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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及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加學生 

學業 培正數學邀請賽決賽 優異證書 陳明傑(6C) 

學業 哈佛圖書獎 首名 陳展進(6C) 

學業 哈佛圖書獎 次名 邱家盈(6C)、姚凱傑(6D) 

學業 上游獎學金 上游獎學金 林煒晴(5A)、林詠雪(5C)、何日華(5D) 

學業 澳洲科學比賽 高級榮譽 李鈺熙(5D) 

學業 澳洲科學比賽 優異 王  淇(2A) 

學業 澳洲科學比賽 良好 
姚諱澎(3B)、黃藹俐(3C)、陳楚荻(4C)、

何日華(5D)、廖詠詩(5C)、王嘉雯(5D) 

學業 科學評核測驗 鑽石獎 潘號臨(4D)、徐健藍(4C) 

學業 科學評核測驗 金獎 
黃煒軒(3A)、馮澤遠(4A)、張錦濤(4C)、 

李梓軒(4D) 

學業 科學評核測驗 銀獎 

陳敏蕎(3A)、吳狄朗(3A)、歐浩楚(3C)、 

陳偲銘(3D)、黃藹俐(3C)、陳楚荻(4C)、 

李文浩(4C)、曾國成(4D)、黃金安(4C)、 

譚嘉琦(4C) 

學業 科學評核測驗 銅獎 

陳盈盈(3A)、林晨婕(3A)、彭伊禮(3A)、 

姚諱澎(3B)、蔡綺琦(3A)、黎景靖(3A)、 

袁譽澄(3B)、王  淇(2A)、鄭舒庭(3D)、 

梁詠然(3C)、蔡展峰(4A)、盧駿業(4C)、 

陳  婷(4B)、張卓嵐(4B)、陳子軒(3D)、 

張梓勤(4D)、顧顥文(4D)、蔡頌行(4D) 

學業 數學思維與解難 優良證書 陳子健(5D)、周俊睿(5D)、何日華(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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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複數的幾何面貌 完成證書(優良) 周俊睿(5D) 

學業 數論與密碼學 完成證書(優良) 陳子健(5D)、周俊睿(5D)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優異-手機程式創作 蔡俊哲(6C)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冠軍-手機程式創作 楊樟楠(6C)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冠軍-3D 列印 何頌恩(6C)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冠軍-操控機械臂 鍾展康(6D)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優異-爬行機器人 林廷輝(6D)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優異-操控機械臂 麥力宏(6D) 

學業 EIE機械人中學生挑戰賽 二等獎 

沈顧庭(6C)、楊樟楠(6C)、何頌恩(6C)、

鄒兆證(6D)、鍾展康(6D)、何啟聰(6D)、

吳愷滔(6D)、曾奕圍(6D) 

學業 青苗學界進步獎 進步獎 

吳嘉穎(2A)、冼子城(2D)、李琦坤(2B)、 

鄺洹汧(2C)、張瑞倫(3C)、陳洛民(3A)、 

周厚安(4A)、吳振霖(4B)、余 廷(4B)、 

何宗祐(4D)、蘇浩霖(5A)、林詠雪(5C)、 

莫俊婷(6A)、何頌恩(6C)、李嘉琳(6D) 

學業 青年家書 優異獎 梁樂晴(4C)、顧顥文(4D) 

學業 「知史知彼挑戰賽-抗戰篇」校際中國歷史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黃藹俐(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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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討論項目表現良好 

鄭曜德(5A)、郭文御(5A)、劉子謙(5A)、  

伍啓智(5A)、柯子雯(5A)、陳盈芝(5B)、  

黎穎宜(5B)、林芷盈(5B)、劉明慧(5B)、  

吳佩芸(5B)、吳芷澄(5B)、黃綺婷(5B)、  

謝宏曦(5C)、李珈瑩(5C)、廖詠詩(5C)、  

陳戩鋒(5D)、周俊睿(5D)、吳思亮(5D)、  

鄭徽音(5D)、周穎晞(5D)、何雅雯(5D)、  

李婷慧(5D)、李鈺熙(5D)、麥祖兒(5D)、  

伍英蕙(5D)、譚家淇(5D)、黃欐琝(5D)、  

趙錦濤(6A)、許健達(6A)、黃銘言(6A)、  

陳雯琪(6A)、蔡永亮(6B)、李俊文(6B)、  

陳思其(6B)、陳  蓉(6B)、何洁莹(6B)、  

洪巧雯(6B)、劉佩怡(6B)、吳嘉怡(6B)、  

溫婉瑩(6B)、李添銘(6C)、高穎妤(6C)、  

李嘉慧(6C)、姚凱傑(6D)、林曉儀(6D)、  

李嘉琳(6D)、李蕙而(6D) 

