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藝活動及作品
 



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第第七七屆屆 
香香港港中中學學數數學學創創意意解解難難比比賽賽 團體 優異獎 1D 藍元嗣 1D 趙嘉軍 

2B 林城駿 2C 黃鉦然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理理財財策策劃劃大大比比拼拼 2016 優異獎 5D 羅昱旻 5D 李启成 
5D 黃天朗 

香港小童群益會及 
教育局 

2016 全全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書書法法比比賽賽 中學組硬筆 冠軍 
中學組毛筆 季軍 5A 陳詠彤 順德聯誼總會 

全全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書書畫畫比比賽賽 中學組毛筆 優異 5A 陳詠彤 通善壇 
第第 27 屆屆中中學學生生 

好好書書龍龍虎虎榜榜讀讀後後感感寫寫作作比比賽賽 初級組 優異獎 1D 梁巧澄 3B 藍海威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第十十五五屆屆 
堷堷正正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 

（（決決賽賽）） 

團體 優異獎 

1B 何樂宏 1D 藍元嗣 
1D 趙嘉軍 2B 林城駿 
2C 黃鉦然 2C 鄭永鋒 
3A 王景鴻 3B 黃諾謙 
3D 王景禧 4C 李承恩 
4C 蘇文杰 4C 陳家輝 
5D 林嘉聰 5D 陳曉駿 

5D 梁樂曦 

香港培正中學及 
培正教育中心 

個人 金獎 1D 趙嘉軍 4C 李承恩 

個人 銀獎 4C 蘇文杰 

個人 銅獎 1B 何樂宏 3B 黃諾謙 

第第七七屆屆 
中中華華基基督督教教會會蒙蒙民民偉偉書書院院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初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3C 黃卓行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高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5D 李嘉榮 

高中組 團體 
全港第二 

4B 何陞照 5D 林嘉聰 
5D 李嘉榮 6F 周家裕 

第第五五十十二二屆屆舞舞蹈蹈節節 
中中學學組組：：現現代代舞舞 群舞 乙級獎 

2B 梁桓嘉 2D 何沛瑩 
3A 何希桐 3C 丘芷晴 
3D 丘穎怡 4D 勞樂式 
4D 鄭蘊祈 5C 陳允希 
5C 蕭綺諾 5D 關頌琳 
5D 吳子樂 5E 馮昊陽 

教育局及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第十十一一屆屆 
順順德德聯聯誼誼總總會會梁梁銶銶琚琚中中學學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高中組 團體 
全港第二 

3B 黃諾謙 4C 陳家煇 
5D 林嘉聰 5D 李嘉榮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全全港港校校際際 
「「反反歧歧視視、、見見共共融融」」－－ 
情情緒緒健健康康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 
（獎狀及$200 書券） 

5B 羅希晴 6C 林康賢 
6D 胡瀚中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香香港港中中學學英英文文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上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勝出 

3A 林清怡 3C 戚琲珩 
3D 陳靜筠 

香港中學英文辯論比賽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上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C 戚琲珩 

下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勝出 

2B 馮柏瑋 3C 戚琲珩 
3D 陳靜筠 

下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D 陳靜筠 

下學期 區總決賽 
初中隊 勝出 

3A 林清怡 2B 馮柏瑋 
3D 陳靜筠 

下學期 區總決賽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D 陳靜筠 

下學期 第二回合 
高中隊 勝出 

4D 胡瑋彤 5D 劉倩慈 
5D 姚樂雯 

近年各項國際／校際比賽／考試獲獎成績（部分資料）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及$1,000 獎學金 6A 陳穎雯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東東華華三三院院 145 周周年年獎獎學學金金 $20,000 獎學金 高梓諾校友 東華三院 145 周年獎學金 

葛葛量量洪洪傑傑出出學學生生獎獎 獎狀及$10,000 獎學金 高梓諾校友 葛量洪傑出學生獎 

屯屯門門區區卓卓越越學學生生獎獎 
初中組（獎狀） 3B 黃諾謙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高中組（獎狀） 4C 陳家煇 

英英國國倫倫敦敦工工商商協協會會(LCCI) 
國國際際會會計計考考試試初初級級會會計計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5B 張霽晞 5C 劉海晴 
5C 符國軒 5C 謝佩怡 
5C 楊瀚蕎 5C 李嘉欣 

5D 廖俊延 

英國倫敦工商協會 

The Poly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5 

化學 優良 4D 蕭亮南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 
及紡織學院 化學及數學 最高優異 5E 陳彥禧 

香香港港測測量量師師學學會會 
地地圖圖繪繪製製比比賽賽 2015 

亞軍 
（獎杯、獎狀及 
$3,000 書券） 

5A 周詠琳 5A 劉奕俊 
5C 朱曉霖 5C 黃詠浠 

香港測量師學會 
季軍 

（獎杯、獎狀及 
$2,000 書券） 

4A 陳均杰 

香香港港工工程程師師學學會會 
“工工程程‧思思”創創意意設設計計方方案案比比賽賽

【【土土地地供供應應】】 

冠軍 最佳方案 
（獎座、獎狀及 
$1,200 書券） 

5B 何文傑 5B 黎俊昇 
5C 朱曉霖 5D 陳曉駿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 
科科技技創創新新大大賽賽 

一等獎及 
美國 ASM 材料科學 

教育基金特別獎 
（獎盃、獎狀） 

5B 蕭亮南 5E 胡熙雯 
5E 羅永臻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2016 趣趣味味科科學學比比賽賽 
【【成成在在錙錙銖銖】】 

二等獎 
（$1,500 獎金） 3B 黃諾謙 3C 張灝軒 

香港學者協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16 
亞亞洲洲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銅獎 4C 李承恩 亞洲物理奧林匹克籌委會 

2016 
香香港港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比比賽賽 

全港學校最佳表現獎 

4C 蘇文杰 4C 麥子弢 
4C 陳家煇 4C 陳冠行 
4C 葉芷晴 4D 葉嘉永 
4D 黃洛軒 4D 李穎嵐 
4D 劉鶴豐 4D 梁明潔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教育局、 

香港物理學會及 
香港科技大學 個人 一等獎 4C 蘇文杰 

個人 三等獎 4C 麥子弢 
個人 優異獎 4C 陳家煇 4D 葉嘉永 

國國際際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16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賽賽 

團體賽 首十名 
3A 陳煜昊 3A 王景鴻 
3B 黃諾謙 3C 符鈞淇 

3D 王景禧 教育局統籌局及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銀獎 4C 李承恩 

銅獎 4C 蘇文杰 
優異獎 1D 趙嘉軍 

第第十十八八屆屆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個人賽 季軍及一等獎 3B 黃諾謙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個人賽 二等獎 3A 陳煜昊 3A 王景鴻 

第第三三十十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數數學學競競賽賽 

初賽 一等獎 4C 李承恩 教育統籌局數學教育組及 
香港教育學院 初賽 二等獎 4C 蘇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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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第第七七屆屆 
香香港港中中學學數數學學創創意意解解難難比比賽賽 團體 優異獎 1D 藍元嗣 1D 趙嘉軍 

2B 林城駿 2C 黃鉦然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理理財財策策劃劃大大比比拼拼 2016 優異獎 5D 羅昱旻 5D 李启成 
5D 黃天朗 

香港小童群益會及 
教育局 

2016 全全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書書法法比比賽賽 中學組硬筆 冠軍 
中學組毛筆 季軍 5A 陳詠彤 順德聯誼總會 

全全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書書畫畫比比賽賽 中學組毛筆 優異 5A 陳詠彤 通善壇 
第第 27 屆屆中中學學生生 

好好書書龍龍虎虎榜榜讀讀後後感感寫寫作作比比賽賽 初級組 優異獎 1D 梁巧澄 3B 藍海威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第十十五五屆屆 
堷堷正正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 

（（決決賽賽）） 

團體 優異獎 

1B 何樂宏 1D 藍元嗣 
1D 趙嘉軍 2B 林城駿 
2C 黃鉦然 2C 鄭永鋒 
3A 王景鴻 3B 黃諾謙 
3D 王景禧 4C 李承恩 
4C 蘇文杰 4C 陳家輝 
5D 林嘉聰 5D 陳曉駿 

5D 梁樂曦 

香港培正中學及 
培正教育中心 

個人 金獎 1D 趙嘉軍 4C 李承恩 

個人 銀獎 4C 蘇文杰 

個人 銅獎 1B 何樂宏 3B 黃諾謙 

第第七七屆屆 
中中華華基基督督教教會會蒙蒙民民偉偉書書院院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初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3C 黃卓行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高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5D 李嘉榮 

高中組 團體 
全港第二 

4B 何陞照 5D 林嘉聰 
5D 李嘉榮 6F 周家裕 

第第五五十十二二屆屆舞舞蹈蹈節節 
中中學學組組：：現現代代舞舞 群舞 乙級獎 

2B 梁桓嘉 2D 何沛瑩 
3A 何希桐 3C 丘芷晴 
3D 丘穎怡 4D 勞樂式 
4D 鄭蘊祈 5C 陳允希 
5C 蕭綺諾 5D 關頌琳 
5D 吳子樂 5E 馮昊陽 

教育局及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第第十十一一屆屆 
順順德德聯聯誼誼總總會會梁梁銶銶琚琚中中學學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高中組 團體 
全港第二 

3B 黃諾謙 4C 陳家煇 
5D 林嘉聰 5D 李嘉榮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全全港港校校際際 
「「反反歧歧視視、、見見共共融融」」－－ 
情情緒緒健健康康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 
（獎狀及$200 書券） 

5B 羅希晴 6C 林康賢 
6D 胡瀚中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香香港港中中學學英英文文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上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勝出 

3A 林清怡 3C 戚琲珩 
3D 陳靜筠 

香港中學英文辯論比賽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上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C 戚琲珩 

下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勝出 

2B 馮柏瑋 3C 戚琲珩 
3D 陳靜筠 

下學期 第二回合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D 陳靜筠 

下學期 區總決賽 
初中隊 勝出 

3A 林清怡 2B 馮柏瑋 
3D 陳靜筠 

下學期 區總決賽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D 陳靜筠 

下學期 第二回合 
高中隊 勝出 

4D 胡瑋彤 5D 劉倩慈 
5D 姚樂雯 

近年各項國際／校際比賽／考試獲獎成績（部分資料）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及$1,000 獎學金 6A 陳穎雯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東東華華三三院院 145 周周年年獎獎學學金金 $20,000 獎學金 高梓諾校友 東華三院 145 周年獎學金 

葛葛量量洪洪傑傑出出學學生生獎獎 獎狀及$10,000 獎學金 高梓諾校友 葛量洪傑出學生獎 

屯屯門門區區卓卓越越學學生生獎獎 
初中組（獎狀） 3B 黃諾謙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高中組（獎狀） 4C 陳家煇 

英英國國倫倫敦敦工工商商協協會會(LCCI) 
國國際際會會計計考考試試初初級級會會計計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5B 張霽晞 5C 劉海晴 
5C 符國軒 5C 謝佩怡 
5C 楊瀚蕎 5C 李嘉欣 

5D 廖俊延 

英國倫敦工商協會 

The Poly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5 

化學 優良 4D 蕭亮南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 
及紡織學院 化學及數學 最高優異 5E 陳彥禧 

香香港港測測量量師師學學會會 
地地圖圖繪繪製製比比賽賽 2015 

亞軍 
（獎杯、獎狀及 
$3,000 書券） 

5A 周詠琳 5A 劉奕俊 
5C 朱曉霖 5C 黃詠浠 

香港測量師學會 
季軍 

（獎杯、獎狀及 
$2,000 書券） 

4A 陳均杰 

香香港港工工程程師師學學會會 
“工工程程‧思思”創創意意設設計計方方案案比比賽賽

【【土土地地供供應應】】 

冠軍 最佳方案 
（獎座、獎狀及 
$1,200 書券） 

5B 何文傑 5B 黎俊昇 
5C 朱曉霖 5D 陳曉駿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 
科科技技創創新新大大賽賽 

一等獎及 
美國 ASM 材料科學 

教育基金特別獎 
（獎盃、獎狀） 

5B 蕭亮南 5E 胡熙雯 
5E 羅永臻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2016 趣趣味味科科學學比比賽賽 
【【成成在在錙錙銖銖】】 

二等獎 
（$1,500 獎金） 3B 黃諾謙 3C 張灝軒 

香港學者協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16 
亞亞洲洲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銅獎 4C 李承恩 亞洲物理奧林匹克籌委會 

2016 
香香港港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比比賽賽 

全港學校最佳表現獎 

4C 蘇文杰 4C 麥子弢 
4C 陳家煇 4C 陳冠行 
4C 葉芷晴 4D 葉嘉永 
4D 黃洛軒 4D 李穎嵐 
4D 劉鶴豐 4D 梁明潔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教育局、 

香港物理學會及 
香港科技大學 個人 一等獎 4C 蘇文杰 

個人 三等獎 4C 麥子弢 
個人 優異獎 4C 陳家煇 4D 葉嘉永 

國國際際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16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賽賽 

團體賽 首十名 
3A 陳煜昊 3A 王景鴻 
3B 黃諾謙 3C 符鈞淇 

3D 王景禧 教育局統籌局及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銀獎 4C 李承恩 

銅獎 4C 蘇文杰 
優異獎 1D 趙嘉軍 

第第十十八八屆屆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個人賽 季軍及一等獎 3B 黃諾謙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個人賽 二等獎 3A 陳煜昊 3A 王景鴻 

第第三三十十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數數學學競競賽賽 

初賽 一等獎 4C 李承恩 教育統籌局數學教育組及 
香港教育學院 初賽 二等獎 4C 蘇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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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及$800 獎學金 6D 李嘉榮 6D 李嘉欣 尤德爵士基金 
廠廠商商會會獎獎學學金金 各獲$1,000 獎學金 5C 蘇文杰 6D 李嘉欣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屯屯門門區區卓卓越越學學生生獎獎 
初中組（獎狀） 3D 黃鉦然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高中組（獎狀） 5D 梁諾瑤 

應應用用學學習習獎獎學學金金 
學科成績優異獎$2,000 6C 劉海晴 

羅氏慈善基金 
學科成績優異獎$1,000 6E 樊梓榮 

香香港港電電腦腦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初級組 銅獎 4C 張灝軒 4C 黃諾謙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教育局及 

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 
工程學系 高級組 銅獎 5C 李承恩 6D 陳曉駿 

第第四四十十八八屆屆 
國國際際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金獎 

5C 李承恩（5 位成員之一） 
獲香港科技大學拔尖 

入讀「國際科研課程」 
物理奧林匹克籌委會 

第第十十三三屆屆 
泛泛珠珠三三角角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暨暨中中華華名名校校邀邀請請賽賽 
一等獎 5C 李承恩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及 

澳門物理奧林匹克委員會 

2017 亞亞洲洲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銅獎 5C 李承恩（8 位成員之一） 亞洲物理奧林匹克籌委會 

2017 香香港港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比比賽賽 個人賽 一等獎 4C 黃諾謙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教育局、 
香港物理學會及香港科技大學 

第第廿廿二二屆屆全全國國華華羅羅庚庚金金盃盃 
少少年年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決決賽賽 

（（香香港港區區）） 
個人賽 二等獎 2C 趙嘉軍 全國華羅庚金盃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區組織委員會 

2016-2017 年年度度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團體賽 三等獎 3A 徐正豪 3B 莫穎欣 
3B 歐永峰 3D 黃鉦然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個人賽 一等獎 3D 林城駿 

第第十十屆屆香香港港初初中中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全全國國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論論壇壇選選拔拔賽賽 
（（數數學學解解題題技技能能展展示示比比賽賽）） 

中一級 三等獎（獎狀） 1C 何裕楠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中二級 二等獎（獎狀） 2C 趙嘉軍 

中三級 三等獎（獎狀） 3B 劉真希 3D 黃鉦然 
The Poly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6 

化學組別 金獎 6D 陳曉駿 6E 樊梓榮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 

國國際際初初中中科科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17-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 

二等獎 3A 馮柏瑋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三等獎 2B 洪承羲 3D 黃鉦然 

2017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 

中中二二級級（（數數學學科科）） 

最高分獎（獎狀） 2A 藍元嗣 2C 趙嘉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高級榮譽獎（獎狀） 2A 何樂宏 2D 羅健聰 

榮譽獎（獎狀） 

2A 何羿鋕 2A 李綽怡 
2A 羅晞曈 2A 勞君諾 
2B 陳嘉慧 2B 何天一 
2B 梁智誠 2D 余國麟 

2017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中中二二級級（（科科學學科科）） 榮譽獎（獎狀） 2B 洪承羲 2B 梁明基 

2C 潘俊朗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2017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中中二二級級（（英英文文科科）） 

高級榮譽獎（獎狀） 2D 戚曦然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榮譽獎（獎狀） 2A 梁巧澄 2D 黃子謙 

第第十十六六屆屆基基本本法法多多面面體體 
全全港港中中學學生生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基基本本法法杯杯）） 

新界西區 季軍（獎杯） 

4A 陳莉汶 4A 黃子麟 
4D 戴浩然 4D 陳米高 
5C 蔡辰昊 5C 黎蕙瑤 
5D 李穎嵐 5D 葉嘉永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最佳辯論員 5C 黎蕙瑤 5D 李穎嵐 
第第三三十十二二屆屆 

星星島島全全港港校校際際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最佳辯論員 4C 林嘉朗 星島日報 

年度（續）
第六十七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B 劉鎵嬈 3B 黃綽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B 郭家瑜 3D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D 趙嘉軍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C 黃 靖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2 項） 

3B 方皓麟 3C 戚琲珩 
4B 楊昊勳 4D 謝啟逸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A 劉奕俊 5B 李彥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D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季軍 4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季軍 6D 楊祉澄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2 項） 1A 唐振銘 1D 陳栢熙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B 黃永灝 2D 何沛瑩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5 項） 

1B 李穎晞 1B 董昕楠 
1C 陳慧瑩 1C 劉海蕎 

1C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黃永灝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A 劉栩婷 2B 梁桓嘉 

2D 何沛瑩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B 劉鎵嬈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A 關 懷 4A 蕭韻心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羅振顯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勞樂式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曾冠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B 胡瑋彤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3 項） 

5A 陳逸洵 5A 袁翠欣 
5B 鄧名心 5D 關頌琳 
5D 陳曉盈 5E 吳家琪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B 胡瑋彤 5C 陳嘉兒 

英英語語即即場場戲戲劇劇情情景景 
15 歲歲或或以以上上 

優良 
（5 項） 

5A 陳逸洵 5A 陸翠瑩 
5A 曾己盈 5B 鄧名心 

5C 陳穎欣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優良 6F 王翱甄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公公開開組組 16 歲歲或或以以上上 優良 6F 王翱甄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良好 

（3 項） 

4B 林詠君 4B 施美瑜 
4C 葉芷晴 4C 陳天蔚 
4D 李卓桐 4D 勞樂式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C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C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C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C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B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D 葉直昊 1D 陳栢熙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駱岷漢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駱岷漢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1A 布巧林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良好 3D 謝孝一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B 劉鎵嬈 3B 黃綽琪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D 李儷雅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亞軍 2C 劉晉霖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亞軍 3B 藍海威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D 陳栢熙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B 何天一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A 梁文謙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黃芊蕊 5C 楊瀚蕎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2 項） 6A 何欣庭 6A 林可兒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B 黎昕昫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B 胡瑋彤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C 陳鈺琪 5C 霍 晴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E 吳卓龍   

