泰延(2C)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張子顥(3A)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江樂琳(3A)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四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良好

獎狀 

蔡芷樺(3C)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四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獎狀 

賴穎怡(3B)、黃寶琳(3C)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黃充怡(3D)、余芷殷(3D)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四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陳詠儀(4D)、黎穎宜(4B)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四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良

獎狀 

廖詠詩(4C)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五、六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

狀 

張凱婷(5A)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孫碧珺(1B)、陳依琦(1D)、蔡焯瑤(1D)、 

何煒晴(1D)、潘  昕(1D)、施曉雯(1D)、 

陳麗琳(1D)、王飄洋(1D)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一級男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洪少堂(1D)、沈駿睿(1D)、鄧俊博(1D)、 

楊瀚桁(1D)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二級男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陳國鏗(2B)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彭伊童(2B)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三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何思穎(3C)、韓  菲(3C)、黃寶琳(3C)、 

黃充怡(3D)、楊慧飛(3D)、余芷殷(3D)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四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江樂瑤(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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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吳佩芸(4B)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五級公開演講-優良獎狀 陳展進(5C)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五級公開演講-優良獎狀 王芷媚(5D)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六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良好獎狀 呂麗凌(6C) 

朗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六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第三名) 

陳煒晴(6D)、黃美嫻(6D)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馬嘉若(3B)、盤慧雯(3B)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陳楚荻(3B)、劉綺彤(3B)、盤慧雯(3B) 

舞蹈 第 53屆學校舞蹈節 合格證書(現代舞) 鄭曜德(4A)、何浩雲(4A)、鄭卓荍(4A)、

許綺雯(4A)、江樂瑤(4A)、黎曉晴(4A)、

麥詠晞(4A)、柯子雯(4A)、石伊婷(4A)、

杜詠怡(4A)、謝梓琪(4A)、陸俊軒(4B)、

宋卓塱(4B)、施賢達(4B)、陳曼琦(4B)、

黎穎宜(4B)、黃綽琳(4B)、陳朗天(4C)、

何子軒(4C)、黃浩廷(4C)、林振鴻(4C)、

林沛鴻(4C)、李俊昇(4C)、麥嘉祐(4C)、

黃安迅(4C)、邵餘適(4C)、譚灝哲(4C)、

董嘉軒(4C)、王俊康(4C)、黃頌誠(4C)、

張樂怡(4C)、高卓楠(4C)、黎穎霖(4C)、

林詠雪(4C)、李珈瑩(4C)、李思穎(4C)、

李綺桐(4C)、連曦旻(4C)、陳樂彤(4D)、

鄭徽音(4D)、莊穎欣(4D)、周穎晞(4D)、

何洛頤(4D) 

藝術 第八屆學生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黃銘涓(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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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第九屆學生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何洁莹(5B) 

藝術 全港青年攝影比賽 亞軍 洪穎彤(6B) 

藝術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東區) 優異獎 鄭家賢(5A)、盧展亮(5B)、何棨浚(6A)、

黃銘涓(6B) 

藝術 第三十一屆青少年暑假活動繪畫比賽 優異獎 陳曼琦(4B)、林詠雪(3C)、陳浩維(6A)、

何棨浚(6A) 

藝術 青少年藝術節西畫比賽 優異獎 陳曼琦(4B) 

藝術 青少年藝術節西畫比賽 季軍 陳朗升(4B) 

藝術 青少年藝術節西畫比賽 入圍獎 林詠雪(4C) 

藝術 第 9屆理想家園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陳曼琦(4B) 

藝術 第 9屆理想家園海報設計比賽 入圍獎 陳朗升(4B) 

藝術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學高級組中文硬筆書法 – 優良

獎 

黃銘涓(6B) 

藝術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二十周年攝影比賽 冠軍 陳思其(5B) 

藝術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二十周年攝影比賽 亞軍 劉佩怡(5B) 

藝術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二十周年攝影比賽 優異獎 吳亭熹(5A)、王梓銘(5A)、陳峻鏗(4B)、

黎穎宜(4B) 

藝術 中學生視覺藝術展 入圍獎 盧展亮(5B)、黃銘涓(6B) 

藝術 中學生視覺藝術展 銀獎 劉殷勤(5A) 

藝術 中學生視覺藝術展 嘉許狀 鄭家賢(5A)、呂承禧(6D) 

藝術 我的香港夢繪畫比賽 季軍 陳朗升(4B) 

藝術 第二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一等獎 陳朗升(4B)、陳曼琦(4B)、黎穎霖(4C)、 

施冠豪(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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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發現香港城市自然生態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林詠雪(4C) 

科學解難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中學組速度賽季軍 王  淇(2D) 

科學解難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中學組速度賽優異獎 譚俊泓(2C)、歐浩楚(2D) 

社會服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狀) 林煒晴(4A)、陳樂彤(4D)、陳詠儀(4D)、 