學業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討論項目表現積極 

吳芷珊(4C)、楊梓剛(5A)、許綺雯(5A)、 

黃頌然(5B)、林凱湄(5B)、黃綽琳(5B)、  

譚益雯(5C)、王嘉雯(5D)、羅紫翹(6D)、 

歐陽敏兒(6B) 

學業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討論項目表現優異 

陳祉夆(5A)、石伊婷(5A)、施賢達(5B)、 

郭境汶(5D)、莫俊婷(6A)、楊苑雯(6A)、 

甘澤豪(6C)、邱家盈(6C)、李芷穎(6D)、 

王嘉瑩(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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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討論項目表現特優（初賽小組） 陳銘泰(6D) 

學業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政策辯論項目表現積極 李文浩(4C) 

學業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備稿演講項目表現積極 譚智釗(4C)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中一級傑出表現獎 李韋南(1C)、梁鈞甯(1B)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中二級傑出表現獎 楊瀚桁(2C)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中一級第一名 陳心源(1C)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中一級第二名 梁鈞甯(1B)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中一級第三名 陳璟昇(1A)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中二級第一名 蕭鏊霆(2D)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中二級第二名 楊瀚桁(2C) 

學業 English Builder傑出表現獎 全港第二十五名 蕭鏊霆(2D) 

學業 全港中小學數據科學比賽-初中組 優異獎 蔡芷樺(4D) 

學業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東區傑出學生獎(高中組) 蔡芷樺(4D) 

學業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東區傑出學生獎(初中組) 黎景靖(3A) 

學業 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獎 黃煒軒(3A)、吳衍毅(3B)、施清源(3B) 

學業 聯校辯論友誼賽 最佳辯論員 鄭徽音(5D) 

學業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勵計劃 進步生獎 
施煜姝(2A)、李鎧咏(3B) (4B)、 

陳詠儀(5D)、吳愷滔(6D) 

學業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 模範生獎 
鄭舒庭(3D)、蔡芷樺(4D)、李婷慧(5D)、 

蕭鏊霆(2D) 

學業 哈佛圖書獎 首名 江樂瑤(5A) 

學業 哈佛圖書獎 次名 黃頌然(5B)、周俊睿(5D) 

學業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高中學生獎 鄧學謙(6D)、姚凱傑(6D)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作文決賽) 冠軍 梁樂晴(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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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作文決賽) 二等獎 陳曉駿(4C)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作文決賽) 三等獎 何雅雯(5D)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作文初賽) 二等獎 梁樂晴(4C)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作文初賽) 三等獎 陳曉駿(4C)、何雅雯(5D)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全國作文決賽) 一等獎 梁樂晴(4C)、陳曉駿(4C) 

學業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全國作文決賽) 三等獎 何雅雯(5D) 

學業 聖經科獎勵計劃 優異獎狀 

王雅瑾(1A)、梁鈞甯(1B)、陳心源(1C)、 

郭浚謙(1D)、林芷欣(2A)、李慧瑤(2B)、 

施曉雯(2C)、伍詠恩(2D)、林詩穎(3A)、 

李鎧咏(3B)、譚詠茵(3C)、薛芊蕾(3D)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寫作-優異證書 黎芯怡(1A)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寫作-優良證書 沈嘉妮(4B)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中文組)-榮譽證書 陳諾恆(1D)、郭浚謙(1D)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中文組)-優異證書 
王凱浚(1B)、陳子堯(1D)、黎守謙(4A)、

黃藹俐(3C)、沈嘉妮(4B)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中文組)-優良證書 甘景圖(4A)、馬崑焯(4B)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英文組)-榮譽證書 何佳俊(5D)、徐健藍(4C)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英文組)-優異證書 

鄺浩民(2D)、吳衍毅(3B)、蔡芷樺(4D)、

梁樂晴(4C)、陳子健(5D)、周俊睿(5D)、

何日華(5D)、倫子皓(5D)、薛嘉遜(5D)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數學科(英文組)-優良證書 陳麗琳(2C)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榮譽證書 徐健藍(4C)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優異證書 沈嘉妮(4B)、陳振隆(2D)、黎芯怡(1A)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科-優良證書 梁樂晴(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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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科學科(中文組)-榮譽證書 蘇宏豐(1D)、王  淇(2A)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科學科(英文組)-榮譽證書 鄺浩民(2D)、周俊睿(5D) 

學業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科學科(英文組)-優異證書 陳子健(5D)、何日華(5D)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12 銅獎 陳子健(5D)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12 銀獎 何日華(5D)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12 金獎 周穎晞(5D)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10 銅獎 
吳狄朗(3A)、黃藹俐(3C)、陳曉駿(4C)、