冠冠軍軍 3 項項、、亞亞軍軍 8 項項、、季季軍軍 8 項項、、優優良良 42 項項、、良良好好 9 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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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及$800 獎學金 6D 李嘉榮 6D 李嘉欣 尤德爵士基金 
廠廠商商會會獎獎學學金金 各獲$1,000 獎學金 5C 蘇文杰 6D 李嘉欣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屯屯門門區區卓卓越越學學生生獎獎 
初中組（獎狀） 3D 黃鉦然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高中組（獎狀） 5D 梁諾瑤 

應應用用學學習習獎獎學學金金 
學科成績優異獎$2,000 6C 劉海晴 

羅氏慈善基金 
學科成績優異獎$1,000 6E 樊梓榮 

香香港港電電腦腦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初級組 銅獎 4C 張灝軒 4C 黃諾謙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教育局及 

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 
工程學系 高級組 銅獎 5C 李承恩 6D 陳曉駿 

第第四四十十八八屆屆 
國國際際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金獎 

5C 李承恩（5 位成員之一） 
獲香港科技大學拔尖 

入讀「國際科研課程」 
物理奧林匹克籌委會 

第第十十三三屆屆 
泛泛珠珠三三角角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暨暨中中華華名名校校邀邀請請賽賽 
一等獎 5C 李承恩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及 

澳門物理奧林匹克委員會 

2017 亞亞洲洲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競競賽賽 銅獎 5C 李承恩（8 位成員之一） 亞洲物理奧林匹克籌委會 

2017 香香港港物物理理奧奧林林匹匹克克比比賽賽 個人賽 一等獎 4C 黃諾謙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教育局、 
香港物理學會及香港科技大學 

第第廿廿二二屆屆全全國國華華羅羅庚庚金金盃盃 
少少年年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決決賽賽 

（（香香港港區區）） 
個人賽 二等獎 2C 趙嘉軍 全國華羅庚金盃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區組織委員會 

2016-2017 年年度度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團體賽 三等獎 3A 徐正豪 3B 莫穎欣 
3B 歐永峰 3D 黃鉦然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個人賽 一等獎 3D 林城駿 

第第十十屆屆香香港港初初中中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全全國國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論論壇壇選選拔拔賽賽 
（（數數學學解解題題技技能能展展示示比比賽賽）） 

中一級 三等獎（獎狀） 1C 何裕楠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中二級 二等獎（獎狀） 2C 趙嘉軍 

中三級 三等獎（獎狀） 3B 劉真希 3D 黃鉦然 
The Poly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2016 

化學組別 金獎 6D 陳曉駿 6E 樊梓榮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 

國國際際初初中中科科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17-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 

二等獎 3A 馮柏瑋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三等獎 2B 洪承羲 3D 黃鉦然 

2017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 

中中二二級級（（數數學學科科）） 

最高分獎（獎狀） 2A 藍元嗣 2C 趙嘉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高級榮譽獎（獎狀） 2A 何樂宏 2D 羅健聰 

榮譽獎（獎狀） 

2A 何羿鋕 2A 李綽怡 
2A 羅晞曈 2A 勞君諾 
2B 陳嘉慧 2B 何天一 
2B 梁智誠 2D 余國麟 

2017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中中二二級級（（科科學學科科）） 榮譽獎（獎狀） 2B 洪承羲 2B 梁明基 

2C 潘俊朗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2017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中中二二級級（（英英文文科科）） 

高級榮譽獎（獎狀） 2D 戚曦然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榮譽獎（獎狀） 2A 梁巧澄 2D 黃子謙 

第第十十六六屆屆基基本本法法多多面面體體 
全全港港中中學學生生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基基本本法法杯杯）） 

新界西區 季軍（獎杯） 

4A 陳莉汶 4A 黃子麟 
4D 戴浩然 4D 陳米高 
5C 蔡辰昊 5C 黎蕙瑤 
5D 李穎嵐 5D 葉嘉永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最佳辯論員 5C 黎蕙瑤 5D 李穎嵐 
第第三三十十二二屆屆 

星星島島全全港港校校際際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最佳辯論員 4C 林嘉朗 星島日報 

年度（續）
第六十七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B 劉鎵嬈 3B 黃綽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B 郭家瑜 3D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D 趙嘉軍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C 黃 靖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2 項） 

3B 方皓麟 3C 戚琲珩 
4B 楊昊勳 4D 謝啟逸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A 劉奕俊 5B 李彥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D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季軍 4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季軍 6D 楊祉澄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2 項） 1A 唐振銘 1D 陳栢熙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B 黃永灝 2D 何沛瑩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5 項） 

1B 李穎晞 1B 董昕楠 
1C 陳慧瑩 1C 劉海蕎 

1C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黃永灝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A 劉栩婷 2B 梁桓嘉 

2D 何沛瑩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B 劉鎵嬈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A 關 懷 4A 蕭韻心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羅振顯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勞樂式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曾冠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B 胡瑋彤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3 項） 

5A 陳逸洵 5A 袁翠欣 
5B 鄧名心 5D 關頌琳 
5D 陳曉盈 5E 吳家琪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B 胡瑋彤 5C 陳嘉兒 

英英語語即即場場戲戲劇劇情情景景 
15 歲歲或或以以上上 

優良 
（5 項） 

5A 陳逸洵 5A 陸翠瑩 
5A 曾己盈 5B 鄧名心 

5C 陳穎欣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優良 6F 王翱甄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公公開開組組 16 歲歲或或以以上上 優良 6F 王翱甄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良好 

（3 項） 

4B 林詠君 4B 施美瑜 
4C 葉芷晴 4C 陳天蔚 
4D 李卓桐 4D 勞樂式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C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C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C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C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B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D 葉直昊 1D 陳栢熙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駱岷漢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駱岷漢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1A 布巧林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良好 3D 謝孝一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B 劉鎵嬈 3B 黃綽琪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D 李儷雅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亞軍 2C 劉晉霖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亞軍 3B 藍海威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D 陳栢熙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B 何天一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A 梁文謙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黃芊蕊 5C 楊瀚蕎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2 項） 6A 何欣庭 6A 林可兒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B 黎昕昫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B 胡瑋彤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C 陳鈺琪 5C 霍 晴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E 吳卓龍   

冠冠軍軍 3 項項、、亞亞軍軍 8 項項、、季季軍軍 8 項項、、優優良良 42 項項、、良良好好 9 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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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D 羅振顯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D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A 郭祉航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黃 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5 項） 

1A 廖羨儂 1A 陳文嘉 
1B 劉佩蔚 1B 曾佩瑩 

1C 謝沛妍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B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A 梁桓嘉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4 項） 

5B 黃芷琦 5D 郭子欣 
5D 何淑紫 5D 勞樂式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2 項） 3A 馮柏瑋 3C 黃永灝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A 黎卓兒 5D 郭子欣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A 胡伯朗 5D 梁俊賢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2B 是栢茹 2D 戚曦然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C 黎昕昫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A 黎卓兒 5D 梁俊賢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4 項） 

1A 王嘉淇 1B 王凱妍 
1B 史家嫣 1B 黃瑋霖 
2A 黃箐怡 2A 陳慧瑩 
2B 周婧琳 2B 姚天蘭 
2C 盧雪穎 2C 梁韻晴 
2C 程鈺沙 2D 陳欣熙 
2D 黃耀城 2D 廖嘉兒 

2D 林靜宜 

 英英語語即即場場戲戲劇劇情情景景 
15 歲歲或或以以上上 

優良 
（2 項） 5A 藍呈其 5B 楊昊勳 

 

英英語語即即場場戲戲劇劇情情景景 
中中四四至至中中六六 

優良 
（2 項） 

4B 劉鎵嬈 5A 張皓晴 
5A 關 懷 5B 楊昊勳 
5B 林詠君 5B 施美瑜 
5C 黎蕙瑤 5C 陳天蔚 
5C 葉芷晴 5D 謝啟逸 

5D 李卓桐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 項） 

3B 黎子謙 3C 陳卓琳 
3C 黃筠喬 3D 黎濠妍 
4A 黃綽琪 4A 方皓麟 
4B 蔡愷澄 4D 戚琲珩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良好 5D 林嘉慧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劉立熙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良好 5D 勞樂式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A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2B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A 馮柏瑋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 項） 1C 梁詠姍 2C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A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B 黃芷琦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1A 廖羨儂 1C 陳啟悅 
2B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1A 郭曉桐 1B 鍾 嫻 
1B 黃瑋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D 何淑紫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冠軍 2B 黃 靖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B 梁焯旻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C 陳嘉睿 3C 李彥蓁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吳文蔚 5C 黎蕙瑤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4A 黃綽琪 4B 劉鎵嬈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何天一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陳文嘉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馮玉婷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C 趙嘉軍 

冠冠軍軍 11 項項、、亞亞軍軍 4 項項、、季季軍軍 10 項項、、優優良良 47 項項、、良良好好 7 項項 

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第第三三十十三三屆屆 
新新界界聯聯校校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最佳辯論員 4C 林嘉朗 4D 戴浩然 

5C 葉芷晴 新界聯校辯論學會 

2016-2017 
扶扶輪輪校校際際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最佳辯論員 5C 黎蕙瑤 星島日報 

地地震震探探測測器器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香香港港天天文文台台）） 優異獎 

4C 張灝軒 5A 陳均杰 
5D 李穎嵐 5D 劉鶴豐  

5D 黃洛軒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香港天文台與香港氣象學會 

香香港港中中學學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上學期 第一回合 
初中隊 勝出 

2B 黃 靖 3A 馮柏瑋 
3C 陳嘉睿 

香港中學辯論比賽委員會 上學期 第一回合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A 馮柏瑋 

上學期 第一回合 
高中隊 勝出 

4B 林清怡 4D 陳靜筠 
4D 戚琲珩 

第第六六屆屆 
全全港港中中國國國國情情知知識識大大賽賽 

中學組 個人賽 優異獎 
（各人獲獎狀及 

$500 獎金） 

4A 黃子麟 4B 梁曉晴 
5C 蘇文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 
未來之星同學會 

「「惜惜食食傳傳承承計計劃劃」」 
FoodEver Award 鉑金級 環保學會統籌策劃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 
慶慶祝祝中中華華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國國成成立立 

67 周周年年學學生生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優異獎 3C 章綿康 新界校長會 

第第十十五五屆屆 
屯屯門門區區中中小小學學生生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2017 季軍 3C 章綿康 海鷗社有限公司 

屯屯門門區區少少年年警警訊訊 
最最佳佳學學校校支支會會暨暨禁禁毒毒滅滅罪罪 

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 3C 陳卓琳 屯門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千千禧禧捐捐血血新新型型人人 x「「捐捐血血救救人人」」
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 5D 羅苑恩 5D 劉鶴豐 

6B 黎俊昇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尊尊師師重重道道好好少少年年獎獎 
初級組（獎杯及獎狀） 3A 馮柏瑋 

公益少年團 
高級組（獎杯及獎狀） 4B 劉鎵嬈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 
順順德德聯聯誼誼總總會會梁梁銶銶琚琚中中學學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高中組 團體 
全港第三 

4C 黃諾謙 4D 黃卓行 
5B 何陞照 6D 林嘉聰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第第八八屆屆 
中中華華基基督督教教會會蒙蒙民民偉偉書書院院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初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2B 梁智誠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高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3A 李思賢 

「「學學友友所所承承‧校校本本輔輔導導大大使使計計劃劃」」 
2016-17 卓越表現獎 

4A 陸莉汶 4B 蔡愷澄 
4B 林清怡 4B 李健烽 
4D 陳靜筠 4D 鄭慶霖 

學友社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B 鍾 嫻 1D 謝錦鴻 
2A 李澔銘 2A 藍元嗣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冠軍 4D 勞樂式 4D 梁俊賢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2 項） 1B 陳崇安 1D 阮禮智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2 項） 
3A 黃灝章 3A 劉晉霖 
3C 郭家瑜 4B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冠軍 5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B 梁正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1A 陳正言 1B 梁焯旻 

1B 陳振源 1B 江肇軒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B 蔡詠翹 3C 黃永灝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A 郭祉航 1B 劉佩蔚 

1B 陳可穎 1D 鍾欣怡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季軍 4D 鍾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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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D 羅振顯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D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A 郭祉航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黃 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5 項） 

1A 廖羨儂 1A 陳文嘉 
1B 劉佩蔚 1B 曾佩瑩 

1C 謝沛妍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B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A 梁桓嘉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4 項） 

5B 黃芷琦 5D 郭子欣 
5D 何淑紫 5D 勞樂式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2 項） 3A 馮柏瑋 3C 黃永灝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A 黎卓兒 5D 郭子欣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A 胡伯朗 5D 梁俊賢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2B 是栢茹 2D 戚曦然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C 黎昕昫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A 黎卓兒 5D 梁俊賢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4 項） 

1A 王嘉淇 1B 王凱妍 
1B 史家嫣 1B 黃瑋霖 
2A 黃箐怡 2A 陳慧瑩 
2B 周婧琳 2B 姚天蘭 
2C 盧雪穎 2C 梁韻晴 
2C 程鈺沙 2D 陳欣熙 
2D 黃耀城 2D 廖嘉兒 

2D 林靜宜 

 英英語語即即場場戲戲劇劇情情景景 
15 歲歲或或以以上上 

優良 
（2 項） 5A 藍呈其 5B 楊昊勳 

 

英英語語即即場場戲戲劇劇情情景景 
中中四四至至中中六六 

優良 
（2 項） 

4B 劉鎵嬈 5A 張皓晴 
5A 關 懷 5B 楊昊勳 
5B 林詠君 5B 施美瑜 
5C 黎蕙瑤 5C 陳天蔚 
5C 葉芷晴 5D 謝啟逸 

5D 李卓桐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 項） 

3B 黎子謙 3C 陳卓琳 
3C 黃筠喬 3D 黎濠妍 
4A 黃綽琪 4A 方皓麟 
4B 蔡愷澄 4D 戚琲珩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良好 5D 林嘉慧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劉立熙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良好 5D 勞樂式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A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2B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A 馮柏瑋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 項） 1C 梁詠姍 2C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A 劉晉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B 黃芷琦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1A 廖羨儂 1C 陳啟悅 
2B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1A 郭曉桐 1B 鍾 嫻 
1B 黃瑋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D 何淑紫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冠軍 2B 黃 靖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B 梁焯旻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C 陳嘉睿 3C 李彥蓁 

粵粵語語二二人人朗朗誦誦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吳文蔚 5C 黎蕙瑤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4A 黃綽琪 4B 劉鎵嬈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何天一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陳文嘉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馮玉婷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C 趙嘉軍 

冠冠軍軍 11 項項、、亞亞軍軍 4 項項、、季季軍軍 10 項項、、優優良良 47 項項、、良良好好 7 項項 

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第第三三十十三三屆屆 
新新界界聯聯校校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最佳辯論員 4C 林嘉朗 4D 戴浩然 

5C 葉芷晴 新界聯校辯論學會 

2016-2017 
扶扶輪輪校校際際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最佳辯論員 5C 黎蕙瑤 星島日報 

地地震震探探測測器器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香香港港天天文文台台）） 優異獎 

4C 張灝軒 5A 陳均杰 
5D 李穎嵐 5D 劉鶴豐  

5D 黃洛軒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香港天文台與香港氣象學會 

香香港港中中學學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上學期 第一回合 
初中隊 勝出 

2B 黃 靖 3A 馮柏瑋 
3C 陳嘉睿 

香港中學辯論比賽委員會 上學期 第一回合 
初中隊 最佳辯論員 3A 馮柏瑋 

上學期 第一回合 
高中隊 勝出 

4B 林清怡 4D 陳靜筠 
4D 戚琲珩 

第第六六屆屆 
全全港港中中國國國國情情知知識識大大賽賽 

中學組 個人賽 優異獎 
（各人獲獎狀及 

$500 獎金） 

4A 黃子麟 4B 梁曉晴 
5C 蘇文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 
未來之星同學會 

「「惜惜食食傳傳承承計計劃劃」」 
FoodEver Award 鉑金級 環保學會統籌策劃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 
慶慶祝祝中中華華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國國成成立立 

67 周周年年學學生生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優異獎 3C 章綿康 新界校長會 

第第十十五五屆屆 
屯屯門門區區中中小小學學生生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2017 季軍 3C 章綿康 海鷗社有限公司 

屯屯門門區區少少年年警警訊訊 
最最佳佳學學校校支支會會暨暨禁禁毒毒滅滅罪罪 

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 3C 陳卓琳 屯門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千千禧禧捐捐血血新新型型人人 x「「捐捐血血救救人人」」
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 5D 羅苑恩 5D 劉鶴豐 

6B 黎俊昇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尊尊師師重重道道好好少少年年獎獎 
初級組（獎杯及獎狀） 3A 馮柏瑋 

公益少年團 
高級組（獎杯及獎狀） 4B 劉鎵嬈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 
順順德德聯聯誼誼總總會會梁梁銶銶琚琚中中學學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高中組 團體 
全港第三 

4C 黃諾謙 4D 黃卓行 
5B 何陞照 6D 林嘉聰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第第八八屆屆 
中中華華基基督督教教會會蒙蒙民民偉偉書書院院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初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2B 梁智誠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高中組 個人 

全港第一 3A 李思賢 

「「學學友友所所承承‧校校本本輔輔導導大大使使計計劃劃」」 
2016-17 卓越表現獎 

4A 陸莉汶 4B 蔡愷澄 
4B 林清怡 4B 李健烽 
4D 陳靜筠 4D 鄭慶霖 

學友社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B 鍾 嫻 1D 謝錦鴻 
2A 李澔銘 2A 藍元嗣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冠軍 4D 勞樂式 4D 梁俊賢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2 項） 1B 陳崇安 1D 阮禮智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2 項） 
3A 黃灝章 3A 劉晉霖 
3C 郭家瑜 4B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冠軍 5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B 梁正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1A 陳正言 1B 梁焯旻 

1B 陳振源 1B 江肇軒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B 蔡詠翹 3C 黃永灝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A 郭祉航 1B 劉佩蔚 

1B 陳可穎 1D 鍾欣怡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季軍 4D 鍾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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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香香港港電電台台「「通通識識網網」」 
通通識識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初中組 成績優異 
「每月優秀作品」獎 

3B 李穎晞 3B 伍綽烽 
3C 林貝姿 3C 黃箐怡 
3D 李芷昕 3D 梁明基 

3D 譚卉嵐 
香港電台「通識網」 

「「第第 29 屆屆中中學學生生好好書書龍龍虎虎榜榜」」
讀讀後後感感寫寫作作比比賽賽 初級組 亞軍 1A 江玗穎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股股壇壇達達人人比比賽賽 

團體 全港冠軍 
（獎盃及$6,000 獎學金） 

5C 馮家俊 5C 關志聰 
5C 林嘉朗 5C 黃諾謙 

投資者教育中心及 
商業教育學會 

個人 優異獎 
（獎狀及$500 獎學金） 5C 關志聰 

個人 優異獎 
（獎狀及$500 獎學金） 5C 黃諾謙 

「「妙妙法法盃盃」」 
聯聯校校時時事事評評論論比比賽賽 

初中組 亞軍 3B 李穎晞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初中組 季軍 3D 王振琛 

高中組 冠軍 4C 章綿康 
第第九九屆屆 

中中華華基基督督教教會會蒙蒙民民偉偉書書院院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初中組 個人最高得分 1D 杞俊儀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高中組 個人最高得分 5D 黃卓行 