高文漢(5A)、吳亭熹(5A)、譚駿灝(5B)、 

楊樂研(5B)、歐陽敏兒(5B)、洪巧雯(5B)、 

馮綽民(5C)、葉國洲(5C)、高穎妤(5C)、 

李嘉詠(5C)、施詠恩(5C)、王紫薰(5C)、 

鄒兆證(5D)、鄧學謙(5D)、李嘉琳(5D)、

鄧頌豊(6A)、梁懿鈴(6A)、李澤鑫(6B)、

許佩鈿(6B)、洪穎彤(6B)、陳煒晴(6D) 

社會服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銀狀) 鄭曜德(4A)、郭世鑫(4A)、周俊睿(4D)、 

周穎晞(4D)、何洛頤(4D)、郭境汶(4D)、 

王嘉雯(4D)、許健達(5A)、陳雯琪(5A)、 

梁詩蕊(5A)、莫俊婷(5A)、李建樂(5B)、 

陳思其(5B)、陳展進(5C)、甘澤豪(5C)、 

鄺錦祥(5C)、李子軒(5C)、鄧皓仁(5C)、 

吳景榆(5C)、陳銘泰(5D)、張頌德(5D)、 

姚凱傑(5D)、范珊珊(5D)、何思珩(5D)、 

李蕙而(5D)、王芷媚(5D)、白崇基(6A)、 

楊慧琪(6A)、吳煥晽(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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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陳戩鋒(4D)、何佳俊(4D)、王嘉雯(4D)、 

陳正光(5A)、陳振業(5A)、王梓銘(5A)、 

黃倬賢(5B)、劉佩怡(5B)、朱珮希(5C)、 

李  影(5C)、伍嘉淇(5C)、鍾展康(5D)、 

李崇君(5D)、章漫苗(5D)、馮嘉淇(5D)、 

蘇詠然(5D)、曾錸庭(5D)、洪樂霖(6D) 

社會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義工嘉許計劃 服務 150 小時證書 郭境汶(4D)、王嘉雯(4D)、楊苑雯(5A)、 

何洁莹(5B)、姚凱傑(5D) 

社會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義工嘉許計劃 服務 200 小時證書 陳戩鋒(4D)、何佳俊(4D)、許健達(5A)、 

吳亭熹(5A)、劉殷勤(5A)、梁詩蕊(5A)、 

李建樂(5B)、陳思其(5B)、陳  蓉(5B)、 

馮綽民(5C)、甘澤豪(5C)、鄺錦祥(5C)、 

李子軒(5C)、鄧皓仁(5C)、歐陽美儀(5C)、 

伍嘉淇(5C)、吳景榆(5C)、施詠恩(5C)、 

張頌德(5D)、鍾展康(5D)、鄺樂生(5D)、 

曾錸庭(5D)、王芷媚(5D) 

社會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義工嘉許計劃 服務 400 小時證書 陳振業(5A)、林鋑姍(5A)、莫俊婷(5A)、 

黃倬賢(5B)、劉佩怡(5B)、陳展進(5C)、 

朱珮希(5C)、陳銘泰(5D)、李崇君(5D)、 

章漫苗(5D)、范珊珊(5D)、馮嘉淇(5D)、 

李蕙而(5D)、蘇詠然(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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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2+1」有心計劃 完成證書 陳正光(5A)、陳振業(5A)、鄭家賢(5A)、

許健達(5A)、黎俊毅(5A)、曾勤皓(5A)、

黃銘言(5A)、張凱婷(5A)、施欣欣(5A)、

黃寶瑩(5A)、楊苑雯(5A)、葉文穎(5A)、

許劭昊(5B)、凌肇澧(5B)、陳思其(5B)、

陳  蓉(5B)、吳嘉怡(5B)、陳展進(5C)、 

李子軒(5C)、沈顧庭(5C)、鄧皓仁(5C)、

黃鎔駿(5C)、陳心妍(5C)、朱珮希(5C)、

李嘉詠(5C)、施詠恩(5C)、陳毅俊(5D)、

鍾展康(5D)、梁柏隆(5D)、鄧學謙(5D)、

黃柏瑜(5D)、章漫苗(5D)、鍾靜儀(5D)、

馮嘉淇(5D)、羅紫翹(5D)、李嘉琳(5D)、

李芷穎(5D)、李蕙而(5D)、王嘉瑩(5D)、

王芷媚(5D) 

其他 創意健康生活推廣教材創作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周嘉怡(2D) 

其他 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獎 明日領袖獎 
施嘉軒(6D)、馮嘉欣(6C)、黃可盈(6D)、

何佩珊(6A)、胡浩賢(6D)、廖悅淇(6D) 

其他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獎學金 姚凱傑(5D) 

其他 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升國旗儀式比賽 亞軍 
蘇卓文(4C)、蘇詠茵(4C)、林沛鴻(4C)、

王嘉雯(4D) 

其他 第 14 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少年組殿軍 譚俊泓(2C) 

其他 夫妻節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陳偉楠(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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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外展訓練營 完成證書 

江樂瑤(4A)、鄭康廷(4B)、劉俊廷(4B)、 

劉明慧(4B)、黃綺婷(4B)、林詠雪(4C)、 

蘇詠茵(4C)、王思敏(4C)、何佳俊(4D)、 

何日華(4D)、吳思亮(4D)、黃諾然(4D)、 

李婷慧(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