吳文軒(4C)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10 金獎 黃煒軒(3A)、譚景航(4D)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8 銅獎 
黃思敏(1B)、杜梓濰(1C)、郭浚謙(1D)、 

梁梓豪(1D)、黃奕豪(2C)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8 銀獎 洪逸軒(1C) 

學業 美國數學比賽 AMC 8 金獎 施灝賢(1A)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Gauss 7 & 8) 傑出成就及優異證書 陳諾恆(1D)、譚鈞輔(2C)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Gauss 7 & 8) 優異證書 

周鴻文(1A)、郭浚謙(1D)、陳俊希(2A)、 

賴塏倬(2C)、黃振銘(2C)、黃奕豪(2C)、 

許嘉桐(2D)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Pascal, Cayley, Fermat) 獎牌 陳盈芝(5B)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Pascal, Cayley, Fermat) 獎牌及優異證書 蔡泳彤(3B)、于銘軒(4C)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Pascal, Cayley, Fermat) 優異證書 黃藹俐(3C)、黎守謙(4A)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Fryer Galois Hypatia) 獎牌 蔡泳彤(3B)、陳曉駿(4C)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Fryer Galois Hypatia) 獎牌及優異證書 陳子健(5D) 

學業 加拿大數學比賽(Fryer Galois Hypatia) 優異證書 周俊睿(5D)、何佳俊(5D)、何樂遙(5D)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吳衍毅(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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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何志誠(1B)、吳庭佑(1D)、楊俊煌(2D)、 

黃煒軒(3A)、黃藹俐(3C)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鄭家軒(1A)、張梓浩(1C)、洪逸軒(1C)、 

吳狄朗(3A)、施清源(3B)、姚諱澎(3B)、 

蔡泳彤(3B) 

學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晋級賽 獎牌及三等獎 張梓浩(1C)、吳庭佑(1D) 

學業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暨港澳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 
金獎 

陳子健(5D)、周俊睿(5D)、李婷慧(5D) 

學業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暨港澳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何志誠(1B)、郭浚謙(1D)、黃煒軒(3A)、 

施清源(3B)、陸俊軒(5B)、黃綽琳(5B)、 

何佳俊(5D)、何日華(5D)、倫子皓(5D)、 

薛嘉遜(5D)、周穎晞(5D) 

學業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暨港澳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鄭家軒(1A)、蔡名郗(1C)、吳肇軒(1C)、 

陳諾恆(1D)、吳狄朗(3A)、吳衍毅(3B)、 

蔡泳彤(3B)、甘景圖(4A)、黎守謙(4A)、 

陳盈芝(5B)、王嘉雯(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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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李韋南(1C)、孫郁琳(1C)、吳卓瑤(1B)、 

伍詠恩(2D)、陳麗琳(2C)、林柏燊(2B)、 

李俊傑(2A)、李俊超(2B)、郭永豪(2B)、 

蔡泳彤(3B)、黃煒軒(3A)、鄭嘉敏(3B)、 

何敏寶(3B)、李鎧咏(3B)、李欣悅(4D)、 

梁翠恩(4D)、陳曉駿(4C)、李蔚妍(4C)、 

譚灝哲(4C)、馮澤遠(4A)、黃寶琳(4A)、 

王菘蔚(4B)、譚嘉琦(4C)、張梓勤(4D)、 

顧顥文(4D)、李浩然(4D)、張錦濤(4C)、 

林嘉淇(4C)、黎曉晴(5A)、陳朗升(5B)、 

黎穎宜(5B)、李俊昇(5C)、王俊康(5C)、 

陳詠儀(5D)、何雅雯(5D)、陳峻鏗(5B)、 

譚啓聰(5C)、譚家淇(5D)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優異-手機程式創作 蔡俊哲(6C)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冠軍-手機程式創作 楊樟楠(6C)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冠軍-3D 列印 何頌恩(6C)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冠軍-操控機械臂 鍾展康(6D)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優異-爬行機械人 林廷輝(6D) 

學業 理工大學工程夏令營 優異-操控機械臂 麥力宏(6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生物科-優異 伍英蕙(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生物科-優良 董嘉軒(5C)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生物科-良好 李珈瑩(5C)、蔡翰藍(5C)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化學科-優良 周穎晞(5D)、何日華(5D)、謝宏曦(5C)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化學科-良好 黃綽琳(5B)、王嘉雯(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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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物理科-優異 周俊睿(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物理科-優良 陳子健(5D)、何日華(5D)、吳思亮(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科-高級優異 陳子健(5D)、周俊睿(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科-優異 周穎晞(5D)、何日華(5D)、吳思亮(5D)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科-優良 何佳俊(5D)、蔡翰藍(5C) 