珍珍惜惜食食水水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 5B 劉鎵嬈 

香港寶馬山獅子會 
中學組 優異獎 6D 羅振顯 

《《香香港港賽賽馬馬會會社社區區資資助助計計劃劃 - 
美美荷荷樓樓香香港港精精神神學學習習計計劃劃》》 

「「兩兩代代情情」」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高中組 優異獎 4C 章綿康 4C 黎子謙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星星島島第第三三十十三三屆屆 
全全港港校校際際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第二回合 初賽 
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5D 戴浩然 

教育局及星島日報 
第二回合 初賽 

最佳辯論員 2C 阮智禮 

第六十九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B 林倬名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冠軍 6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冠軍 2D 陳崇安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冠軍 5B 劉鎵嬈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C 陳瀚林 1C 梁嘉軒 

1C 梁彥希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亞軍 5D 鍾安晴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A 鍾欣怡 2A 謝錦鴻 

2B 陳可穎 2B 劉佩蔚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亞軍 

（2 項） 
3B 郭家瑜 5A 黃綽琪 
5B 謝孝一 5B 劉鎵嬈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2 項） 1B 李 海 1D 陳愷廸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2 項） 
3A 程鈺沙 3D 姚天蘭 
4A 蔡穎彤 4D 黎濠妍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B 郭祉航 2B 梁焯旻 

2B 張卓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B 黃 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B 李詠渢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C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3 項） 

1A 鍾希桃 1B 林旭清 
1C 陳詠茹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D 陳靜筠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6 項） 

1A 胡瀛風 1A 孔麗淇 
1B 張 睿 1B 李 海 
1C 文皓霆 1C 何思瑩 
1C 黎彥彤 1C 馬啟菲 
1C 陳海前 1C 陳妍同 
1C 戚靖昕 1C 朱浚僑 
1C 鍾卓穎 1C 高諾衡 
1C 郭俊謙 1C 李雨澄 
1D 胡筱晴 1D 王潔盈 
2A 黃瑋霖 2D 陳正言 
2D 王嘉淇 2D 關靜柔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7 項） 

3A 林靜宜 3A 盧雪穎 
3B 藍元嗣 3B 李澔銘 
3C 黃箐怡 3C 劉海蕎 
3D 周婧琳 3D 廖嘉兒 
4A 陳卓琳 4B 蔡詠翹 
4B 黃筠喬 4B 黃永灝 
4C 黎子謙 4D 陳卓宏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各獲獎狀乙張及$800 獎學金 6A 張皓晴 6C 蘇文杰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屯屯門門區區卓卓越越學學生生獎獎 
初中組（獎狀） 3C 趙嘉軍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高中組（獎狀） 5C 黃諾謙 

2018 The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Open Contest  
(Semi-Final) 

金獎 1C 李雨澄 2A 何裕楠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Union 

銀獎 1B 梁承顯 1D 丁澤宏 

2018 The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Open Contest  
(Trial) 

金獎 

1C 李雨澄 1C 鍾卓穎 
1D 丁澤宏 2A 何裕楠 
2A 戎正昊 3B 藍元嗣 

3D 何樂宏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Union 
銀獎 1C 高諾衡 3D 勞君諾 
銅獎 1B 梁承顯 

國國際際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18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賽賽 

銀獎 5C 黃諾謙 教育統籌局及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銅獎 4C 林城駿 

2017-2018 年年度度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團體賽 優異獎 
3B 藍元嗣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3D 梁明基 

3D 勞君諾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個人賽 一等獎 3D 何樂宏 

個人賽 二等獎 3B 藍元嗣 3C 趙嘉軍 
3D 梁明基 

個人賽 三等獎 3D 勞君諾 

第第十十七七屆屆 
培培正正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 

（（決決賽賽）） 

團體賽 優異獎 
1C 李雨澄 2A 何裕楠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5C 王景鴻 5C 黃諾謙 香港培正中學及 

培正教育中心 個人賽 銀獎 5C 黃諾謙 
個人賽 銅獎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Huaxiabei 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c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8 
(Hong Kong District) 

一等獎（獎狀） 1B 梁承顯 1C 李雨澄 
2A 何裕楠 2A 余文傑 

China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Huaxiabei 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c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8  
(HuaNan District) 

一等獎 2A 何裕楠 
China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二等獎 1C 李雨澄 2A 余文傑 

三等獎 1B 梁承顯 
Huaxiabei 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c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8 

(Final) 

二等獎 1C 李雨澄 China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三等獎 1B 梁承顯 

2018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 

【中二級數學科】高級榮譽獎 2A 何裕楠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中三級數學科】高級榮譽獎 3B 藍元嗣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中三級英文科】高級榮譽獎 3C 戚曦然 

「「區區區區有有特特色色」」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7 

全港 冠軍 
（獎座、證書及$5,000 現金券） 

4A 林以樂 4B 陳健豪 
4B 黃永灝 4C 陳嘉睿 

4C 章綿康 

香港測量師學會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3,000 現金券） 

4A 陳盼霖 4A 張家嘉 
4A 洪向樂 4A 關銘輝 
4B 王家倩 4C 胡芷媛 

全港 優異獎 
（證書及$500 現金券） 

4A 陳卓琳 4A 黃劭臻 
4B 陳欣彤 4B 黃筠喬 

「「城城市市縮縮影影」」 
灣灣仔仔攝攝影影定定向向挑挑戰戰 

學生組 季軍 
最佳攝影大獎 

4A 林以樂 4B 陳健豪 
4C 章綿康 灣仔區議會及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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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香香港港電電台台「「通通識識網網」」 
通通識識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初中組 成績優異 
「每月優秀作品」獎 

3B 李穎晞 3B 伍綽烽 
3C 林貝姿 3C 黃箐怡 
3D 李芷昕 3D 梁明基 

3D 譚卉嵐 
香港電台「通識網」 

「「第第 29 屆屆中中學學生生好好書書龍龍虎虎榜榜」」
讀讀後後感感寫寫作作比比賽賽 初級組 亞軍 1A 江玗穎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股股壇壇達達人人比比賽賽 

團體 全港冠軍 
（獎盃及$6,000 獎學金） 

5C 馮家俊 5C 關志聰 
5C 林嘉朗 5C 黃諾謙 

投資者教育中心及 
商業教育學會 

個人 優異獎 
（獎狀及$500 獎學金） 5C 關志聰 

個人 優異獎 
（獎狀及$500 獎學金） 5C 黃諾謙 

「「妙妙法法盃盃」」 
聯聯校校時時事事評評論論比比賽賽 

初中組 亞軍 3B 李穎晞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初中組 季軍 3D 王振琛 

高中組 冠軍 4C 章綿康 
第第九九屆屆 

中中華華基基督督教教會會蒙蒙民民偉偉書書院院 
全全港港聯聯校校英英文文拼拼字字邀邀請請賽賽 

初中組 個人最高得分 1D 杞俊儀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高中組 個人最高得分 5D 黃卓行 

珍珍惜惜食食水水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 5B 劉鎵嬈 

香港寶馬山獅子會 
中學組 優異獎 6D 羅振顯 

《《香香港港賽賽馬馬會會社社區區資資助助計計劃劃 - 
美美荷荷樓樓香香港港精精神神學學習習計計劃劃》》 

「「兩兩代代情情」」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高中組 優異獎 4C 章綿康 4C 黎子謙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星星島島第第三三十十三三屆屆 
全全港港校校際際辯辯論論比比賽賽 

第二回合 初賽 
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5D 戴浩然 

教育局及星島日報 
第二回合 初賽 

最佳辯論員 2C 阮智禮 

第六十九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B 林倬名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冠軍 6A 黎卓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冠軍 2D 陳崇安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冠軍 5B 劉鎵嬈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C 陳瀚林 1C 梁嘉軒 

1C 梁彥希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亞軍 5D 鍾安晴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A 鍾欣怡 2A 謝錦鴻 

2B 陳可穎 2B 劉佩蔚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亞軍 

（2 項） 
3B 郭家瑜 5A 黃綽琪 
5B 謝孝一 5B 劉鎵嬈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2 項） 1B 李 海 1D 陳愷廸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2 項） 
3A 程鈺沙 3D 姚天蘭 
4A 蔡穎彤 4D 黎濠妍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B 郭祉航 2B 梁焯旻 

2B 張卓軒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B 黃 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B 李詠渢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C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3 項） 

1A 鍾希桃 1B 林旭清 
1C 陳詠茹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D 陳靜筠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6 項） 

1A 胡瀛風 1A 孔麗淇 
1B 張 睿 1B 李 海 
1C 文皓霆 1C 何思瑩 
1C 黎彥彤 1C 馬啟菲 
1C 陳海前 1C 陳妍同 
1C 戚靖昕 1C 朱浚僑 
1C 鍾卓穎 1C 高諾衡 
1C 郭俊謙 1C 李雨澄 
1D 胡筱晴 1D 王潔盈 
2A 黃瑋霖 2D 陳正言 
2D 王嘉淇 2D 關靜柔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7 項） 

3A 林靜宜 3A 盧雪穎 
3B 藍元嗣 3B 李澔銘 
3C 黃箐怡 3C 劉海蕎 
3D 周婧琳 3D 廖嘉兒 
4A 陳卓琳 4B 蔡詠翹 
4B 黃筠喬 4B 黃永灝 
4C 黎子謙 4D 陳卓宏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各獲獎狀乙張及$800 獎學金 6A 張皓晴 6C 蘇文杰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屯屯門門區區卓卓越越學學生生獎獎 
初中組（獎狀） 3C 趙嘉軍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高中組（獎狀） 5C 黃諾謙 

2018 The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Open Contest  
(Semi-Final) 

金獎 1C 李雨澄 2A 何裕楠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Union 

銀獎 1B 梁承顯 1D 丁澤宏 

2018 The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Open Contest  
(Trial) 

金獎 

1C 李雨澄 1C 鍾卓穎 
1D 丁澤宏 2A 何裕楠 
2A 戎正昊 3B 藍元嗣 

3D 何樂宏 
Asi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Union 
銀獎 1C 高諾衡 3D 勞君諾 
銅獎 1B 梁承顯 

國國際際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18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賽賽 

銀獎 5C 黃諾謙 教育統籌局及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銅獎 4C 林城駿 

2017-2018 年年度度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團體賽 優異獎 
3B 藍元嗣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3D 梁明基 

3D 勞君諾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個人賽 一等獎 3D 何樂宏 

個人賽 二等獎 3B 藍元嗣 3C 趙嘉軍 
3D 梁明基 

個人賽 三等獎 3D 勞君諾 

第第十十七七屆屆 
培培正正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 

（（決決賽賽）） 

團體賽 優異獎 
1C 李雨澄 2A 何裕楠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5C 王景鴻 5C 黃諾謙 香港培正中學及 

培正教育中心 個人賽 銀獎 5C 黃諾謙 
個人賽 銅獎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Huaxiabei 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c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8 
(Hong Kong District) 

一等獎（獎狀） 1B 梁承顯 1C 李雨澄 
2A 何裕楠 2A 余文傑 

China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Huaxiabei 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c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8  
(HuaNan District) 

一等獎 2A 何裕楠 
China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二等獎 1C 李雨澄 2A 余文傑 

三等獎 1B 梁承顯 
Huaxiabei 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c  
Invitation Competition 2018 

(Final) 

二等獎 1C 李雨澄 China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三等獎 1B 梁承顯 

2018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 

【中二級數學科】高級榮譽獎 2A 何裕楠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中三級數學科】高級榮譽獎 3B 藍元嗣 3C 趙嘉軍 

3D 何樂宏 
【中三級英文科】高級榮譽獎 3C 戚曦然 

「「區區區區有有特特色色」」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7 

全港 冠軍 
（獎座、證書及$5,000 現金券） 

4A 林以樂 4B 陳健豪 
4B 黃永灝 4C 陳嘉睿 

4C 章綿康 

香港測量師學會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3,000 現金券） 

4A 陳盼霖 4A 張家嘉 
4A 洪向樂 4A 關銘輝 
4B 王家倩 4C 胡芷媛 

全港 優異獎 
（證書及$500 現金券） 

4A 陳卓琳 4A 黃劭臻 
4B 陳欣彤 4B 黃筠喬 

「「城城市市縮縮影影」」 
灣灣仔仔攝攝影影定定向向挑挑戰戰 

學生組 季軍 
最佳攝影大獎 

4A 林以樂 4B 陳健豪 
4C 章綿康 灣仔區議會及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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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細細看看社社區區歷歷史史構構建建 
『『你你』』想想灣灣仔仔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8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10,000 現金券） 5A 陳卓琳 5A 黃劭臻 
5C 章綿康 5D 陳梓軒 

5D 余柏安 

香港測量師學會 

多媒體影片組 
公眾「我最喜愛大獎」 

（獎座、證書及$1,000 現金券）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7,000 現金券） 

5A 陳盼霖 5A 林以樂 
5A 梁幟弘 5B 陳健豪 
5B 林昊偉 5B 黃永灝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季軍 

（獎座、證書及$3,000 現金券） 

5A 陳卓琳 5A 黃劭臻 
5C 章綿康 5D 陳梓軒 

5D 余柏安 

「「賽賽馬馬會會中中大大氣氣候候行行動動」」 
中中學學生生大大使使計計劃劃 

2018-2019 

「賽馬會中大氣候行動」 
全港 中學生大使榮譽獎 

（獎狀、證書及 
$4,200 現金券） 

1C 賴希妍 1C 盧敬允 
1C 黃湐騫 2C 梁毓華 
5A 林以樂 5B 黃嘉怡 

5B 楊溢軒（骨幹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中大氣候行動」 
全港 中學生大使榮譽獎 

（獎狀及證書） 

5A 陳思穎 5C 彭梓桓 
5C 何樂珈 5D 陳卓宏 
5D 陳梓軒（協助員） 

「賽馬會中大氣候行動」 
全港 傑出減廢大獎 

（獎狀、小型廚餘機及 
$2,000 現金券） 

1C 賴希妍 1C 盧敬允 
1C 黃湐騫 2C 梁毓華 
5A 林以樂 5B 黃嘉怡 

5B 楊溢軒（學校獎項） 
2019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 【中二級數學科】高級榮譽獎 2A 梁天睿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2018-2019 年年度度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二等獎 個人賽 3B 何裕楠 3D 羅暐琋 
3D 余文傑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三等獎 個人賽 3B 戎正昊 3C 黃濼桁 

第七十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B 馮紫瑩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D 劉科辰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A 李卓瑤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亞軍 5C 章綿康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D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B 楊俊謙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A 李雨澄 2B 陳海前 
2B 陳妍同 2B 梁彥希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A 梁 昊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A 杞俊儀 2B 何紫菁 
2B 李綽羚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A 謝儀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A 陳可穎 3A 鍾 嫻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季軍 6B 謝孝一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獨獨奏奏戲戲劇劇表表演演 
15 歲歲以以下下 優良 5D 黃灝章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A 陳崇安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A 施沛安 2B 胡筱晴 
2B 劉 楹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C 黎子謙 5C 鄒承禧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3 項） 

1B 黃湘堯 1C 何咏心 
1D 曾綠娜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B 周德睿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D 鍾希桃 2C 李詠渢 
2C 馮玉婷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C 陳愷廸 2C 林倬名 

2D 李 海 

年度（續）
第六十九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C 郭曉桐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5 項） 

1A 呂愷樂 1B 留熙紫 
1B 林旭清 1C 梁 昊 

2A 黃瑋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B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C 梁桓嘉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4 項） 

2B 郭祉航 2C 梁正言 
2D 陳正言 2D 曾羽揚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優良 6A 黎卓兒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馮柏瑋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良好 4C 陳嘉睿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3 項） 

1A 劉 楹 1B 錢凱琳 
1C 黃巧澄 

 小小組組英英語語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B 劉子淘 5C 梁雅喬 

5C 陳蕙瑜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C 葉俐蔓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冠軍 5B 林清怡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冠軍 2D 廖羨儂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4D 馮柏瑋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冠軍 5A 黃綽琪 5B 劉鎵嬈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A 胡瀛風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亞軍 2B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D 廖羨儂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C 李明俊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B 黃 靖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C 戚靖昕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A 傅穎琳 1D 黃詩盈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A 何天一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B 李曉嵐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一一、、二二年年級級 優良 2D 關靜柔 2D 王嘉淇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D 鍾立陣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三三、、四四年年級級 優良 4C 李彥蓁 4C 陳嘉睿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6 項） 

1A 劉 楹 1A 江玗穎 
1B 留熙紫 1D 黃詩盈 
2A 黃瑋霖 2B 鍾 嫻 

詩詩詞詞獨獨誦誦粵粵語語 
女女子子組組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良好 5D 陳靜筠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2 項） 1A 陳青苗 1A 黃子軒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B 劉佩蔚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良好 

（2 項） 
5B 陳頌霖 5B 徐寶禪 
5B 李曉嵐 5C 梁珈榣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B 李 海   

冠冠軍軍 11 項項、、亞亞軍軍 7 項項、、季季軍軍 10 項項、、優優良良 46 項項、、良良好好 12 項項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及$1,000 獎學金 6C 馮家俊 6D 黃卓行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培培生生英英國國倫倫敦敦工工商商協協會會 (LCCI)

國國際際會會計計中中級級考考試試 全港 第二名 6C 麥子弢 6C 黃駿軒 培生國際評估及專業資格 

2019 全全國國華華羅羅庾庾金金盃盃 
少少年年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決決賽賽 

（（香香港港區區）） 
個人賽 三等獎 1C 楊維廉 

全國華羅庚金盃 
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區組織委員會 

2019 股股壇壇達達人人比比賽賽 個人組別 季軍 
（獎盃、獎狀及$700 獎金） 5A 林樂賢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146



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細細看看社社區區歷歷史史構構建建 
『『你你』』想想灣灣仔仔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8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10,000 現金券） 5A 陳卓琳 5A 黃劭臻 
5C 章綿康 5D 陳梓軒 

5D 余柏安 

香港測量師學會 

多媒體影片組 
公眾「我最喜愛大獎」 

（獎座、證書及$1,000 現金券）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7,000 現金券） 

5A 陳盼霖 5A 林以樂 
5A 梁幟弘 5B 陳健豪 
5B 林昊偉 5B 黃永灝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季軍 

（獎座、證書及$3,000 現金券） 

5A 陳卓琳 5A 黃劭臻 
5C 章綿康 5D 陳梓軒 

5D 余柏安 

「「賽賽馬馬會會中中大大氣氣候候行行動動」」 
中中學學生生大大使使計計劃劃 

2018-2019 

「賽馬會中大氣候行動」 
全港 中學生大使榮譽獎 

（獎狀、證書及 
$4,200 現金券） 

1C 賴希妍 1C 盧敬允 
1C 黃湐騫 2C 梁毓華 
5A 林以樂 5B 黃嘉怡 

5B 楊溢軒（骨幹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 
「賽馬會中大氣候行動」 
全港 中學生大使榮譽獎 

（獎狀及證書） 

5A 陳思穎 5C 彭梓桓 
5C 何樂珈 5D 陳卓宏 
5D 陳梓軒（協助員） 

「賽馬會中大氣候行動」 
全港 傑出減廢大獎 

（獎狀、小型廚餘機及 
$2,000 現金券） 

1C 賴希妍 1C 盧敬允 
1C 黃湐騫 2C 梁毓華 
5A 林以樂 5B 黃嘉怡 

5B 楊溢軒（學校獎項） 
2019 國國際際聯聯校校學學科科評評估估及及比比賽賽

(ICAS) 【中二級數學科】高級榮譽獎 2A 梁天睿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Global) 