學業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科-良好 陳盈芝(5B)、黃綽琳(5B) 

體育 港島及九龍中學生羽毛球裁判訓練班 裁判證書 莫俊婷(6A)、鄭卓荍(4B) 

體育 學界乒乓球裁判訓練班 裁判證書 
凌雅雯(2B)、李倩桐(2B)、何敏寶(3B)、 

陳卓賢(4A)、謝宏曦(5C)、周俊睿(5D)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女子甲組殿軍 蘇珮雯(5C)、莊穎欣(5D)、周穎晞(5D)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女子乙組季軍 李倩桐(2B)、陳敏蕎(3A)、何敏寶(3B)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乙組亞軍 樊諱諾(2A)、陳子軒(3D)、周嘉豐(3D) 

體育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甲組 100 米及 200 米蛙泳亞軍 麥嘉祐(5C) 

體育 學界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殿軍 盧志燿(2C) 

體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鄒兆證(6D) 

體育 啟基學校(港島)田徑 4 x 100接力賽 男子 4 X 100 米接力季軍 
鄭冠豪(2B)、何浩雲(5A)、施賢達(5B)、 

黃浩廷(5C) 

體育 啟基學校(港島)田徑 4 x 100接力賽 女子 4 X 100 米接力亞軍 
沈卓藍(4C)、古嘉翎(4C)、蘇珮雯(5C)、 

王思敏(5C)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800 米、1500 米達標證書 王  淇(2A)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乙組 200 米達標證書 陳國威(3A)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100 米、200 米達標證書 王逸朗(1C)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100 米、800 米達標證書 陳子軒(1A)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200 米、400 米達標證書 吳倬鋒(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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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400 米、800 米達標證書 李俊超(2B)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1500 米達標證書 張梓浩(1C)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女子丙組 100 米、200 米達標證書 莫詠儀(1D)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女子丙組 400 米達標證書 周雅晴(1A)、陳禧汶(1C)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 800 米殿軍 王  淇(2A)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800 米亞軍 陳子軒(1A) 

體育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季軍 
陳子軒(1A)、張梓浩(1C)、李俊超(2B)、

吳倬鋒(2C) 

體育 東區青少年三人籃球賽 冠軍 
郭文御(5A)、伍啓智(5A)、林泠翹(5B)、 

施賢達(5B)、黃浩廷(5C)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男子組團體亞軍 

鍾沛諺(1A)、賴灝進(1C)、張梓浩(1C)、

樊諱諾(2A)、麥敬滔(2C)、邱梓泓(2C)、 

楊俊煌(2D)、周嘉豐(3D)、陳子軒(3D)、

張子軒(3D)、陳卓賢(4A)、謝宏曦(5C)、

周俊睿(5D) 

體育 學界乒乓球比賽(港島區第三組) 女子組團體殿軍 

周雅晴(1A)、李嘉華(1B)、凌雅雯(2B)、

李倩桐(2B)、陳敏蕎(3A)、何敏寶(3B)、

蘇珮雯(5C)、莊穎欣(5D)、周穎晞(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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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文理抗毒盃籃球邀請賽 冠軍 

賴灝進(1C)、王逸朗(1C)、許景博(1D)、 

吳家健(1D)、黃振銘(2C)、翟進禧(2D)、 

楊祥暉(2D)、羅啟耀(3C)、高寶賢(3D)、 

蔡永豪(4A)、余 廷(4B)、羅君澤(4C)、 

陳偉鋒(4D)、李梓軒(4D)、郭文御(5A)、 

伍啓智(5A)、楊梓剛(5A)、林泠翹(5B)、 

施賢達(5B)、徐灝森(5B)、黃浩廷(5C) 

體育 第三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男子組冠軍 劉焯羲(2B)、李俊超(2B) 

體育 第三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混合速度接力香港島區中學公開組

亞軍 

劉焯羲(2B)、李俊超(2B)、李嘉華(1B)、 

林熙凡(1B)、張浚彥(3D) 

體育 第三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30 秒前繩速度賽男子組亞軍 張浚彥(3D) 

體育 第三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30 秒前繩速度賽男子組殿軍 劉焯羲(2B) 

體育 第三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30 秒前繩速度賽女子組亞軍 李嘉華(1B)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黃寶琳(4A)、李善雅(4C)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黃充怡(4B)、楊慧飛(4D)、余芷殷(4D)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五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江樂瑤(5A)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五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陳曼琦(5B)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一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黎芯怡(1A)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二級男子英詩獨誦-良好獎狀 沈駿睿(2C)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二級男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楊瀚桁(2C)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良好獎狀 陳依琦(2C)、施曉雯(2C)、王飄洋(2C)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陳麗琳(2C) 