2018-2019 年年度度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數數學學精精英英選選拔拔賽賽 

二等獎 個人賽 3B 何裕楠 3D 羅暐琋 
3D 余文傑 保良局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三等獎 個人賽 3B 戎正昊 3C 黃濼桁 

第七十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B 馮紫瑩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D 劉科辰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A 李卓瑤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亞軍 5C 章綿康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D 戚曦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B 楊俊謙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A 李雨澄 2B 陳海前 
2B 陳妍同 2B 梁彥希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A 梁 昊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A 杞俊儀 2B 何紫菁 
2B 李綽羚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A 謝儀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A 陳可穎 3A 鍾 嫻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季軍 6B 謝孝一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獨獨奏奏戲戲劇劇表表演演 
15 歲歲以以下下 優良 5D 黃灝章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A 陳崇安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A 施沛安 2B 胡筱晴 
2B 劉 楹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5C 黎子謙 5C 鄒承禧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3 項） 

1B 黃湘堯 1C 何咏心 
1D 曾綠娜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B 周德睿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D 鍾希桃 2C 李詠渢 
2C 馮玉婷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C 陳愷廸 2C 林倬名 

2D 李 海 

年度（續）
第六十九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C 郭曉桐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5 項） 

1A 呂愷樂 1B 留熙紫 
1B 林旭清 1C 梁 昊 

2A 黃瑋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B 謝孝一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C 梁桓嘉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4 項） 

2B 郭祉航 2C 梁正言 
2D 陳正言 2D 曾羽揚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六六級級 優良 6A 黎卓兒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馮柏瑋 

英英詩詩集集誦誦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本校集誦隊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良好 4C 陳嘉睿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3 項） 

1A 劉 楹 1B 錢凱琳 
1C 黃巧澄 

 小小組組英英語語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良好 5B 劉子淘 5C 梁雅喬 

5C 陳蕙瑜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C 葉俐蔓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冠軍 5B 林清怡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冠軍 2D 廖羨儂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4D 馮柏瑋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冠軍 5A 黃綽琪 5B 劉鎵嬈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1A 胡瀛風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亞軍 2B 黃 靖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2D 廖羨儂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C 李明俊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B 黃 靖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C 戚靖昕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A 傅穎琳 1D 黃詩盈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A 何天一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B 李曉嵐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一一、、二二年年級級 優良 2D 關靜柔 2D 王嘉淇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D 鍾立陣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三三、、四四年年級級 優良 4C 李彥蓁 4C 陳嘉睿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6 項） 

1A 劉 楹 1A 江玗穎 
1B 留熙紫 1D 黃詩盈 
2A 黃瑋霖 2B 鍾 嫻 

詩詩詞詞獨獨誦誦粵粵語語 
女女子子組組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良好 5D 陳靜筠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2 項） 1A 陳青苗 1A 黃子軒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B 劉佩蔚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良好 

（2 項） 
5B 陳頌霖 5B 徐寶禪 
5B 李曉嵐 5C 梁珈榣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B 李 海   

冠冠軍軍 11 項項、、亞亞軍軍 7 項項、、季季軍軍 10 項項、、優優良良 46 項項、、良良好好 12 項項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及$1,000 獎學金 6C 馮家俊 6D 黃卓行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培培生生英英國國倫倫敦敦工工商商協協會會 (LCCI)

國國際際會會計計中中級級考考試試 全港 第二名 6C 麥子弢 6C 黃駿軒 培生國際評估及專業資格 

2019 全全國國華華羅羅庾庾金金盃盃 
少少年年數數學學邀邀請請賽賽決決賽賽 

（（香香港港區區）） 
個人賽 三等獎 1C 楊維廉 

全國華羅庚金盃 
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區組織委員會 

2019 股股壇壇達達人人比比賽賽 個人組別 季軍 
（獎盃、獎狀及$700 獎金） 5A 林樂賢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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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細細看看社社區區歷歷史史構構建建 
『『你你』』想想尖尖沙沙咀咀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9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優異獎 

（獎座、證書及$500 現金券） 4A 陳正言 4A 李明俊 
4C 羅暐琋 4D 劉晉名 
5B 羅栩沖 5C 黎昕昫 

香港測量師學會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優異獎 

（獎座、證書及$500 現金券） 

「「華華夏夏盃盃」」 
全全國國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邀邀請請賽賽 

2020 
初初賽賽 

中學組 團體季軍 
團體獎（獎盃） 
中二級 團體冠軍 

2A 陳柏皓 2A 關頌軒 
2B 楊維廉 2C 陳婉碧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杯組委會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個人獎 一等獎（獎狀） 

1A 葉凱恩 1A 駱晨鑫 
1B 戴竣賢 1C 蔡祖彥 
1D 陳梓傑 2A 陳柏皓 
2B 楊維廉 3C 李雨澄 

二等獎 

1A 謝宇軒 1D 周晉輝 
1D 陳昱宇 2A 關頌軒 
2C 陳婉碧 2C 王紫宸 
2D 林煒迪 3A 高諾衡 

3D 梁承顯 

三等獎 1B 趙崇譽 1C 何晧昕 
3B 丁澤宏 

護護齒齒增增健健康康大大行行動動 
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 
（$500 現金） 5D 李芷昕 善愿會 

第第三三屆屆 
全全港港聖聖經經經經文文書書法法比比賽賽 

初中組 冠軍 
（$1,000 現金） 1A 謝宇軒 語蜜工房 

 
第七十一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冠軍 
（2 項） 3B 林倬名 3D 陳愷廸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2 項） 
3B 陳瀚林 3C 戚靖昕 
3D 鄧康曦 4A 陳正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2A 戴思樂 2B 周希穎 

2D 潘嘉美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B 陳宇飛 2B 李穎晞 

2C 文樂晴 2C 王紫宸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D 梁正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D 何倪伶 1D 李恩曈 
1D 莫凱晴 1D 王子淇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A 趙展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D 陳海前 3D 何紫菁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 項） 2A 戴思樂 2B 李卓瑤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C 胡筱晴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5 項） 

1B 陳迪容 1B 蘇千雅 
1B 黃海嵐 1D 張晉瑜 
1C 陳芊妤 1C 賀知潤 
1C 何晧昕 2A 孫嘉樺 
2B 李卓瑤 2C 李雯璀 
2C 馬逸然 2B 劉科辰 
2B 譚均博 2B 關婉儀 
2C 文樂晴 2A 關頌軒 
2C 王嘉彗 2D 謝儀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四四、、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4A 梁焯旻 4B 張顥耀 
4C 鍾欣怡 4C 郭祉航 
4C 劉佩蔚 5B 周婧琳 
4A 關靜柔 4A 謝錦鴻 
4D 梁正言 4D 黃瑋霖 
5B 黃箐怡 4A 陳可穎 
4C 張卓軒 4C 王嘉淇 
5A 程鈺沙 5C 李澔銘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5 項） 

2B 黃湘堯 2C 葉芷澄 
2C 何穎怡 2D 何咏心 

2D 謝儀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 項） 

3A 陳妍同 3A 梁彥希 
3B 孔麗淇 3C 李雨澄 
3C 何思瑩 3C 張 睿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4 項） 

1C 張千樂 1C 陸鵬宇 
1D 區文俊 1D 巫梓進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 項） 
3A 留熙紫 3C 劉 楹 
3C 錢凱琳 3C 梁 昊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2 項） 1A 余穎欣 1B 張靖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D 馮玉婷 

年度（續）
第七十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A 梁焯旻 3B 梁正言 

3D 張卓軒 3D 黃瑋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A 蔡嘉熙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冠軍 5D 馮柏瑋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 項） 

3B 郭祉航 3C 張顥耀 
4A 程鈺沙 4A 曾詠彤 
4A 林靜宜 4B 黃箐怡 
4B 周婧琳 4C 劉海蕎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2 項） 2D 江玗穎 1A 李卓瑤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 項） 1A 戴思樂 2C 陳楚然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4D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B 曾妮思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A 謝儀琪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B 楊溢軒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C 黃子晴 2A 黃詩盈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2A 黃詩盈 2B 劉 楹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D 廖羨儂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A 林文希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冠軍 5C 李彥蓁 5C 歐永峰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亞軍 6A 黃綽琪 6B 劉鎵嬈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A 馬逸然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C 黃 靖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A 馬逸然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C 賴希妍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胡筱晴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A 戴思樂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D 陳智聰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良好 3D 廖羨儂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良好 3C 李明俊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D 鍾希桃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D 李 海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三三、、四四年年級級 良好 3A 王嘉淇 3C 關靜柔 

冠冠軍軍 6 項項、、亞亞軍軍 13 項項、、季季軍軍 8 項項、、優優良良 34 項項、、良良好好 5 項項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細細看看社社區區歷歷史史構構建建 
『『你你』』想想尖尖沙沙咀咀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9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7,000 現金券） 
最具創意大獎 

（獎座、證書及$1,500 現金券） 
6B 黃劭臻 6B 楊溢軒 
6D 陳梓軒 6D 梁瀚鈞 

香港測量師學會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季軍 

（獎座、證書及$5,000 現金券）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10,000 現金券） 

最具創意大獎 
（獎座、證書及$1,500 現金券） 

6C 章綿康 6C 余柏安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季軍 

（獎座、證書及$3,000 現金券） 

4A 周昕葆 4A 林靖翹 
4B 謝沛妍 4B 陳保晴 

4C 黃鈺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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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細細看看社社區區歷歷史史構構建建 
『『你你』』想想尖尖沙沙咀咀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9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優異獎 

（獎座、證書及$500 現金券） 4A 陳正言 4A 李明俊 
4C 羅暐琋 4D 劉晉名 
5B 羅栩沖 5C 黎昕昫 

香港測量師學會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優異獎 

（獎座、證書及$500 現金券） 

「「華華夏夏盃盃」」 
全全國國數數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邀邀請請賽賽 

2020 
初初賽賽 

中學組 團體季軍 
團體獎（獎盃） 
中二級 團體冠軍 

2A 陳柏皓 2A 關頌軒 
2B 楊維廉 2C 陳婉碧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杯組委會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個人獎 一等獎（獎狀） 

1A 葉凱恩 1A 駱晨鑫 
1B 戴竣賢 1C 蔡祖彥 
1D 陳梓傑 2A 陳柏皓 
2B 楊維廉 3C 李雨澄 

二等獎 

1A 謝宇軒 1D 周晉輝 
1D 陳昱宇 2A 關頌軒 
2C 陳婉碧 2C 王紫宸 
2D 林煒迪 3A 高諾衡 

3D 梁承顯 

三等獎 1B 趙崇譽 1C 何晧昕 
3B 丁澤宏 

護護齒齒增增健健康康大大行行動動 
標標語語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 
（$500 現金） 5D 李芷昕 善愿會 

第第三三屆屆 
全全港港聖聖經經經經文文書書法法比比賽賽 

初中組 冠軍 
（$1,000 現金） 1A 謝宇軒 語蜜工房 

 
第七十一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冠軍 
（2 項） 3B 林倬名 3D 陳愷廸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2 項） 
3B 陳瀚林 3C 戚靖昕 
3D 鄧康曦 4A 陳正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2A 戴思樂 2B 周希穎 

2D 潘嘉美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B 陳宇飛 2B 李穎晞 

2C 文樂晴 2C 王紫宸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D 梁正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D 何倪伶 1D 李恩曈 
1D 莫凱晴 1D 王子淇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A 趙展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D 陳海前 3D 何紫菁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 項） 2A 戴思樂 2B 李卓瑤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C 胡筱晴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5 項） 

1B 陳迪容 1B 蘇千雅 
1B 黃海嵐 1D 張晉瑜 
1C 陳芊妤 1C 賀知潤 
1C 何晧昕 2A 孫嘉樺 
2B 李卓瑤 2C 李雯璀 
2C 馬逸然 2B 劉科辰 
2B 譚均博 2B 關婉儀 
2C 文樂晴 2A 關頌軒 
2C 王嘉彗 2D 謝儀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中中四四、、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4A 梁焯旻 4B 張顥耀 
4C 鍾欣怡 4C 郭祉航 
4C 劉佩蔚 5B 周婧琳 
4A 關靜柔 4A 謝錦鴻 
4D 梁正言 4D 黃瑋霖 
5B 黃箐怡 4A 陳可穎 
4C 張卓軒 4C 王嘉淇 
5A 程鈺沙 5C 李澔銘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5 項） 

2B 黃湘堯 2C 葉芷澄 
2C 何穎怡 2D 何咏心 

2D 謝儀琪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 項） 

3A 陳妍同 3A 梁彥希 
3B 孔麗淇 3C 李雨澄 
3C 何思瑩 3C 張 睿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4 項） 

1C 張千樂 1C 陸鵬宇 
1D 區文俊 1D 巫梓進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 項） 
3A 留熙紫 3C 劉 楹 
3C 錢凱琳 3C 梁 昊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2 項） 1A 余穎欣 1B 張靖晶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D 馮玉婷 

年度（續）
第七十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A 梁焯旻 3B 梁正言 

3D 張卓軒 3D 黃瑋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A 蔡嘉熙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冠軍 5D 馮柏瑋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 項） 

3B 郭祉航 3C 張顥耀 
4A 程鈺沙 4A 曾詠彤 
4A 林靜宜 4B 黃箐怡 
4B 周婧琳 4C 劉海蕎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冠軍 
（2 項） 2D 江玗穎 1A 李卓瑤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亞軍 

（2 項） 1A 戴思樂 2C 陳楚然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4D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B 曾妮思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季軍 1A 謝儀琪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B 楊溢軒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C 黃子晴 2A 黃詩盈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2A 黃詩盈 2B 劉 楹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D 廖羨儂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A 林文希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冠軍 5C 李彥蓁 5C 歐永峰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五五、、六六年年級級 亞軍 6A 黃綽琪 6B 劉鎵嬈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A 馬逸然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C 黃 靖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亞軍 1A 馬逸然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C 賴希妍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B 胡筱晴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A 戴思樂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D 陳智聰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良好 3D 廖羨儂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良好 3C 李明俊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D 鍾希桃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D 李 海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三三、、四四年年級級 良好 3A 王嘉淇 3C 關靜柔 

冠冠軍軍 6 項項、、亞亞軍軍 13 項項、、季季軍軍 8 項項、、優優良良 34 項項、、良良好好 5 項項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細細看看社社區區歷歷史史構構建建 
『『你你』』想想尖尖沙沙咀咀 

地地區區發發展展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9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7,000 現金券） 
最具創意大獎 

（獎座、證書及$1,500 現金券） 
6B 黃劭臻 6B 楊溢軒 
6D 陳梓軒 6D 梁瀚鈞 

香港測量師學會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季軍 

（獎座、證書及$5,000 現金券） 
多媒體影片組 

全港 亞軍 
（獎座、證書及$10,000 現金券） 

最具創意大獎 
（獎座、證書及$1,500 現金券） 

6C 章綿康 6C 余柏安 

3D 立體模型組 
全港 季軍 

（獎座、證書及$3,000 現金券） 

4A 周昕葆 4A 林靖翹 
4B 謝沛妍 4B 陳保晴 

4C 黃鈺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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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月月旦旦古古今今：：中中國國歷歷史史人人物物 
小小故故事事比比賽賽 

優異獎 

1C 何晧昕 1C 張千樂 
1D 陳曉陽 2C 饒睿禧 
2D 何咏心 2D 許淑媛 
2D 簡綽彥 3B 江玗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及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嘉許獎 

1C 黃衍晉 1C 潘恩華 
1C 鄧子謙 1D 周晉輝 
1D 陳梓傑 1D 謝朗生 
1D 瞿詠詩 2A 尹苑盈 
2A 何俊賢 2A 何思瑩 
2A 周睿瑨 2A 周靜賢 
2A 林文巽 2A 林芝婷 
2A 林詠芝 2A 陳俊希 
2A 黃漪潼 2A 黃浩廷 
2A 賴希妍 2B 李彥樂 
2B 李穎晞 2B 林耀升 
2B 梁宇彤 2B 梁愷桐 
2B 陳宇飛 2B 黃湘堯 
2B 楊茜貽 2B 楊維廉 
2B 蔡欣希 2B 簡佩兒 
2B 姜泓諾 2C 文樂晴 
2C 王紫宸 2C 王嘉彗 
2C 余詠欣 2C 林文希 
2C 袁卓晞 2C 馬逸然 
2C 陳樂桐 2D 高藹旋 
2D 文禹衡 2D 何穎欣 
2D 李詠欣 2D 周德睿 
2D 洪芷晴 2D 莊苡炘 
2D 鍾希悅 3B 王潔盈 
3B 石樂瑤 3B 李 海 
3B 李詠渢 3B 林旭晴 
3B 林澤謙 3B 強柏熹 
3B 郭健宜 3B 陳詠茹 
3B黄巧澄 3B 鍾希桃 
3B 鍾卓穎 3C 胡筱晴 

3C 陳友倫 
第第 23 屆屆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科科技技創創新新大大賽賽── 
化化學學及及材材料料 

高中組 三等獎 
5D 陳亮齊 5D 曾晞瑜 

5D 黃瑋霖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2021 趣趣味味科科學學比比賽賽 
初中組 季軍 3A 林芝婷 3D 戴思樂 香港科學館 

香港學者協會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高中組 季軍 5C 陳珏斌 5C 何裕楠 

2020-21「「數數碼碼科科學學」」 
短短片片製製作作比比賽賽––中中學學科科學學組組 優異獎 6A 梁嘉穎 6D 王思行 

6D 鍾立陣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ASAA Dance Cup 2021 
爵士舞 Jazz Dance 

單人 Solo 
10-12 Years old Gold 

1B 李斯楠 亞洲體育及藝術文化協會 

第第五五十十七七屆屆學學校校舞舞蹈蹈節節 
現代舞 甲級獎 1A 黃浠桐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爵士舞及街舞 乙級獎 1B 李斯楠 

年度（續）
第七十一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乙張及$1,000 獎學金 6C 陳慧瑩 6C 洪承羲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國國際際初初中中科科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21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賽賽 三等獎 3C 楊維廉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真真光光女女書書院院數數學學科科 
邀邀請請賽賽 2020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4C 李雨澄 
真光女書院 

Merit 2B 葉凱恩 

屯屯門門區區學學生生 
飛飛躍躍表表現現獎獎勵勵計計劃劃 

2020-2021 

學業獎 5B 黃文朗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小學校長會及 

玉清慈善基金 

品行獎 3A 黃浚希 
服務獎 5B 陳文嘉 

體藝獎 5B 陳紀燃 5B 溫政悅 
5C 彭靜嵐 

香香港港賽賽馬馬會會社社區區資資助助計計劃劃- 
美美荷荷樓樓香香港港精精神神學學習習計計劃劃 

「「兩兩代代情情」」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優異獎 
（獎狀及$150 書券） 

1A 李穎霖 3C 曾智穎 
3C 陳俊傑 3C 錢凱琳 
4C 陳欣琪 5A 馮穎楠 
5A 戴穎旻 5C 杜芷薺 
5C 蕭樂遙 5C 李澔銘 

6C 游柏曦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防防詐詐騙騙網網上上問問答答比比賽賽 
大獎 1C 岑逸熙 1D 黃俊洛 

屯門區警民關係組 
優異獎 1D 黃恩祺 1D 劉潤東 

聯聯校校會會計計學學比比賽賽 優異獎 
（獎狀及$300 書券） 4C 李雨澄 4C 梅樂澄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及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micro:bit 模模型型火火箭箭車車比比賽賽
2020-2021 