朗誦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中二級女子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溫安禔(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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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級男子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劉卓軒(1A)、李東軒(1B)、許樂尉(1B)、

陳富傑(1C)、伍逸曦(1C)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二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

良獎狀 

李東軒(1B)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級女子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林熙凡(1B)、林芷瑩(1B)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二級女子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張淑琳(2A)、李詩圻(2A)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一、二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

良獎狀 

陳依琦(2C)、雷仟渙(2C)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二級男子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蕭鏊霆(2D)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二級女子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許嘉桐(2D)、伍詠恩(2D)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二級女子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洪穎琪(2D)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二級女子詩詞獨誦-冠軍 盧詠妍(2D)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級女子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劉泰延(3B)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四級男子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張子顥(4A)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四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

良獎狀 

黃寶琳(4A)、蔡芷樺(4D)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五、六級女子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黎穎宜(5B) 

朗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五、六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優

良獎狀 

廖詠詩(5C) 

朗誦 第二十四屆聖經朗誦節 
中一至中三級二人對誦(普通話)優異

獎 

林熙凡(1B)、吳卓瑤(1B) 

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專才小組流行曲創作班傑出獎 王嘉雯(5D) 

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全力以赴獎 譚景航(4D)、王嘉雯(5D) 

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最具領袖潛質獎 王嘉雯(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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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最年青有為大獎 王嘉雯(5D) 

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表現出眾並獲選到台灣交流 譚景航(4D)、王嘉雯(5D)、吳銘恩(3D) 

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專才小組山藝組傑出獎 楊綺翹(5C)、倫子皓(5D) 

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專才小組無伴奏演唱組傑出獎 蔡珮琪(2D) 

藝術 年青有為獎勵計劃 進步獎 吳佩芸(5B) 

藝術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攝影比賽 優異獎 鄭家賢(6A) 

藝術 粱棠杯寫生比賽 優異獎 陳朗升(5B)、林詠雪(5C) 

藝術 青少年暑期活動繪畫比賽 良好獎 陳朗升(5B)、陳曼琦(5B) 

藝術 青少年暑期活動繪畫比賽 優異獎 韓  菲(4A) 

藝術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銀獎 吳亭熹(6A) 

藝術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入圍 鄭家賢(6A)、劉殷勤(6A) 

藝術 新春兒童繪畫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張允恩(2B) 

藝術 基本法宣傳大使設計大賽 最佳色彩配搭獎 盧詠妍(2D) 

藝術 基本法宣傳大使設計大賽 優異獎 蔡芷樺(4D) 

藝術 第 3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一等獎 
施冠豪(5A)、陳朗升(5B)、羅義雄(5B)、

溫籽言(5B) 

藝術 第 3屆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二等獎 
馬嘉若(4A)、陳玥澄(4A)、梁誦閔(4B)、 

楊汶才(4D)、蔡盈盈(4D)、譚譽真(5B) 

藝術 城巿中的自然－視覺藝術及藝術行政課程 表現優異獎 陳朗升(5B)、羅義雄(5B) 

藝術 我的香港夢繪畫比賽 優異獎 陳朗升(5B)、羅義雄(5B) 

藝術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陳朗升(5B)、羅義雄(5B) 

藝術 第 10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林詠雪(5C) 

藝術 第十二屆文化新人類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完成獎 
施冠豪(5A)、陳朗升(5B)、陳曼琦(5B)、 

林詠雪(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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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手藝留情青年大使計劃 結業證書 

羅梓龍(2B)、吳倬鋒(2C)、鄺浩民(2D)、 

陳芷翹(3A)、李珮彤(3A)、彭伊禮(3A)、 

袁彩怡(3A)、陳梓由(3B)、鄭沛盈(3B)、 

吳藹瀅(3B)、林嘉娸(3C)、吳心渟(3C)、 

黃藹俐(3C)、黃依楠(3C)、任嘉淇(3C)、 

鄭舒庭(3D)、鄺嘉欣(3D)、吳慧賢(3D)、 

吳欣桐(3D)、彭塏晴(3D)、薛芊蕾(3D)、 

鄔小慧(3D) 

音樂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冠軍 何佳俊(5D) 