二等獎 
初賽（初中組） 

2C 鍾邇好 2C 賀知潤 
2C 瞿詠詩 2C 李沛加 
2C 練紫晴 2C 文心霞 
2C 王子淇 2C 殷珈喬 
2D 區文俊 2D 陳玥霖 
2D 徐浩亨 2D 巫梓進 

尊科數碼教育服務 
有限公司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A 林靜宜 5C 劉海蕎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A 孫嘉樺 2C 陳樂桐 
2C 曾綠娜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2B 劉科辰 2D 楊俊謙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A 趙展儀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2A 林詠芝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良好 

（2 項） 5D 許葆棋 5D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D 陳楚然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C 何天一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D 陳楚然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C 馬逸然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B 李卓瑤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A 賴希妍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A 戴思樂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蕭智宏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 項） 

3A 留熙紫 3B 江玗穎 
3C 劉 楹   

冠冠軍軍 6 項項、、亞亞軍軍 2 項項、、季季軍軍 10 項項、、優優良良 39 項項、、良良好好 4 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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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月月旦旦古古今今：：中中國國歷歷史史人人物物 
小小故故事事比比賽賽 

優異獎 

1C 何晧昕 1C 張千樂 
1D 陳曉陽 2C 饒睿禧 
2D 何咏心 2D 許淑媛 
2D 簡綽彥 3B 江玗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及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嘉許獎 

1C 黃衍晉 1C 潘恩華 
1C 鄧子謙 1D 周晉輝 
1D 陳梓傑 1D 謝朗生 
1D 瞿詠詩 2A 尹苑盈 
2A 何俊賢 2A 何思瑩 
2A 周睿瑨 2A 周靜賢 
2A 林文巽 2A 林芝婷 
2A 林詠芝 2A 陳俊希 
2A 黃漪潼 2A 黃浩廷 
2A 賴希妍 2B 李彥樂 
2B 李穎晞 2B 林耀升 
2B 梁宇彤 2B 梁愷桐 
2B 陳宇飛 2B 黃湘堯 
2B 楊茜貽 2B 楊維廉 
2B 蔡欣希 2B 簡佩兒 
2B 姜泓諾 2C 文樂晴 
2C 王紫宸 2C 王嘉彗 
2C 余詠欣 2C 林文希 
2C 袁卓晞 2C 馬逸然 
2C 陳樂桐 2D 高藹旋 
2D 文禹衡 2D 何穎欣 
2D 李詠欣 2D 周德睿 
2D 洪芷晴 2D 莊苡炘 
2D 鍾希悅 3B 王潔盈 
3B 石樂瑤 3B 李 海 
3B 李詠渢 3B 林旭晴 
3B 林澤謙 3B 強柏熹 
3B 郭健宜 3B 陳詠茹 
3B黄巧澄 3B 鍾希桃 
3B 鍾卓穎 3C 胡筱晴 

3C 陳友倫 
第第 23 屆屆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科科技技創創新新大大賽賽── 
化化學學及及材材料料 

高中組 三等獎 
5D 陳亮齊 5D 曾晞瑜 

5D 黃瑋霖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2021 趣趣味味科科學學比比賽賽 
初中組 季軍 3A 林芝婷 3D 戴思樂 香港科學館 

香港學者協會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高中組 季軍 5C 陳珏斌 5C 何裕楠 

2020-21「「數數碼碼科科學學」」 
短短片片製製作作比比賽賽––中中學學科科學學組組 優異獎 6A 梁嘉穎 6D 王思行 

6D 鍾立陣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ASAA Dance Cup 2021 
爵士舞 Jazz Dance 

單人 Solo 
10-12 Years old Gold 

1B 李斯楠 亞洲體育及藝術文化協會 

第第五五十十七七屆屆學學校校舞舞蹈蹈節節 
現代舞 甲級獎 1A 黃浠桐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爵士舞及街舞 乙級獎 1B 李斯楠 

年度（續）
第七十一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續）

年度
活動名稱 成績／獎勵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協辦單位

尤尤德德爵爵士士紀紀念念獎獎學學金金 獎狀乙張及$1,000 獎學金 6C 陳慧瑩 6C 洪承羲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理事會 

國國際際初初中中科科學學奧奧林林匹匹克克 2021 
香香港港選選拔拔賽賽 三等獎 3C 楊維廉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真真光光女女書書院院數數學學科科 
邀邀請請賽賽 2020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4C 李雨澄 
真光女書院 

Merit 2B 葉凱恩 

屯屯門門區區學學生生 
飛飛躍躍表表現現獎獎勵勵計計劃劃 

2020-2021 

學業獎 5B 黃文朗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小學校長會及 

玉清慈善基金 

品行獎 3A 黃浚希 
服務獎 5B 陳文嘉 

體藝獎 5B 陳紀燃 5B 溫政悅 
5C 彭靜嵐 

香香港港賽賽馬馬會會社社區區資資助助計計劃劃- 
美美荷荷樓樓香香港港精精神神學學習習計計劃劃 

「「兩兩代代情情」」徵徵文文比比賽賽 

優異獎 
（獎狀及$150 書券） 

1A 李穎霖 3C 曾智穎 
3C 陳俊傑 3C 錢凱琳 
4C 陳欣琪 5A 馮穎楠 
5A 戴穎旻 5C 杜芷薺 
5C 蕭樂遙 5C 李澔銘 

6C 游柏曦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防防詐詐騙騙網網上上問問答答比比賽賽 
大獎 1C 岑逸熙 1D 黃俊洛 

屯門區警民關係組 
優異獎 1D 黃恩祺 1D 劉潤東 

聯聯校校會會計計學學比比賽賽 優異獎 
（獎狀及$300 書券） 4C 李雨澄 4C 梅樂澄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及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micro:bit 模模型型火火箭箭車車比比賽賽
2020-2021 

二等獎 
初賽（初中組） 

2C 鍾邇好 2C 賀知潤 
2C 瞿詠詩 2C 李沛加 
2C 練紫晴 2C 文心霞 
2C 王子淇 2C 殷珈喬 
2D 區文俊 2D 陳玥霖 
2D 徐浩亨 2D 巫梓進 

尊科數碼教育服務 
有限公司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A 林靜宜 5C 劉海蕎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3 項） 

2A 孫嘉樺 2C 陳樂桐 
2C 曾綠娜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2B 劉科辰 2D 楊俊謙  英英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A 趙展儀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2A 林詠芝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良好 

（2 項） 5D 許葆棋 5D 鍾立陣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D 陳楚然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季軍 5C 何天一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D 陳楚然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C 馬逸然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B 李卓瑤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A 賴希妍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A 戴思樂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A 蕭智宏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 項） 

3A 留熙紫 3B 江玗穎 
3C 劉 楹   

冠冠軍軍 6 項項、、亞亞軍軍 2 項項、、季季軍軍 10 項項、、優優良良 39 項項、、良良好好 4 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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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校外體育比賽成績一覽 摘錄

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年及女子組連續十九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女子組獲屯門區學界中學全年體育成績進步獎。 
 5C 陳嘉兒同學獲 New Balance 10 公里 2015 學界挑戰盃女子 G9 組個人總冠軍， 

而 6A 鄔明慧、5C 陳嘉兒、4A 劉嘉淇及 3B 劉子淘則獲女子組隊際全港亞軍。 
 5C 陳美淇同學獲 2015-2016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女子組單打全港第 7 名。 
 4A 黃文衍同學及 4C 梁雅汶同學均獲選為屯門區傑出運動員。 
 6F 黃漢昇同學獲選為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2016。 
 4C 周芷瑩同學代表香港手球總會 U16 參加捷克手球比賽 2016。 
 Samsung 第 59 屆體育節 IAAF 世界田徑日 2016，3A 陳凱維同學獲男子組(14-15 歲) 

鉛球全港季軍、3D 楊茵裕同學獲女子組(14-15 歲)跳遠全港季軍、4A 李美詩同學獲女子組 
(16-17 歲)100 米欄全港冠軍、4B 高榕瑩同學獲女子組(16-17 歲)鉛球全港冠軍。 

 本校田徑隊於順德聯誼會轄屬中學聯校陸運會獲男女子乙丙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屯門區中學學界賽事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殿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優異 亞軍 男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亞軍 優異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手手球球  -----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 ----- 殿軍 殿軍 亞軍 --------------- 

排排球球  殿軍 亞軍 亞軍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 

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一年及女子組連續二十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男子甲組手球隊獲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殿軍。 
 本校男子壁球隊獲全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壁球賽亞軍。 
 本校田徑隊在全港學界精英田徑比賽中獲得女子組 4x100 米全港亞軍、4x400 米接力全港殿

軍、男子組 4x400 米接力全港殿軍、1B 李巧怡同學獲女子跳遠全港第五名、5B 莊應新同學

獲女子鉛球全港第八名及 3B 何萱渝同學獲女子鐵餅全港第八名。 
 2C 何穎詩同學獲 Hong Kong Figure Skating &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Novice Girls 1st Place (Medal) 2016-2017 及亞洲青少年花樣滑冰挑戰賽(青島站)獲 1st Place。  
 6C 廖俊延同學被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及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6E 程柏穎同學被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本校女子手球隊於香港沙灘手球公開賽獲全港季軍。男女子手球隊於元朗盃青少年手球錦標

賽中分別獲得女子中學乙組、丙組冠軍及男子中學乙組季軍。 

年度（續）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D 鄧嘉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B 孫嘉樺 3C 李雯璀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C 關頌軒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4B 陳妍同 4C 戚靖昕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B 陳愷廸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D 蔡嘉熙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季軍 4A 鍾希桃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C 李穎心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B 孫嘉樺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4C 梁嘉軒 4D 張 睿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2 項） 

5A 謝錦鴻 5A 梁焯旻 
5B 張顥耀 5C 張卓軒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5A 陳正言 5A 關靜柔 
5A 陳可穎 5A 李明俊 
5C 郭祉航 5C 王嘉淇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3 項） 

1A 黎睿姿 1A 林鎧嶢 
1B 簡文曦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 項） 

3C 李雯璀 4C 黎曼玲 
4D 劉 楹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15 歲歲以以上上 優良 
（2 項） 5A 陳正言 5D 黃瑋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2 項） 1A 葉向晟 1B 梁適之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C 馮紫瑩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C 林熹儀 4C 李雨澄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B 林凱婷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C 陳卓姸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蔡俊諾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B 林宛靜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C 楊俊謙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C 顧梓廷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A 葉向晟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B 林心喬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3D 戴思樂 4C 黃詩盈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A 葉向晟 1B 梁適之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D 劉 楹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1D 趙家豪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B 梁焯璘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C 賴希妍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B 陳諾思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一一、、二二年年級級 優良 2B 易采妮 2B 張馨兒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A 黎睿姿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4B 胡筱晴 4C 黎曼玲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高諾衡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D 陳錦昀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C 周臻嶸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良好 4B 鍾卓穎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B 胡琛蔚   

冠冠軍軍 2 項項、、亞亞軍軍 4 項項、、季季軍軍 9 項項、、優優良良 34 項項、、良良好好 4 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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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校外體育比賽成績一覽 摘錄

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年及女子組連續十九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女子組獲屯門區學界中學全年體育成績進步獎。 
 5C 陳嘉兒同學獲 New Balance 10 公里 2015 學界挑戰盃女子 G9 組個人總冠軍， 

而 6A 鄔明慧、5C 陳嘉兒、4A 劉嘉淇及 3B 劉子淘則獲女子組隊際全港亞軍。 
 5C 陳美淇同學獲 2015-2016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女子組單打全港第 7 名。 
 4A 黃文衍同學及 4C 梁雅汶同學均獲選為屯門區傑出運動員。 
 6F 黃漢昇同學獲選為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2016。 
 4C 周芷瑩同學代表香港手球總會 U16 參加捷克手球比賽 2016。 
 Samsung 第 59 屆體育節 IAAF 世界田徑日 2016，3A 陳凱維同學獲男子組(14-15 歲) 

鉛球全港季軍、3D 楊茵裕同學獲女子組(14-15 歲)跳遠全港季軍、4A 李美詩同學獲女子組 
(16-17 歲)100 米欄全港冠軍、4B 高榕瑩同學獲女子組(16-17 歲)鉛球全港冠軍。 

 本校田徑隊於順德聯誼會轄屬中學聯校陸運會獲男女子乙丙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屯門區中學學界賽事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殿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優異 亞軍 男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亞軍 優異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手手球球  -----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 ----- 殿軍 殿軍 亞軍 --------------- 

排排球球  殿軍 亞軍 亞軍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 

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一年及女子組連續二十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男子甲組手球隊獲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殿軍。 
 本校男子壁球隊獲全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壁球賽亞軍。 
 本校田徑隊在全港學界精英田徑比賽中獲得女子組 4x100 米全港亞軍、4x400 米接力全港殿

軍、男子組 4x400 米接力全港殿軍、1B 李巧怡同學獲女子跳遠全港第五名、5B 莊應新同學

獲女子鉛球全港第八名及 3B 何萱渝同學獲女子鐵餅全港第八名。 
 2C 何穎詩同學獲 Hong Kong Figure Skating &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Novice Girls 1st Place (Medal) 2016-2017 及亞洲青少年花樣滑冰挑戰賽(青島站)獲 1st Place。  
 6C 廖俊延同學被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及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6E 程柏穎同學被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本校女子手球隊於香港沙灘手球公開賽獲全港季軍。男女子手球隊於元朗盃青少年手球錦標

賽中分別獲得女子中學乙組、丙組冠軍及男子中學乙組季軍。 

年度（續）
第七十二屆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冠軍 1D 鄧嘉儀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冠軍 3B 孫嘉樺 3C 李雯璀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3C 關頌軒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亞軍 4B 陳妍同 4C 戚靖昕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B 陳愷廸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5D 蔡嘉熙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季軍 4A 鍾希桃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季軍 2C 李穎心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3B 孫嘉樺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季軍 4C 梁嘉軒 4D 張 睿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級級 

季軍 
（2 項） 

5A 謝錦鴻 5A 梁焯旻 
5B 張顥耀 5C 張卓軒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5A 陳正言 5A 關靜柔 
5A 陳可穎 5A 李明俊 
5C 郭祉航 5C 王嘉淇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3 項） 

1A 黎睿姿 1A 林鎧嶢 
1B 簡文曦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 項） 

3C 李雯璀 4C 黎曼玲 
4D 劉 楹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 15 歲歲以以上上 優良 
（2 項） 5A 陳正言 5D 黃瑋霖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2 項） 1A 葉向晟 1B 梁適之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C 馮紫瑩  英英語語戲戲劇劇選選段段演演出出 

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3C 林熹儀 4C 李雨澄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B 林凱婷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優良 2C 陳卓姸 

英英語語個個人人演演說說 
中中五五、、六六級級 優良 5C 蔡俊諾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五五級級 優良 5B 林宛靜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優良 3C 楊俊謙  英英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二二級級 良好 2C 顧梓廷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A 葉向晟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1B 林心喬 

普普通通話話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3D 戴思樂 4C 黃詩盈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優良 

（2 項） 1A 葉向晟 1B 梁適之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四四級級 優良 4D 劉 楹  普普通通話話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二二級級 良好 1D 趙家豪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亞軍 4B 梁焯璘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三三級級 季軍 3C 賴希妍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季軍 1B 陳諾思  二二人人朗朗誦誦粵粵語語 

中中學學一一、、二二年年級級 優良 2B 易采妮 2B 張馨兒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A 黎睿姿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4B 胡筱晴 4C 黎曼玲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優良 4D 高諾衡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D 陳錦昀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優良 1C 周臻嶸  粵粵語語詩詩詞詞獨獨誦誦 

男男子子組組中中四四級級 良好 4B 鍾卓穎 

粵粵語語散散文文獨獨誦誦 
女女子子組組中中一一級級 良好 1B 胡琛蔚   

冠冠軍軍 2 項項、、亞亞軍軍 4 項項、、季季軍軍 9 項項、、優優良良 34 項項、、良良好好 4 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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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三年及女子組連續二十二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獲 2018-19 年度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亞軍，而男子隊則獲殿軍。 
 6A 胡一明同學獲選為香港學體會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十優運動員)，獲獎學金五千元正。 
 4B 朱詩詩同學獲選為香港學體會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女子田徑)。並代表香港參加第三

屆亞洲少年 U18 田徑錦標賽。 
 5A 劉芷晴同學及 4D 林希怡同學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6A 陸莉汶獲選為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4A 李巧怡同學代表香港參加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田徑邀請賽，獲女子乙組 100 米冠軍及跳遠

季軍。 
 2A 許彤同學及 4B 廖蔚琛同學於全港學界羽毛球精英賽女子組雙打獲全港殿軍。 
 第 62 屆體育節青少年及兒童田徑日 3C 李巧怡同學獲女子 U16 跳遠全港冠軍及 100 米全港

亞軍；5A 李秀慧同學獲女子 U18 跳遠全港冠軍及 3B 許雲傑同學獲男子 U16 跳遠全港亞軍。 
 5B 蘇海翹同學代表香港沙灘手球總會遠赴阿根廷參加第三屆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沙灘手球比

賽獲女子組第十名。 

屯門區中學分會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冠軍 優異 亞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優異 冠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冠軍 冠軍 ------ 冠軍 冠軍 男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 沒有參加 季軍 亞軍 殿軍 --------------- 
手手球球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排排球球  季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男子總冠軍 

年度
 本校女子籃球隊於 2019 新界西北區中學籃球挑戰賽、學界籃球熱身賽 2019 及 2019 年屯門

元朗區學界籃球賽半島旭日盃均勇奪冠軍。 
 本校田徑隊於順德聯誼會轄屬中學聯校陸運會獲男女子乙丙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屯門區中學分會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優異 亞軍 優異 亞軍 亞軍 季軍 ---------------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沒有賽事 沒有賽事 季軍 沒有賽事 沒有賽事 --------------- 
 

年度
 ASICS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2020，5A 李巧怡同學獲女子 A2 組 200 米、跳遠全港冠

軍及 100 米全港亞軍；6B 朱詩詩同學獲女子 A1 組 400 米全港亞軍；6C 勞君諾同學獲男子
A2 組鉛球全港亞軍。 

 5A 李巧怡同學獲季前田徑測試賽 2021 女子公開組跳遠全港亞軍、ASICS 香港田徑系列賽一
女子 U20 組 100 米全港亞軍及跳遠全港冠軍。 

年度（續） 

屯門區中學學界賽事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第五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 ------ 殿軍 亞軍 冠軍 --------------- 

手手球球  冠軍(高級組) 亞軍(低級組)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女子組總冠軍 

排排球球  ---(高級組) 亞軍(低級組)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 

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二年及女子組連續二十一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獲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亞軍。 
 6C 潘曉峰同學及 6B 莊應新同學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5C 李芷欣同學獲選為葛量洪傑出運動員獎(女子手球)。本年度代表香港參加捷克布拉格手球

分齡賽(U17)獲團隊第五名。 
 6A 林淦淳同學獲選為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5C 黃譯慷同學參加 Adidas X Parley Run for the Oceans 2018 青年組 5 公里賽獲全港亞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於香港沙灘手球獲全港季軍。 
 本校男女子手球隊於元朗盃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分別獲取女子中學乙組及丙組冠軍及男子中學 

乙組季軍；另外於「元朗盃」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女子乙組獲冠軍、女子丙組獲亞軍及男子乙組