音樂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季軍 

王樂瑤(2A)、江冰宇(2A) (2B)、 

林  琳(2B)、祁珍寶(2B)、陳盈煒(2B)、 

吳煬榕(2C)、陳芷君(2C)、潘藹雯(2D)、 

洪敏婷(2D)、陳禮延(2D)、彭伊禮(3A)、 

黎景靖(3A)、陳盈盈(3A)、鍾詠祺(4A)、 

鍾曉彤(4B)、江希婧(4C)、譚嘉琦(4C)、 

何嘉莉(4D)、柯熙裕(4D)、廖詠詩(5C)、 

連曦旻(5C)、李思穎(5C)、譚啓聰(5C)、 

董卓琳(5D)、李婷慧(5D)、莊穎欣(5D)、 

李嘉慧(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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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中樂團) 銅獎 

陳嘉敏(1A)、黃麒達(1B)、張緯茵(1D)、 

趙芷晴(1D)、林雅妍(1D)、吳雨詩(1D)、 

黃愷婷(1D)、江冰宇(2A)、李俊超(2B)、 

馮惠紅(2B)、陳盈煒(2B)、祁珍寶(2B)、  

林  琳(2B)、李慧瑤(2B)、陳芷君(2C)、  

吳煬榕(2C)、譚凱遙(2D)、陳禮延(2D)、 

洪敏婷(2D)、潘藹雯(2D)、陳盈盈(3A)、 

黎景靖(3A)、彭伊禮(3A)、黃頌誠(4A)、 

鍾詠祺(4A)、鍾曉彤(4B)、江希婧(4C)、 

譚嘉琦(4C)、何嘉莉(4D)、譚啓聰(5C)、 

連曦旻(5C)、莊穎欣(5D)、李婷慧(5D)、 

董卓琳(5D) 

音樂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優異獎 

江冰宇(2A)、陳盈煒(2B)、祁珍寶(2B)、 

林  琳(2B)、李慧瑤(2B)、陳芷君(2C)、  

吳煬榕(2C)、陳禮延(2D)、洪敏婷(2D)、 

潘藹雯(2D)、陳盈盈(3A)、黎景靖(3A)、 

彭伊禮(3A)、黃頌誠(4A)、鍾詠祺(4A)、 

鍾曉彤(4B)、江希婧(4C)、譚嘉琦(4C)、 

何嘉莉(4D)、譚啓聰(5C)、連曦旻(5C)、 

莊穎欣(5D)、李婷慧(5D)、董卓琳(5D) 



2017-2018校外活動獎項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中樂小組) 銅獎 

江冰宇(2A)、陳盈煒(2B)、祁珍寶(2B)、 

李慧瑤(2B)、陳芷君(2C)、吳煬榕(2C)、 

陳禮延(2D)、陳盈盈(3A)、黎景靖(3A)、 

彭伊禮(3A)、黃頌誠(4A)、鍾詠祺(4A)、 

鍾曉彤(4B)、譚嘉琦(4C)、何嘉莉(4D)、 

譚啓聰(5C)、連曦旻(5C)、莊穎欣(5D)、 

李婷慧(5D)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合唱團)(挑戰組) 銀獎 

陳子朗(1A)、何諾勤(1A)、許智泓(1A)、 

郭天佑(1A)、吳倬賢(1A)、李沁怡(1A)、 

吳家穎(1A)、何佑生(1B)、林振昊(1B)、 

龔烯茵(1B)、梁鈞甯(1B)、李子欣(1B)、 

吳卓瑤(1B)、謝美天(1B)、葉梓彤(1B)、 

阮穎詩(1B)、鄭頌恩(1C)、陳家僖(1D)、 

張佩霞(1D)、張允恩(2B)、樊芷晴(2B)、 

林  琳(2B)、陳依琦(2C)、蔡焯瑤(2C)、  

朱凱晴(2C)、何煒晴(2C)、盧詠妍(2D)、 

潘  昕(2D)、蔡珮琪(2D)、劉泰延(3B)、 

李鎧咏(3B)、黃韻然(3B)、麥詠晞(4A)、 

劉綺彤(4B)、楊慧飛(4D)、余芷殷(4D)、 

石伊婷(5A)、林芷盈(5B)、黎穎霖(5C)、 

廖詠詩(5C)、羅佩儀(5D)、麥祖兒(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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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合唱團)(初級組) 銀獎 