獲冠軍。 
 本校女子籃球隊於屯門區 3 人籃球公開賽 2017（女子青年組）及「追月盃」三人籃球賽 2017

（女子少年組）均勇奪冠軍。 
 本校田徑隊於順德聯誼會轄屬中學聯校陸運會獲男女子乙丙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屯門區中學分會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冠軍 亞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冠軍 殿軍 冠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殿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季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第五名 沒有參加 季軍 亞軍 冠軍 --------------- 

手手球球  冠軍(高級組) 亞軍(低級組)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女子組總冠軍 

排排球球  季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 

154



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三年及女子組連續二十二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獲 2018-19 年度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亞軍，而男子隊則獲殿軍。 
 6A 胡一明同學獲選為香港學體會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十優運動員)，獲獎學金五千元正。 
 4B 朱詩詩同學獲選為香港學體會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女子田徑)。並代表香港參加第三

屆亞洲少年 U18 田徑錦標賽。 
 5A 劉芷晴同學及 4D 林希怡同學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6A 陸莉汶獲選為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4A 李巧怡同學代表香港參加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田徑邀請賽，獲女子乙組 100 米冠軍及跳遠

季軍。 
 2A 許彤同學及 4B 廖蔚琛同學於全港學界羽毛球精英賽女子組雙打獲全港殿軍。 
 第 62 屆體育節青少年及兒童田徑日 3C 李巧怡同學獲女子 U16 跳遠全港冠軍及 100 米全港

亞軍；5A 李秀慧同學獲女子 U18 跳遠全港冠軍及 3B 許雲傑同學獲男子 U16 跳遠全港亞軍。 
 5B 蘇海翹同學代表香港沙灘手球總會遠赴阿根廷參加第三屆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沙灘手球比

賽獲女子組第十名。 

屯門區中學分會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冠軍 優異 亞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優異 冠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冠軍 冠軍 ------ 冠軍 冠軍 男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 沒有參加 季軍 亞軍 殿軍 --------------- 
手手球球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排排球球  季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男子總冠軍 

年度
 本校女子籃球隊於 2019 新界西北區中學籃球挑戰賽、學界籃球熱身賽 2019 及 2019 年屯門

元朗區學界籃球賽半島旭日盃均勇奪冠軍。 
 本校田徑隊於順德聯誼會轄屬中學聯校陸運會獲男女子乙丙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屯門區中學分會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優異 亞軍 優異 亞軍 亞軍 季軍 ---------------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沒有賽事 沒有賽事 季軍 沒有賽事 沒有賽事 --------------- 
 

年度
 ASICS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2020，5A 李巧怡同學獲女子 A2 組 200 米、跳遠全港冠

軍及 100 米全港亞軍；6B 朱詩詩同學獲女子 A1 組 400 米全港亞軍；6C 勞君諾同學獲男子
A2 組鉛球全港亞軍。 

 5A 李巧怡同學獲季前田徑測試賽 2021 女子公開組跳遠全港亞軍、ASICS 香港田徑系列賽一
女子 U20 組 100 米全港亞軍及跳遠全港冠軍。 

年度（續） 

屯門區中學學界賽事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第五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 ------ 殿軍 亞軍 冠軍 --------------- 

手手球球  冠軍(高級組) 亞軍(低級組)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女子組總冠軍 

排排球球  ---(高級組) 亞軍(低級組)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 

年度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二年及女子組連續二十一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總錦標冠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獲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亞軍。 
 6C 潘曉峰同學及 6B 莊應新同學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5C 李芷欣同學獲選為葛量洪傑出運動員獎(女子手球)。本年度代表香港參加捷克布拉格手球

分齡賽(U17)獲團隊第五名。 
 6A 林淦淳同學獲選為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5C 黃譯慷同學參加 Adidas X Parley Run for the Oceans 2018 青年組 5 公里賽獲全港亞軍。 
 本校女子手球隊於香港沙灘手球獲全港季軍。 
 本校男女子手球隊於元朗盃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分別獲取女子中學乙組及丙組冠軍及男子中學 

乙組季軍；另外於「元朗盃」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女子乙組獲冠軍、女子丙組獲亞軍及男子乙組

獲冠軍。 
 本校女子籃球隊於屯門區 3 人籃球公開賽 2017（女子青年組）及「追月盃」三人籃球賽 2017

（女子少年組）均勇奪冠軍。 
 本校田徑隊於順德聯誼會轄屬中學聯校陸運會獲男女子乙丙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屯門區中學分會各項校際比賽成績一覽表 單項及團體

項目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單項總錦標 

田田徑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越野野跑跑  冠軍 亞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游泳泳  冠軍 冠軍 冠軍 殿軍 冠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乒乒乓乓球球  殿軍 季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羽毛毛球球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季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籃籃球球  ----- 第五名 沒有參加 季軍 亞軍 冠軍 --------------- 

手手球球  冠軍(高級組) 亞軍(低級組) 冠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女子組總冠軍 

排排球球  季軍(高級組) 冠軍(低級組)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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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物物業業管管理理及及清清潔潔行行業業安安全全
及及健健康康委委員員會會職職安安健健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2015 

冠軍（獎座、獎狀及$3,000 書券） 6B 林俊朗 職業安全健康局 

速速遞遞從從業業員員職職安安健健 
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5 亞軍（獎盃、獎狀及$2,000 現金） 6B 林俊朗 職業安全健康局 

化化學學品品安安全全漫漫畫畫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獎狀及$500 獎金） 5A 許巽寧 5B 鄧綽瀅 職業安全健康局 
全全港港中中學學「「消消防防安安全全」」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2015 殿軍（獎狀及$500 書券） 6C 文玉瑩 香港消防處 

2015精精神神健健康康月月智智 FIT 
精精神神健健康康計計劃劃四四格格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冠軍（獎狀、獎座及$4,000 書券） 6C 文玉瑩 
醫院管理局 最受公眾讚許獎（獎狀及$1,000 現金券）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C 陳安生 
明明愛愛樂樂晴晴跑跑運運動動衣衣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季軍（獎狀及$500 現金券） 6C 文玉瑩 明愛樂晴軒 

印印象象台台灣灣年年曆曆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2016 季軍（獎狀及$700 書券） 6B 林俊朗 中國文化協會 

2016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活活動動 

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亞軍 
（獎杯、獎狀及$400 獎學金） 1C 何灼楠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紀念品） 

1B 梁俊蓉 1C 黃 靖 1C 劉子瑤 
1D 梁巧澄 1D 曾詠彤 1D 陳栢熙 
2A 陳子匡 2C 張家嘉 2C 陳浠蕎 
3A 黎曉晴 3A 陳煜昊 3B 藍海威 

3B 劉子淘 
高中組 亞軍 

（獎杯、獎狀及$400 獎學金） 4A 魏紫君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紀念品） 

4A 陳曉盈 4B 張紫嫣 5A 廖唯懿 
5A 鄧子優 5A 許巽寧 5A 陳詠彤 
5B 黃紀尤 5B 黃樂瑤 5B 王家鈺 
5B 鄧綽瀅 5C 劉海晴 5C 李穎琳 

5D 吳子樂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職職安安健健 T-shirt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座、證書及$5,000 現金） 6D 吳子樂 

職業安全健康局 
優異獎（獎座、證書及$500 現金） 6A 陳詠彤 6B 黃樂瑤 

醫醫護護服服務務業業 
職職安安健健插插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季軍（獎座、證書及$1,000 書券） 5A 陳曉盈 
職業安全健康局 

優異獎（獎座、證書及$500 書券） 5A 蕭韻心 5B 陳祖兒 5B 古 津 

化化學學品品 
安安全全吉吉祥祥物物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亞軍（獎座、證書及$2,000 書券） 5A 陳曉盈 
職業安全健康局 

中學組 優異獎（獎座、證書及$500 書券） 5A 蕭韻心 

進進出出口口貿貿易易及及批批發發零零售售業業 
職職安安健健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2,000 獎金） 5B 古 津 
職業安全健康局 季軍（獎狀及$1,000 獎金） 5A 魏紫君 

優異獎（獎狀及$500 獎金） 5B 陳祖兒 

防防火火安安全全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金獎（獎盃及$400 書券） 5A 蕭韻心 
屯門區防火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銀獎（獎盃及$300 書券） 5A 梁詠琳 
銅獎（獎盃及$200 書券） 5B 張紫嫣 

優異獎（獎狀及$150 書券） 5A 陳曉盈 5B 陳祖兒 5B 古 津 

樓樓宇宇安安全全漫漫畫畫設設計計 

高中組 銀獎 
（獎狀、$1,0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B 陳明禧 

屋宇署 
高中組 作品優異獎 

（獎狀、$1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A 陳曉盈 5A 梁詠琳 5A 魏紫君

5A 蕭韻心 5B 古 津 

海海洋洋的的新新衣衣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高中組 亞軍（獎狀及$2,000 書券） 6A 許巽寧 

漁農自然護理署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B 鄧綽瀅 6B 黃樂瑤 

全全港港中中學學第第七七屆屆 
健健康康人人生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金獎（獎座、證書及$1,000 書券） 4C 黎曉晴 圓玄學院妙法寺 
內明陳呂重德 

紀念中學 優異獎（獎座及證書） 4A 梁煦媛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季軍（獎杯）（主題：提防受騙） 4A 梁煦媛 4A 黃卓玟 4B 蔡汶渝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季軍（獎杯）（主題：企硬，唔Take嘢） 4A 蔡旻殷 4C 黎曉晴 4B 陳梓毅 

近年校外視藝比賽成績一覽 
本校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外美術比賽，讓同學有機會展現才華，更可藉此提升自我形象，令更多同學及家長認同本校的
藝術教育目標及策略。多年來屢獲殊榮，有時在一項的比賽中更囊括冠亞季軍及優異大部份的獎項，2000 年更榮獲香
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優秀藝術教育獎，嘉許本校員生在提升藝術教育的努力。茲列出各獎項於下：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海海岸岸清清潔潔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高中組 冠軍（獎狀及$5,000 書券） 5B 鄧綽瀅 

海岸清潔跨部門 
工作小組 

高中組 亞軍（獎狀及$4,000 書券） 5A 陳詠彤 
高中組 季軍（獎狀及$3,000 書券） 5B 王家鈺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500 書券） 5A 許巽寧 5C 李穎琳 5C 劉海晴 

防防火火安安全全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金獎（獎盃及$400 書券） 5B 鄧綽瀅 

屯門民政事務處 
屯門防火委員會 

銀獎（獎盃及$300 書券） 5B 黃紀尤 
銅獎（獎盃及$200 書券） 5C 李穎琳 

優異獎（獎狀及$150 書券） 5B 黃樂瑤 5B 黃詩樺 5C 劉海晴 5D 吳子樂 

2015國國際際 
光光及及光光基基技技術術年年 

美美術術設設計計 
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第 4 組別 香港賽 1 等獎（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3A 黎曉晴 

保良局 

第 5 組別 世界賽 1 等獎 香港賽 1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C 李穎琳 

世界賽 1 等獎 香港賽 2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C 劉海晴 

世界賽 2 等獎 香港賽 1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B 黃樂瑤 

世界賽 3 等獎 香港賽 3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A 陳詠彤 

香港賽 3 等獎（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B 鄧綽瀅 

大大嘥嘥鬼鬼四四格格 
漫漫畫畫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亞軍（獎狀及$2,000 書券） 5D 吳子樂 

環境運動委員會 
高中組 作品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5A 陳詠彤 5A 廖唯懿 5A 許巽寧 5B 鄧綽瀅 
5B 王家鈺 5B 黃詩樺 5B 黃樂瑤 5B 黃紀尤

5C 李穎琳 5C 劉海晴 5D 吳子樂 

屯屯門門區區滅滅罪罪 
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主題：防止盜竊） 4A 蕭韻心 4B 張紫嫣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亞軍（主題：防範性侵犯） 4B 陳明禧 4B 古 津 
中學組 季軍（主題：提防受騙） 4A 陳曉盈 4B 陳祖兒 

全全港港青青少少年年 
書書畫畫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狀及$3,000 書券） 4D 羅苑恩 
通善壇 中學組 季軍（獎狀及$1,500 書券） 4B 陳明禧 

中學組 優異獎（獎狀及$500 書券） 2C 張家嘉 4A 魏紫君 

第第十十屆屆品品德德教教育育 
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初級組 冠軍（證書、$1,000書券及精美畫冊） 3D 陳靜筠 

南聯教育基金 
中學初級組 優異獎（證書、$100書券及精美畫冊） 3C 張灝軒 
中學高級組 季軍（證書、$300書券及精美畫冊） 4B 古 津 

中學高級組 優異獎（證書、$100書券及精美畫冊） 4A 梁詠琳 4A 魏紫君 4B 陳祖兒 
4B 陳明禧 4B 張紫嫣 

第第二二十十八八屆屆 
和和平平海海報報 
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證書及$300 書券） 1C 陳曉嵐 1C 陳芷茵 1C 林志承 2A 劉栩婷 
2A 胡芷媛 2B 藍君易 2C 張家嘉 2D 洪詩茵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樓樓宇宇安安全全 
漫漫畫畫設設計計 

高中組 銀獎 
（獎狀、$1,0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C 劉海晴 

屋宇署 
高中組 作品優異獎 

（獎狀、$1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A 陳詠彤 5A 廖唯懿 5B 王家鈺 5B 黃詩樺

5B 黃紀尤 5C 李穎琳 5D 吳子樂 
健健康康四四格格漫漫畫畫 

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獎狀及$300 獎金） 5B 王家鈺 5C 李穎琳 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辦事處 

減減鹽鹽減減糖糖 
文文件件夾夾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冠軍（獎狀及$1,500 書券） 6B 林俊朗 
食物環境衛生署 

亞軍（獎狀及$1,000 書券） 6A 劉敏賢 

關關心心健健康康生生活活 
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2015 

亞軍（獎狀及$800 書券） 6B 林俊朗 遺傳性心律 
基金會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C 李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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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物物業業管管理理及及清清潔潔行行業業安安全全
及及健健康康委委員員會會職職安安健健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2015 

冠軍（獎座、獎狀及$3,000 書券） 6B 林俊朗 職業安全健康局 

速速遞遞從從業業員員職職安安健健 
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5 亞軍（獎盃、獎狀及$2,000 現金） 6B 林俊朗 職業安全健康局 

化化學學品品安安全全漫漫畫畫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獎狀及$500 獎金） 5A 許巽寧 5B 鄧綽瀅 職業安全健康局 
全全港港中中學學「「消消防防安安全全」」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2015 殿軍（獎狀及$500 書券） 6C 文玉瑩 香港消防處 

2015精精神神健健康康月月智智 FIT 
精精神神健健康康計計劃劃四四格格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冠軍（獎狀、獎座及$4,000 書券） 6C 文玉瑩 
醫院管理局 最受公眾讚許獎（獎狀及$1,000 現金券）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C 陳安生 
明明愛愛樂樂晴晴跑跑運運動動衣衣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季軍（獎狀及$500 現金券） 6C 文玉瑩 明愛樂晴軒 

印印象象台台灣灣年年曆曆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2016 季軍（獎狀及$700 書券） 6B 林俊朗 中國文化協會 

2016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活活動動 

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亞軍 
（獎杯、獎狀及$400 獎學金） 1C 何灼楠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紀念品） 

1B 梁俊蓉 1C 黃 靖 1C 劉子瑤 
1D 梁巧澄 1D 曾詠彤 1D 陳栢熙 
2A 陳子匡 2C 張家嘉 2C 陳浠蕎 
3A 黎曉晴 3A 陳煜昊 3B 藍海威 

3B 劉子淘 
高中組 亞軍 

（獎杯、獎狀及$400 獎學金） 4A 魏紫君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紀念品） 

4A 陳曉盈 4B 張紫嫣 5A 廖唯懿 
5A 鄧子優 5A 許巽寧 5A 陳詠彤 
5B 黃紀尤 5B 黃樂瑤 5B 王家鈺 
5B 鄧綽瀅 5C 劉海晴 5C 李穎琳 

5D 吳子樂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職職安安健健 T-shirt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座、證書及$5,000 現金） 6D 吳子樂 

職業安全健康局 
優異獎（獎座、證書及$500 現金） 6A 陳詠彤 6B 黃樂瑤 

醫醫護護服服務務業業 
職職安安健健插插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季軍（獎座、證書及$1,000 書券） 5A 陳曉盈 
職業安全健康局 

優異獎（獎座、證書及$500 書券） 5A 蕭韻心 5B 陳祖兒 5B 古 津 

化化學學品品 
安安全全吉吉祥祥物物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亞軍（獎座、證書及$2,000 書券） 5A 陳曉盈 
職業安全健康局 

中學組 優異獎（獎座、證書及$500 書券） 5A 蕭韻心 

進進出出口口貿貿易易及及批批發發零零售售業業 
職職安安健健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2,000 獎金） 5B 古 津 
職業安全健康局 季軍（獎狀及$1,000 獎金） 5A 魏紫君 

優異獎（獎狀及$500 獎金） 5B 陳祖兒 

防防火火安安全全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金獎（獎盃及$400 書券） 5A 蕭韻心 
屯門區防火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銀獎（獎盃及$300 書券） 5A 梁詠琳 
銅獎（獎盃及$200 書券） 5B 張紫嫣 

優異獎（獎狀及$150 書券） 5A 陳曉盈 5B 陳祖兒 5B 古 津 

樓樓宇宇安安全全漫漫畫畫設設計計 

高中組 銀獎 
（獎狀、$1,0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B 陳明禧 

屋宇署 
高中組 作品優異獎 

（獎狀、$1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A 陳曉盈 5A 梁詠琳 5A 魏紫君

5A 蕭韻心 5B 古 津 

海海洋洋的的新新衣衣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高中組 亞軍（獎狀及$2,000 書券） 6A 許巽寧 

漁農自然護理署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B 鄧綽瀅 6B 黃樂瑤 

全全港港中中學學第第七七屆屆 
健健康康人人生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金獎（獎座、證書及$1,000 書券） 4C 黎曉晴 圓玄學院妙法寺 
內明陳呂重德 

紀念中學 優異獎（獎座及證書） 4A 梁煦媛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季軍（獎杯）（主題：提防受騙） 4A 梁煦媛 4A 黃卓玟 4B 蔡汶渝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季軍（獎杯）（主題：企硬，唔Take嘢） 4A 蔡旻殷 4C 黎曉晴 4B 陳梓毅 

近年校外視藝比賽成績一覽 
本校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外美術比賽，讓同學有機會展現才華，更可藉此提升自我形象，令更多同學及家長認同本校的
藝術教育目標及策略。多年來屢獲殊榮，有時在一項的比賽中更囊括冠亞季軍及優異大部份的獎項，2000 年更榮獲香
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優秀藝術教育獎，嘉許本校員生在提升藝術教育的努力。茲列出各獎項於下：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海海岸岸清清潔潔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高中組 冠軍（獎狀及$5,000 書券） 5B 鄧綽瀅 

海岸清潔跨部門 
工作小組 

高中組 亞軍（獎狀及$4,000 書券） 5A 陳詠彤 
高中組 季軍（獎狀及$3,000 書券） 5B 王家鈺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500 書券） 5A 許巽寧 5C 李穎琳 5C 劉海晴 

防防火火安安全全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金獎（獎盃及$400 書券） 5B 鄧綽瀅 

屯門民政事務處 
屯門防火委員會 

銀獎（獎盃及$300 書券） 5B 黃紀尤 
銅獎（獎盃及$200 書券） 5C 李穎琳 

優異獎（獎狀及$150 書券） 5B 黃樂瑤 5B 黃詩樺 5C 劉海晴 5D 吳子樂 

2015國國際際 
光光及及光光基基技技術術年年 

美美術術設設計計 
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第 4 組別 香港賽 1 等獎（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3A 黎曉晴 

保良局 

第 5 組別 世界賽 1 等獎 香港賽 1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C 李穎琳 

世界賽 1 等獎 香港賽 2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C 劉海晴 

世界賽 2 等獎 香港賽 1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B 黃樂瑤 

世界賽 3 等獎 香港賽 3 等獎 
（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A 陳詠彤 

香港賽 3 等獎（獎盃、獎狀及作品集） 5B 鄧綽瀅 

大大嘥嘥鬼鬼四四格格 
漫漫畫畫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亞軍（獎狀及$2,000 書券） 5D 吳子樂 

環境運動委員會 
高中組 作品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5A 陳詠彤 5A 廖唯懿 5A 許巽寧 5B 鄧綽瀅 
5B 王家鈺 5B 黃詩樺 5B 黃樂瑤 5B 黃紀尤

5C 李穎琳 5C 劉海晴 5D 吳子樂 

屯屯門門區區滅滅罪罪 
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主題：防止盜竊） 4A 蕭韻心 4B 張紫嫣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亞軍（主題：防範性侵犯） 4B 陳明禧 4B 古 津 
中學組 季軍（主題：提防受騙） 4A 陳曉盈 4B 陳祖兒 

全全港港青青少少年年 
書書畫畫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狀及$3,000 書券） 4D 羅苑恩 
通善壇 中學組 季軍（獎狀及$1,500 書券） 4B 陳明禧 

中學組 優異獎（獎狀及$500 書券） 2C 張家嘉 4A 魏紫君 

第第十十屆屆品品德德教教育育 
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初級組 冠軍（證書、$1,000書券及精美畫冊） 3D 陳靜筠 

南聯教育基金 
中學初級組 優異獎（證書、$100書券及精美畫冊） 3C 張灝軒 
中學高級組 季軍（證書、$300書券及精美畫冊） 4B 古 津 

中學高級組 優異獎（證書、$100書券及精美畫冊） 4A 梁詠琳 4A 魏紫君 4B 陳祖兒 
4B 陳明禧 4B 張紫嫣 

第第二二十十八八屆屆 
和和平平海海報報 
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證書及$300 書券） 1C 陳曉嵐 1C 陳芷茵 1C 林志承 2A 劉栩婷 
2A 胡芷媛 2B 藍君易 2C 張家嘉 2D 洪詩茵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樓樓宇宇安安全全 
漫漫畫畫設設計計 

高中組 銀獎 
（獎狀、$1,0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C 劉海晴 

屋宇署 
高中組 作品優異獎 

（獎狀、$100 書券及紀念品乙份） 
5A 陳詠彤 5A 廖唯懿 5B 王家鈺 5B 黃詩樺

5B 黃紀尤 5C 李穎琳 5D 吳子樂 
健健康康四四格格漫漫畫畫 

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獎狀及$300 獎金） 5B 王家鈺 5C 李穎琳 電影、報刊及 
物品管理辦事處 

減減鹽鹽減減糖糖 
文文件件夾夾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冠軍（獎狀及$1,500 書券） 6B 林俊朗 
食物環境衛生署 

亞軍（獎狀及$1,000 書券） 6A 劉敏賢 

關關心心健健康康生生活活 
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2015 

亞軍（獎狀及$800 書券） 6B 林俊朗 遺傳性心律 
基金會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C 李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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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2017 香香港港可可持持續續旅旅遊遊發發展展年年 
美美術術設設計計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第 5 組別 香港賽 二等獎 
（獎座、獎狀及得獎作品集畫冊乙本） 5A 蔡旻殷 保良局 

2018 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季軍（獎杯、獎狀及$300 書券） 3A 黃子謙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2B 溫政悅 3B 黎迦悅 3C 劉海蕎 

初中組 良好獎（獎狀） 1A 鍾希桃 1A 曹釺洳 
1D 陳紫晴 3B 董昕楠 

高中組 冠軍（獎杯、獎狀及$400 書券） 5A 梁煦媛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4A 陳卓琳 4B 周穎欣 4C 陶欣琼 
5C 黎曉晴 5C 黃嘉柔 5C 丘芷晴 

高中組 良好獎（獎狀） 4A 蔡琳芝 4B 吳淬珊 4B 鄺曉玲
4C 藍君易 5B 蔡汶渝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世世界界心心臟臟日日」」 
香香港港心心臟臟基基金金會會 
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2018 

亞軍（團體及精英獎） 
（獎盃、證書及$200 禮券） 

5A 蔡琳芝 5B 鄺曉玲 6B 蔡汶渝
6C 黎曉晴 6C 黃嘉柔 「世界心臟日」 

香港心臟基金會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亞軍（團體及優異獎） 

（獎盃、證書及$100 禮券） 6A 蔡旻殷 6A 黎正朗 6A 黃彥迅 

十十．．坊坊環環保保產產品品 
創創意意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座、獎狀及禮品） 4B 布巧林 4C 劉海蕎 

4C 章嫚珈 4C 董昕楠 
香港理工大學 

設計學院校友會 

職職安安大大家家 Win．． 
傳傳愛愛寄寄意意郵郵票票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冠軍（獎座、證書及$2,000 書券） 5C 胡芷媛 
職業安全健康局 

亞軍（獎座、證書及$1,500 書券） 5B 蔡琳芝 
「「童童」」心心展展藝藝．．識識法法– 
「「兒兒童童權權利利公公約約」」 
環環保保袋袋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獎盃） 6A 梁煦媛 6C 黎曉晴 香港基本法 
推介聯席會議 

第第 30 屆屆閱閱讀讀 
嘉嘉年年華華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牌及$100 禮券） 3A 周子琛 3C 柯君慧 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 
PaperOneTM U-Express 
我我的的美美好好時時光光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季軍（獎狀及$200 書券） 5A 潘慧琳 U-Hearts 

「兩地一心」 

防防止止虐虐待待兒兒童童及及預預防防 
校校園園欺欺凌凌滑滑鼠鼠墊墊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800 書券） 5C 藍君易 
屯門警區 季軍（獎狀及$500 書券） 5C 洪詩茵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5B 周穎欣 5B 鄺曉玲 5C 陶欣琼 
第第三三十十一一屆屆 

和和平平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300 書券） 2C 孔麗淇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及短片主題：防止盜竊） 

4A 郭家瑜 4A 陳曉嵐 4A 陳綺雯 
4A 戴穎旻 4B 吳倩曦 4B 是栢茹 

屯門區 
撲滅罪行 
委員會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企硬，唔Take嘢） 4B 布巧林 4B 黎迦悅 4C 劉海蕎

4C 章嫚珈 4C 董昕楠 中學組 亞軍（獎座及獎品） 
（短片主題：企硬，唔Take嘢）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提防受騙） 

4B 梁俊蓉 4B 廖嘉兒 4B 羅羿頤
4B 謝 恩 4C 林貝姿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理理想想家家園園】】 

亞軍（證書及$800 禮券） 5A 黃卓玟 
香港品質保證局 優異獎（證書及$100 禮券） 5A 陳梓毅 

入圍獎（證書） 5A 蔡琳芝 5B 周穎欣 4B 吳倩曦 

愛愛心心力力量量「「愛愛的的印印記記」」 
慈慈善善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季軍（獎盃及$200 禮券） 
4B 吳倩曦 愛心力量 冠軍（獎盃及$800 禮券） 

Facebook 最多 Like 獎 

防防火火安安全全海海報報 
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金獎（獎盃及$400 書券） 6C 黎曉晴 

屯門區防火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銀獎（獎盃及$300 書券） 6C 黃嘉柔 
銅獎（獎盃及$200 書券） 6C 丘芷晴 

優異獎（$150 書券） 6A 蔡旻殷 6A 梁煦嫒 
6A 黃彥迅 6B 蔡汶渝 

職職安安摺摺疊疊扇扇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A 梁煦媛 6A 黎正朗 工業傷亡權益會 

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2016國國際際豆豆類類年年 
美美術術設設計計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第 5 組別 世界賽 3 等獎 香港賽 3 等獎 
（獎狀及作品集） 5A 梁詠琳 5A 魏紫君 5B 張紫嫣 

保良局 
香港賽 3 等獎（獎狀及作品集） 5A 陳曉盈 5A 蕭韻心 

第第二二十十九九屆屆和和平平海海報報 
設設計計比比賽賽《《慶慶祝祝和和平平》》 優異獎（獎狀） 1A 郭曉桐 1A 馮玉婷 1B 陳可穎

1C 黃鈺童 2A 曾詠彤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水水上上安安全全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冠軍（獎狀及$2,500 獎金） 5B 古 津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亞軍（獎狀及$1,200 獎金） 5B 張紫嫣 
季軍（獎狀及$600 獎金） 5B 陳明禧 

優異獎（獎狀及$230 獎金） 5A 陳曉盈 5A 魏紫君 5B 陳祖兒 

第第八八屆屆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理理想想家家園園】】 

亞軍（證書及$800 禮券） 4A 梁煦媛 
香港品質保證局 優異獎（證書及$100 禮券） 4B 蔡汶渝 

入圍獎（證書） 4C 黎曉晴 

第第十十一一屆屆 
品品德德教教育育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500 書券） 3D 張家嘉 
南聯教育基金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3A 陳浠蕎 3C 胡芷媛 
3D 陶欣琼 3D 游柏曦 

2017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季軍（獎杯、獎狀及$300 書券） 3D 張家嘉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2A 梁巧澄 2D 孟倬行 
3A 陳浠蕎 3A 洪詩茵 

初中組 良好獎（獎狀） 1B 黃瑋霖 2D 劉海蕎 
3A 黃嘉怡 3D 伍偉僑 

高中組 亞軍（獎杯、獎狀及$400 書券） 5A 魏紫君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4A 黎正朗 4A 陳曉盈 4B 蔡汶渝 
4C 黎曉晴 5B 陳明禧 5B 張紫嫣 

高中組 良好獎（獎狀） 4A 黃彥迅 5A 梁詠琳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屯屯門門警警區區屯屯結結守守望望計計劃劃 
啟啟動動禮禮暨暨歲歲晚晚冬冬防防滅滅罪罪 
宣宣傳傳及及預預防防店店舖舖盜盜竊竊 

貼貼紙紙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800 書券） 5A 梁煦媛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5A 蔡昊殷 5A 黃梓麒 

5A 黃彥迅 5A 蔡汶渝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亞軍（獎座及獎狀） 
（街板主題：防範性侵犯） 

4A 陳卓琳 4A 何心頤 4B 吳淬珊 
4B 黃筠喬 4C 洪詩茵 4C 胡芷媛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季軍（獎座及獎狀） 
（街板主題：提防受騙） 

4A 飛穎潼 4B 梁毓筠 4B 郭遠謙
4B 陳健豪 4B 陳嘉誼 

我我的的祝祝福福 
利利是是封封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高中組 亞軍（證書及$1,000 禮券） 5A 梁煦媛 U-Hearts 
兩地一心及 
社會服務聯會 最多 LIKE 大獎（獎座、獎狀及$500 書券） 5C 黎曉晴 

保保持持環環境境清清潔潔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各獲$200 書券） 4B 吳淬珊 4C 陶欣琼 食物環境衛生署 

化化學學品品安安全全你你知知幾幾多多 
小小冊冊子子封封面面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證書及$300 書券） 4A 飛穎潼 職業安全健康局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品品德德教教育育 
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3A 梁巧晴 3C 劉海蕎 3C 鍾嘉雯 南聯教育基金 

第第十十屆屆校校園園藝藝術術大大使使計計劃劃 嘉許狀（獎狀及$500 獎學金） 5A 梁煦媛 5C 黎曉晴 香港藝術發展局 
『『世世界界防防癆癆日日』』－－ 
防防癆癆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500 獎品） 5C 黎曉晴 香港防癆心臟 

及胸病協會 
第第三三十十屆屆 

和和平平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和和平平的的未未來來》》 

優異獎（獎狀及獎品） 1A 孔麗琪 1A 鍾希桃 2B 洗巧藍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第第十十屆屆徵徵文文、、攝攝影影、、微微電電影影 
、、繪繪畫畫及及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理理想想家家園園】】 
亞軍（證書及$800 禮券） 5A 梁煦媛 香港品質保證局 

158



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2017 香香港港可可持持續續旅旅遊遊發發展展年年 
美美術術設設計計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第 5 組別 香港賽 二等獎 
（獎座、獎狀及得獎作品集畫冊乙本） 5A 蔡旻殷 保良局 

2018 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季軍（獎杯、獎狀及$300 書券） 3A 黃子謙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2B 溫政悅 3B 黎迦悅 3C 劉海蕎 

初中組 良好獎（獎狀） 1A 鍾希桃 1A 曹釺洳 
1D 陳紫晴 3B 董昕楠 

高中組 冠軍（獎杯、獎狀及$400 書券） 5A 梁煦媛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4A 陳卓琳 4B 周穎欣 4C 陶欣琼 
5C 黎曉晴 5C 黃嘉柔 5C 丘芷晴 

高中組 良好獎（獎狀） 4A 蔡琳芝 4B 吳淬珊 4B 鄺曉玲
4C 藍君易 5B 蔡汶渝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世世界界心心臟臟日日」」 
香香港港心心臟臟基基金金會會 
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2018 

亞軍（團體及精英獎） 
（獎盃、證書及$200 禮券） 

5A 蔡琳芝 5B 鄺曉玲 6B 蔡汶渝
6C 黎曉晴 6C 黃嘉柔 「世界心臟日」 

香港心臟基金會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亞軍（團體及優異獎） 

（獎盃、證書及$100 禮券） 6A 蔡旻殷 6A 黎正朗 6A 黃彥迅 

十十．．坊坊環環保保產產品品 
創創意意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座、獎狀及禮品） 4B 布巧林 4C 劉海蕎 

4C 章嫚珈 4C 董昕楠 
香港理工大學 

設計學院校友會 

職職安安大大家家 Win．． 
傳傳愛愛寄寄意意郵郵票票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冠軍（獎座、證書及$2,000 書券） 5C 胡芷媛 
職業安全健康局 

亞軍（獎座、證書及$1,500 書券） 5B 蔡琳芝 
「「童童」」心心展展藝藝．．識識法法– 
「「兒兒童童權權利利公公約約」」 
環環保保袋袋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獎盃） 6A 梁煦媛 6C 黎曉晴 香港基本法 
推介聯席會議 

第第 30 屆屆閱閱讀讀 
嘉嘉年年華華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牌及$100 禮券） 3A 周子琛 3C 柯君慧 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 
PaperOneTM U-Express 
我我的的美美好好時時光光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季軍（獎狀及$200 書券） 5A 潘慧琳 U-Hearts 

「兩地一心」 

防防止止虐虐待待兒兒童童及及預預防防 
校校園園欺欺凌凌滑滑鼠鼠墊墊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800 書券） 5C 藍君易 
屯門警區 季軍（獎狀及$500 書券） 5C 洪詩茵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5B 周穎欣 5B 鄺曉玲 5C 陶欣琼 
第第三三十十一一屆屆 

和和平平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300 書券） 2C 孔麗淇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及短片主題：防止盜竊） 

4A 郭家瑜 4A 陳曉嵐 4A 陳綺雯 
4A 戴穎旻 4B 吳倩曦 4B 是栢茹 

屯門區 
撲滅罪行 
委員會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企硬，唔Take嘢） 4B 布巧林 4B 黎迦悅 4C 劉海蕎

4C 章嫚珈 4C 董昕楠 中學組 亞軍（獎座及獎品） 
（短片主題：企硬，唔Take嘢）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提防受騙） 

4B 梁俊蓉 4B 廖嘉兒 4B 羅羿頤
4B 謝 恩 4C 林貝姿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理理想想家家園園】】 

亞軍（證書及$800 禮券） 5A 黃卓玟 
香港品質保證局 優異獎（證書及$100 禮券） 5A 陳梓毅 

入圍獎（證書） 5A 蔡琳芝 5B 周穎欣 4B 吳倩曦 

愛愛心心力力量量「「愛愛的的印印記記」」 
慈慈善善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季軍（獎盃及$200 禮券） 
4B 吳倩曦 愛心力量 冠軍（獎盃及$800 禮券） 

Facebook 最多 Like 獎 

防防火火安安全全海海報報 
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金獎（獎盃及$400 書券） 6C 黎曉晴 

屯門區防火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銀獎（獎盃及$300 書券） 6C 黃嘉柔 
銅獎（獎盃及$200 書券） 6C 丘芷晴 

優異獎（$150 書券） 6A 蔡旻殷 6A 梁煦嫒 
6A 黃彥迅 6B 蔡汶渝 

職職安安摺摺疊疊扇扇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6A 梁煦媛 6A 黎正朗 工業傷亡權益會 

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2016國國際際豆豆類類年年 
美美術術設設計計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第 5 組別 世界賽 3 等獎 香港賽 3 等獎 
（獎狀及作品集） 5A 梁詠琳 5A 魏紫君 5B 張紫嫣 

保良局 
香港賽 3 等獎（獎狀及作品集） 5A 陳曉盈 5A 蕭韻心 

第第二二十十九九屆屆和和平平海海報報 
設設計計比比賽賽《《慶慶祝祝和和平平》》 優異獎（獎狀） 1A 郭曉桐 1A 馮玉婷 1B 陳可穎

1C 黃鈺童 2A 曾詠彤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水水上上安安全全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冠軍（獎狀及$2,500 獎金） 5B 古 津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亞軍（獎狀及$1,200 獎金） 5B 張紫嫣 
季軍（獎狀及$600 獎金） 5B 陳明禧 

優異獎（獎狀及$230 獎金） 5A 陳曉盈 5A 魏紫君 5B 陳祖兒 

第第八八屆屆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理理想想家家園園】】 

亞軍（證書及$800 禮券） 4A 梁煦媛 
香港品質保證局 優異獎（證書及$100 禮券） 4B 蔡汶渝 

入圍獎（證書） 4C 黎曉晴 

第第十十一一屆屆 
品品德德教教育育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500 書券） 3D 張家嘉 
南聯教育基金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3A 陳浠蕎 3C 胡芷媛 
3D 陶欣琼 3D 游柏曦 

2017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季軍（獎杯、獎狀及$300 書券） 3D 張家嘉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2A 梁巧澄 2D 孟倬行 
3A 陳浠蕎 3A 洪詩茵 

初中組 良好獎（獎狀） 1B 黃瑋霖 2D 劉海蕎 
3A 黃嘉怡 3D 伍偉僑 

高中組 亞軍（獎杯、獎狀及$400 書券） 5A 魏紫君 

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4A 黎正朗 4A 陳曉盈 4B 蔡汶渝 
4C 黎曉晴 5B 陳明禧 5B 張紫嫣 

高中組 良好獎（獎狀） 4A 黃彥迅 5A 梁詠琳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屯屯門門警警區區屯屯結結守守望望計計劃劃 
啟啟動動禮禮暨暨歲歲晚晚冬冬防防滅滅罪罪 
宣宣傳傳及及預預防防店店舖舖盜盜竊竊 

貼貼紙紙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狀及$800 書券） 5A 梁煦媛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5A 蔡昊殷 5A 黃梓麒 

5A 黃彥迅 5A 蔡汶渝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亞軍（獎座及獎狀） 
（街板主題：防範性侵犯） 

4A 陳卓琳 4A 何心頤 4B 吳淬珊 
4B 黃筠喬 4C 洪詩茵 4C 胡芷媛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季軍（獎座及獎狀） 
（街板主題：提防受騙） 