陳子朗(1A)、何諾勤(1A)、許智泓(1A)、 

郭天佑(1A)、吳倬賢(1A)、李沁怡(1A)、 

吳家穎(1A)、何佑生(1B)、林振昊(1B)、 

龔烯茵(1B)、梁鈞甯(1B)、李子欣(1B)、 

吳卓瑤(1B)、謝美天(1B)、葉梓彤(1B)、 

阮穎詩(1B)、鄭頌恩(1C)、陳家僖(1D)、 

張佩霞(1D)、張允恩(2B)、樊芷晴(2B)、 

林  琳(2B)、陳依琦(2C)、蔡焯瑤(2C)、  

朱凱晴(2C)、何煒晴(2C)、盧詠妍(2D)、 

潘  昕(2D)、蔡珮琪(2D)、劉泰延(3B)、 

李鎧咏(3B)、黃韻然(3B)、麥詠晞(4A)、 

劉綺彤(4B)、楊慧飛(4D)、余芷殷(4D)、 

石伊婷(5A)、林芷盈(5B)、黎穎霖(5C)、 

廖詠詩(5C)、羅佩儀(5D)、麥祖兒(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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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合唱團)(高級組) 銀獎 

陳子朗(1A)、何諾勤(1A)、許智泓(1A)、 

郭天佑(1A)、吳倬賢(1A)、李沁怡(1A)、 

吳家穎(1A)、何佑生(1B)、林振昊(1B)、 

龔烯茵(1B)、梁鈞甯(1B)、李子欣(1B)、

吳卓瑤(1B)、謝美天(1B)、葉梓彤(1B)、

阮穎詩(1B)、鄭頌恩(1C)、陳家僖(1D)、 

張佩霞(1D)、張允恩(2B)、樊芷晴(2B)、 

林  琳(2B)、陳依琦(2C)、蔡焯瑤(2C)、 

朱凱晴(2C)、何煒晴(2C)、盧詠妍(2D)、 

潘  昕(2D)、蔡珮琪(2D)、劉泰延(3B)、 

李鎧咏(3B)、黃韻然(3B)、麥詠晞(4A)、 

劉綺彤(4B)、楊慧飛(4D)、余芷殷(4D)、 

石伊婷(5A)、林芷盈(5B)、黎穎霖(5C)、 

廖詠詩(5C)、羅佩儀(5D)、麥祖兒(5D)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管弦樂團) 銅獎 

何諾勤(1A)、劉卓軒(1A)、劉卓華(1A)、 

楊晉珞(1A)、許梓昊(1B)、陳富傑(1C)、 

伍逸曦(1C)、張允恩(2B)、羅進耀(2C)、 

楊瀚桁(2C)、陳藹婷(2C)、陳依琦(2C)、 

蔡焯瑤(2C)、朱恩琦(2C)、何煒晴(2C)、 

雷仟渙(2C)、施曉雯(2C)、陳麗琳(2C)、 

王飄洋(2C)、林豊竣(2D)、盧振輝(2D)、 

陳梓鋆(2D)、周麗怡(2D)、羅嘉浩(4A)、 

韓  菲(4A)、梁誦閔(4B)、王菘蔚(4B)、 

陳曉駿(4C)、羅義雄(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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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初級組合奏(中學)三等獎 

陳嘉敏(1A)、黃麒達(1B)、李君悠(1C)、 

張緯茵(1D)、趙芷晴(1D)、林雅妍(1D)、 

吳雨詩(1D)、黃愷婷(1D)、江冰宇(2A)、 

李俊超(2B)、陳盈煒(2B)、馮惠紅(2B)、 

祁珍寶(2B)、林  琳(2B)、李慧瑤(2B)、 

陳芷君(2C)、吳煬榕(2C)、陳禮延(2D)、 

洪敏婷(2D)、陳盈盈(3A)、黎景靖(3A)、 

彭伊禮(3A)、黃頌誠(4A)、鍾詠祺(4A)、

鍾曉彤(4B)、江希婧(4C)、譚嘉琦(4C)、

何嘉莉(4D)、譚啓聰(5C)、連曦旻(5C)、

莊穎欣(5D)、李婷慧(5D)、董卓琳(5D) 

音樂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初級小合奏三等獎 

江冰宇(2A)、陳盈煒(2B)、祁珍寶(2B)、 

林  琳(2B)、李慧瑤(2B)、陳芷君(2C)、 

吳煬榕(2C)、陳禮延(2D)、洪敏婷(2D)、 

陳盈盈(3A)、黎景靖(3A)、彭伊禮(3A)、 

黃頌誠(4A)、鍾詠祺(4A)、鍾曉彤(4B)、 

譚嘉琦(4C)、何嘉莉(4D)、譚啓聰(5C)、 

連曦旻(5C)、莊穎欣(5D)、李婷慧(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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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優良獎狀 

李沁怡(1A)、吳家穎(1A)、龔烯茵(1B)、 

梁鈞甯(1B)、李子欣(1B)、吳卓瑤(1B)、 

謝美天(1B)、阮穎詩(1B)、蔡名郗(1C)、

鄭頌恩(1C)、陳家僖(1D)、張佩霞(1D)、

張允恩(2B)、樊芷晴(2B)、林  琳(2B)、

陳依琦(2C)、蔡焯瑤(2C)、朱凱晴(2C)、

何煒晴(2C)、盧詠妍(2D)、潘  昕(2D)、

蔡珮琪(2D)、劉泰延(3B)、李鎧咏(3B)、

黃韻然(3B)、麥詠晞(4A)、劉綺彤(4B)、

楊慧飛(4D)、余芷殷(4D)、石伊婷(5A)、

林芷盈(5B)、黎穎霖(5C)、廖詠詩(5C)、

羅佩儀(5D)、麥祖兒(5D) 

音樂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良好獎狀 陳梓鋆(2D)、鍾曉彤(4B)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馬嘉若(4A)、盤慧雯(4A)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黎守謙(4A)、盤慧雯(4A)、劉綺彤(4B)、 

蔡芷樺(4D)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盤慧雯(4A)、甘景圖(4A)、蔡永豪(4A)、 

黎守謙(4A)、馬嘉若(4A)、譚伊棋(4A)、

盧一鳴(4B)、梁誦閔(4B)、余樂怡(4B)、 

劉綺彤(4B)、潘  婧(4C)、譚景航(4D)、 

楊汶才(4D) 

戲劇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 最優秀演出者 
劉頌欣(2A)、陳敘成(2B)、鄺洹汧(2C)、 

鄺浩民(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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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 「快樂的我」獎勵計劃 嘉許證書 

吳佩芸(5B)、陳盈芝(5B)、林詠雪(5C)、 

莊穎欣(5D)、郭境汶(5D)、何雅雯(5D)、 

鄭徽音(5D)、劉佩怡(6B)、何洁莹(6B) 

德育 「關心你」獎勵計劃 嘉許證書 

譚伊棋(4A)、張卓嵐(4B)、梁樂晴(4C)、 

蔡頌行(4D)、謝梓琪(5A)、黃綽琳(5B)、 

高卓楠(5C)、李婷慧(5D) 

青年領

袖訓練 
東區青藤計劃 畢業證書 

周穎晞(5D) 

公民教

育 
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卓越學員 

王嘉瑩(6D)、王芷媚(6D) 

興趣 東區桌遊比賽 季軍 
蔡名郗(1C)、何君裕(1C)、洪逸軒(1C)、 

何浩朗(1D) 

社會服

務 
香港民安隊傑出少年團員 傑出少年團員 

黃思翰(4B) 

社會服

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狀) 

蔡展峰(4A)、馮澤遠(4A)、韓  菲(4A)、 

李裕婷(4A)、李沛楨(4A)、譚伊棋(4A)、 

何思穎(4B)、黃充怡(4B)、陳曉駿(4C)、 

徐健藍(4C)、洪嘉賢(4D)、蔡詩琳(4D)、 

蔡芷樺(4D)、陳永楷(5A)、鄭曜德(5A)、 

林煒晴(5A)、謝梓琪(5A)、陸俊軒(5B)、 

徐灝森(5B)、吳佩芸(5B)、謝宏曦(5C)、 

高卓楠(5C)、蘇詠茵(5C)、王思敏(5C)、 

陳樂彤(5D)、吳愷滔(6D)、李嘉嘉(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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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

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銀狀) 

(4B)、蕭詠嘉(4B)、楊嘉儀(4B)、 

楊汶才(4D)、郭文御(5A)、劉俊杰(5A)、 

黃俊傑(5A)、江樂瑤(5A)、柯子雯(5A)、 

劉俊廷(5B)、李諾勤(5B)、陳曼琦(5B)、 

陳盈芝(5B)、劉明慧(5B)、溫籽言(5B)、 

黃綽琳(5B)、董嘉軒(5C)、張樂怡(5C)、 

連曦旻(5C)、蘇珮雯(5C)、余雅穎(5C)、 

周俊睿(5D)、梁澤銘(5D)、倫子皓(5D)、 

何樂遙(5D)、郭境汶(5D)、伍英蕙(5D)、 

王嘉雯(5D)、黃欐琝(5D)、劉殷勤(6A)、 

楊苑雯(6A)、陳銘泰(6D)、張頌德(6D) 

社會服

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陳峻鏗(5B)、宋卓塱(5B)、林凱湄(5B)、 

吳芷澄(5B)、李俊昇(5C)、黎穎霖(5C)、 

林詠雪(5C)、蘇卓文(5C)、楊綺翹(5C)、 

陳戩鋒(5D)、何佳俊(5D)、鄭徽音(5D)、 

莊穎欣(5D)、李婷慧(5D)、李芷穎(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