4A 飛穎潼 4B 梁毓筠 4B 郭遠謙
4B 陳健豪 4B 陳嘉誼 

我我的的祝祝福福 
利利是是封封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高中組 亞軍（證書及$1,000 禮券） 5A 梁煦媛 U-Hearts 
兩地一心及 
社會服務聯會 最多 LIKE 大獎（獎座、獎狀及$500 書券） 5C 黎曉晴 

保保持持環環境境清清潔潔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各獲$200 書券） 4B 吳淬珊 4C 陶欣琼 食物環境衛生署 

化化學學品品安安全全你你知知幾幾多多 
小小冊冊子子封封面面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中學組 優異獎（證書及$300 書券） 4A 飛穎潼 職業安全健康局 

第第十十二二屆屆品品德德教教育育 
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100 書券） 3A 梁巧晴 3C 劉海蕎 3C 鍾嘉雯 南聯教育基金 

第第十十屆屆校校園園藝藝術術大大使使計計劃劃 嘉許狀（獎狀及$500 獎學金） 5A 梁煦媛 5C 黎曉晴 香港藝術發展局 
『『世世界界防防癆癆日日』』－－ 
防防癆癆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獎狀及$500 獎品） 5C 黎曉晴 香港防癆心臟 

及胸病協會 
第第三三十十屆屆 

和和平平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和和平平的的未未來來》》 

優異獎（獎狀及獎品） 1A 孔麗琪 1A 鍾希桃 2B 洗巧藍 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三O三區 

第第十十屆屆徵徵文文、、攝攝影影、、微微電電影影 
、、繪繪畫畫及及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理理想想家家園園】】 
亞軍（證書及$800 禮券） 5A 梁煦媛 香港品質保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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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校外音樂比賽成績一覽 
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榮譽 本校中樂團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2 項） 3A 黎穎頤 3D 梁皓堯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優良 
（3 項） 

2C 黃鉦然 3D 楊茵裕 
4D 楊瑋琳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本本年年度度指指定定作作曲曲家家）） 冠軍 4D 梁諾瑤 全港 

中中音音薩薩克克斯斯管管獨獨奏奏 
（（中中學學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2D 陳健豪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冠軍 2B 陳欣彤 新界西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亞軍 4D 劉曉俊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2D 胡考晉 全港 
箏箏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亞軍 2D 潘慧琳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2 項） 4C 廖熙琳 4C 黃駿軒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 
（（中中學學組組））（（4-8 人人）） 優良 

4C 陳浩南 4C 廖熙琳 
4C 曾瑋峻 4C 黃駿軒 
4D 官騰貴 5D 蕭亮南

5D 姚樂雯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2D 余柏安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2 項） 4D 劉曉俊 5E 張皓德 全港 

琵琵琶琶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2B 鍾芍瑩 全港 簫簫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5E 張皓德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3B 劉鎵嬈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4A 梁詠琳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3A 林靖堯 全港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13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良好 1C 曾詠詩 新界西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2C 張家嘉 全港 
粵粵曲曲獨獨唱唱 平平喉喉獨獨唱唱 

（（中中學學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3B 黃綽琪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良好 
（2 項） 3B 黃綽琪 3D 趙伊霖 新界西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13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1C 黃 靖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3 項） 
1D 黃寶慧 2D 梁幟弘 

4B 陳彥彤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1B 廖嘉兒 1C 陳詠君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2 項） 1C 伍綽烽 2B 游柏曦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1A 蔡紹軒 2C 黃劭臻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良好 
（2 項） 3C 鍾安晴 3C 梁雅喬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1A 陳俊彤 新界西 
冠軍 2 項、亞軍 2 項、榮譽 1 項、優良 17 項、良好 19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長長城城隨隨想想曲曲》》 

民樂團  
冠軍 

1A陳俊彤 1C黃 靖 1D曾詠彤 2A劉栩婷 2A余穎喬 2B陳欣彤 2B徐正豪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李思賢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C張家嘉 2D章綿康 2D洪詩茵 2D莫穎欣 2D潘慧琳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A何希桐 3B藍海威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3C黃嘉柔 3D羅永滔 4A梁詠琳 
4B郭彥彤 4C陳浩南 4C蔡辰昊 4C朱俊滔 4C何芷晴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D郭子欣 4D官騰貴 4D劉曉俊 4D廖穎琛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A潘莊薇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譚穎壬 6F陳俊庭 6F蔡妙慈 6F邱淑琪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暢暢想想、、我我把把 
世世界界來來周周遊遊》》 

民樂小組  
冠軍 

1D曾詠彤 2B陳欣彤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C張家嘉 2D洪詩茵 2D潘慧琳 3A何希桐 3B蕭賢蕙 3C黃嘉柔 4A梁詠琳 
4C何芷晴 4C黃駿軒 4D郭子欣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6A潘莊薇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譚穎壬 6F蔡妙慈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瑤瑤族族舞舞曲曲、、卡卡門門 
法法朗朗多多爾爾舞舞曲曲》》 

民樂小組  
亞軍 

1A陳俊彤 2A余穎喬 2B徐正豪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D莫穎欣 3A何希桐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4C陳浩南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D官騰貴 5C李穎琳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F陳俊庭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激激流流、、關關睢睢》》 

民樂小組  
第五名 2B鍾芍瑩 2D潘慧琳 4C黃駿軒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百百仁仁百百槳槳」」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100 書券） 

4B 黎迦悅 4B 廖嘉兒 4B 陳芷茵 4B 謝 茵 
4B 布巧林 4B 是栢茹 4B 梁俊蓉 
4C 劉海蕎 4C 章縵珈 4C 董昕楠 

百仁基金及 
香港龍舟總會 

入圍獎（證書及$500 書券） 4B 黎迦悅 

2019 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冠軍 
（獎杯、獎狀及$500 書券） 3D 岑芍穎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亞軍 
（獎杯、獎狀及$400 書券） 2C 陳紫晴 

初中組 優異獎 
（獎狀及$100 書券） 

1C 鄒宛旻 1D 周睿瑨 2C 潘衍君 
2C 劉睿童 2D 鍾希桃 3A 溫政悅 

初中組 良好獎（獎狀） 2B 梁嘉軒 2C 李詠渢 
2D 錢凱琳 3D 冼巧藍 

高中組 季軍 
（獎杯、獎狀及$300 書券） 5A 譚雅之 

高中組 優異獎 
（獎狀及$100 書券） 

4C 劉海蕎 4C 董昕楠 5A 蔡琳芝 
5A 黃卓玟 5B 周穎欣 

高中組 良好獎（獎狀） 
4A 盧泳詩 4A 黃寶慧 4B 吳倩曦 
5A 飛穎潼 5A 陳卓琳 5A 陳梓毅 
5B 吳淬珊 5B 鄺曉玲 5C 洪詩茵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保保護護香香港港海海洋洋環環境境」」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9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5A 郭家瑜 漁農自然護理署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及短片主題：企硬，唔 Take嘢） 

5A 麥安婷 5A 江尹莉 5B 陳昀蔚 
5B 廖羨儂 5B 岑芍穎 5B 曾佩瑩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提防網上騙案） 5A 周子琛 5B 陳文嘉 5B 潘敏晴 

5B 冼巧藍 5B 謝沛妍 5B 溫政悅 中學組 亞軍（獎座及獎品） 
（短片主題：提防網上騙案）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防範性侵犯） 5A 李卓穎 5A 柯君慧 5B 林珈瑩 

5B 梁錦兒 5B 黃泳霖 5B 郭曉桐 中學組 季軍（獎座及獎品） 
（短片主題：防範性侵犯） 

食食物物安安全全人人人人 LIKE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座及$1,000 書券） 5A 譚雅之 食物環境衛生署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安安心心來來‧‧安安心心去去」」 
全全港港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亞軍 6C 劉海蕎 
賽馬會安寧頌 季軍 6C 董昕楠 

優異獎 6C 林貝姿 
香香港港精精神神 -「「同同心心抗抗疫疫」」 

口口罩罩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殿軍 5A 周子琛 5B 曾佩瑩 5B 潘敏晴 新界青年聯會 

「「在在家家抗抗爭爭的的日日與與夜夜」」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大大賞賞賽賽 

冠軍 會長大賞 
（獎狀及$1500 現金禮券） 4A 陳紫晴 

屯門少年警訊 
優異獎 

（獎狀及$500 現金禮券） 4A 錢凱琳 4A 鍾希桃 4C 楊頌懿 

第第二二屆屆全全港港十十八八區區 
視視藝藝盃盃繪繪畫畫及及書書法法比比賽賽 

2020-2021 
冠軍（獎盃及獎狀） 4A 鍾希桃 香港視藝 

文化交流 

「「樂樂在在紙紙筆筆間間」」英英文文 
藝藝術術字字作作品品創創作作大大賽賽

2020 
金獎（獎盃及獎狀） 4A 鍾希桃 香港競技 

評核總會 

屯屯門門閱閱讀讀節節 2020 至至 2021 
「「喜喜‧‧閱閱」」明明信信片片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牌及$150 禮品） 4A 鍾希桃 救世軍屯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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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校外音樂比賽成績一覽 
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榮譽 本校中樂團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2 項） 3A 黎穎頤 3D 梁皓堯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優良 
（3 項） 

2C 黃鉦然 3D 楊茵裕 
4D 楊瑋琳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本本年年度度指指定定作作曲曲家家）） 冠軍 4D 梁諾瑤 全港 

中中音音薩薩克克斯斯管管獨獨奏奏 
（（中中學學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2D 陳健豪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冠軍 2B 陳欣彤 新界西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亞軍 4D 劉曉俊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2D 胡考晉 全港 
箏箏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亞軍 2D 潘慧琳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2 項） 4C 廖熙琳 4C 黃駿軒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 
（（中中學學組組））（（4-8 人人）） 優良 

4C 陳浩南 4C 廖熙琳 
4C 曾瑋峻 4C 黃駿軒 
4D 官騰貴 5D 蕭亮南

5D 姚樂雯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2D 余柏安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2 項） 4D 劉曉俊 5E 張皓德 全港 

琵琵琶琶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2B 鍾芍瑩 全港 簫簫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5E 張皓德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3B 劉鎵嬈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4A 梁詠琳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3A 林靖堯 全港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13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良好 1C 曾詠詩 新界西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2C 張家嘉 全港 
粵粵曲曲獨獨唱唱 平平喉喉獨獨唱唱 

（（中中學學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3B 黃綽琪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良好 
（2 項） 3B 黃綽琪 3D 趙伊霖 新界西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13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1C 黃 靖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3 項） 
1D 黃寶慧 2D 梁幟弘 

4B 陳彥彤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2 項） 1B 廖嘉兒 1C 陳詠君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2 項） 1C 伍綽烽 2B 游柏曦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1A 蔡紹軒 2C 黃劭臻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良好 
（2 項） 3C 鍾安晴 3C 梁雅喬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1A 陳俊彤 新界西 
冠軍 2 項、亞軍 2 項、榮譽 1 項、優良 17 項、良好 19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長長城城隨隨想想曲曲》》 

民樂團  
冠軍 

1A陳俊彤 1C黃 靖 1D曾詠彤 2A劉栩婷 2A余穎喬 2B陳欣彤 2B徐正豪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李思賢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C張家嘉 2D章綿康 2D洪詩茵 2D莫穎欣 2D潘慧琳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A何希桐 3B藍海威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3C黃嘉柔 3D羅永滔 4A梁詠琳 
4B郭彥彤 4C陳浩南 4C蔡辰昊 4C朱俊滔 4C何芷晴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D郭子欣 4D官騰貴 4D劉曉俊 4D廖穎琛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A潘莊薇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譚穎壬 6F陳俊庭 6F蔡妙慈 6F邱淑琪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暢暢想想、、我我把把 
世世界界來來周周遊遊》》 

民樂小組  
冠軍 

1D曾詠彤 2B陳欣彤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C張家嘉 2D洪詩茵 2D潘慧琳 3A何希桐 3B蕭賢蕙 3C黃嘉柔 4A梁詠琳 
4C何芷晴 4C黃駿軒 4D郭子欣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6A潘莊薇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譚穎壬 6F蔡妙慈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瑤瑤族族舞舞曲曲、、卡卡門門 
法法朗朗多多爾爾舞舞曲曲》》 

民樂小組  
亞軍 

1A陳俊彤 2A余穎喬 2B徐正豪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D莫穎欣 3A何希桐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4C陳浩南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D官騰貴 5C李穎琳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F陳俊庭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激激流流、、關關睢睢》》 

民樂小組  
第五名 2B鍾芍瑩 2D潘慧琳 4C黃駿軒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年度（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百百仁仁百百槳槳」」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優異獎（$100 書券） 

4B 黎迦悅 4B 廖嘉兒 4B 陳芷茵 4B 謝 茵 
4B 布巧林 4B 是栢茹 4B 梁俊蓉 
4C 劉海蕎 4C 章縵珈 4C 董昕楠 

百仁基金及 
香港龍舟總會 

入圍獎（證書及$500 書券） 4B 黎迦悅 

2019 年年 
青青少少年年暑暑期期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初中組 冠軍 
（獎杯、獎狀及$500 書券） 3D 岑芍穎 

順德聯誼總會 

初中組 亞軍 
（獎杯、獎狀及$400 書券） 2C 陳紫晴 

初中組 優異獎 
（獎狀及$100 書券） 

1C 鄒宛旻 1D 周睿瑨 2C 潘衍君 
2C 劉睿童 2D 鍾希桃 3A 溫政悅 

初中組 良好獎（獎狀） 2B 梁嘉軒 2C 李詠渢 
2D 錢凱琳 3D 冼巧藍 

高中組 季軍 
（獎杯、獎狀及$300 書券） 5A 譚雅之 

高中組 優異獎 
（獎狀及$100 書券） 

4C 劉海蕎 4C 董昕楠 5A 蔡琳芝 
5A 黃卓玟 5B 周穎欣 

高中組 良好獎（獎狀） 
4A 盧泳詩 4A 黃寶慧 4B 吳倩曦 
5A 飛穎潼 5A 陳卓琳 5A 陳梓毅 
5B 吳淬珊 5B 鄺曉玲 5C 洪詩茵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保保護護香香港港海海洋洋環環境境」」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2019 優異獎（獎狀及$200 書券） 5A 郭家瑜 漁農自然護理署 

屯屯門門區區 
滅滅罪罪街街板板創創作作比比賽賽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及短片主題：企硬，唔 Take嘢） 

5A 麥安婷 5A 江尹莉 5B 陳昀蔚 
5B 廖羨儂 5B 岑芍穎 5B 曾佩瑩 

屯門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提防網上騙案） 5A 周子琛 5B 陳文嘉 5B 潘敏晴 

5B 冼巧藍 5B 謝沛妍 5B 溫政悅 中學組 亞軍（獎座及獎品） 
（短片主題：提防網上騙案） 
中學組 冠軍（獎座及獎品） 
（街板主題：防範性侵犯） 5A 李卓穎 5A 柯君慧 5B 林珈瑩 

5B 梁錦兒 5B 黃泳霖 5B 郭曉桐 中學組 季軍（獎座及獎品） 
（短片主題：防範性侵犯） 

食食物物安安全全人人人人 LIKE 
海海報報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座及$1,000 書券） 5A 譚雅之 食物環境衛生署 

年度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 辦／協辦單位

「「安安心心來來‧‧安安心心去去」」 
全全港港繪繪畫畫比比賽賽 

亞軍 6C 劉海蕎 
賽馬會安寧頌 季軍 6C 董昕楠 

優異獎 6C 林貝姿 
香香港港精精神神 -「「同同心心抗抗疫疫」」 

口口罩罩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殿軍 5A 周子琛 5B 曾佩瑩 5B 潘敏晴 新界青年聯會 

「「在在家家抗抗爭爭的的日日與與夜夜」」 
四四格格漫漫畫畫大大賞賞賽賽 

冠軍 會長大賞 
（獎狀及$1500 現金禮券） 4A 陳紫晴 

屯門少年警訊 
優異獎 

（獎狀及$500 現金禮券） 4A 錢凱琳 4A 鍾希桃 4C 楊頌懿 

第第二二屆屆全全港港十十八八區區 
視視藝藝盃盃繪繪畫畫及及書書法法比比賽賽 

2020-2021 
冠軍（獎盃及獎狀） 4A 鍾希桃 香港視藝 

文化交流 

「「樂樂在在紙紙筆筆間間」」英英文文 
藝藝術術字字作作品品創創作作大大賽賽

2020 
金獎（獎盃及獎狀） 4A 鍾希桃 香港競技 

評核總會 

屯屯門門閱閱讀讀節節 2020 至至 2021 
「「喜喜‧‧閱閱」」明明信信片片設設計計比比賽賽 亞軍（獎牌及$150 禮品） 4A 鍾希桃 救世軍屯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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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粵粵曲曲獨獨唱唱 平平喉喉獨獨唱唱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 冠軍 4A 黃綽琪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2 項） 3C 胡考晉 5B 郭彥彤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冠軍 3D 張家嘉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5C 蔡辰昊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 
（（中中學學組組））（（4-8 人人）） 

季軍 
（2 項） 

2C 陳俊彤 3A 徐正豪 
3A 余穎喬 3B 莫穎欣 
4D 馬昊騁 5C 袁家灝 
5C 陳浩南 5C 廖熙琳 
5C 黃駿軒 5D 官騰貴 

全港 

鋼鋼琴琴二二重重奏奏 
（（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2 項） 

4C 梁皓堯 4D 楊茵裕 
5B 陳彥彤 5D 林嘉慧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1C 李卓穎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2A 陳詠君 3D 游柏曦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季軍 3A 余穎喬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2 項） 1B 梁焯旻 2D 蔡紹軒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季軍 5C 廖熙琳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季軍 5D 劉曉俊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2 項） 1B 曾晞瑜 2C 李穎晞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三三級級）） 季軍 2D 董昕楠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季軍 2D 廖嘉兒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優良 
（4 項） 

3C 馮穎芝 3D 黃鉦然 
4C 梁皓堯 5D 楊瑋琳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季軍 3A 陳欣彤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季軍 4A 黃子麟 新界西 中中學學合合唱唱隊隊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女女子子 
第第二二組組別別 （（初初級級組組））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良好 本校合唱團 全港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本校中樂團 全港 

琵琵琶琶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優良 
2A 梁錦兒 2A 曾詠彤 
2C 趙媛盈 3A 洪詩茵 
3B 鍾芍瑩 5A 梁詠琳 

全港 
弦弦樂樂小小組組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5A 藍呈其 5B 郭胤廷 
5C 吳子潼 5D 梁諾瑤 全港 

琵琵琶琶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2 項） 5B 郭子渝 5C 蕭咏儀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4B 劉鎵嬈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5A 梁詠琳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良好 
（3 項） 

1B 羅暐琋 1D 岑芍穎 
4A 黃綽琪 新界西 

中中阮阮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5D 郭子欣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中中國國作作曲曲家家）） 優良 2D 劉海蕎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2 項） 2D 劉海蕎 3D 黃劭臻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中中國國作作曲曲家家）） 優良 4B 劉鎵嬈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3 項） 
1B 梁樂駿 2A 黃寶慧 

5C 蔡辰昊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杜杜朗朗夫夫人人紀紀念念獎獎）） 

（（19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5D 梁諾瑤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良好 

（3 項） 
1B 李巧怡 4B 黎穎頤 

4C 梁雅喬 新界西 

冠軍 2 項、季軍 9 項、優良 24 項、良好 15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普普天天同同慶慶》》 

民樂小組 第一名 
（獎盃、證書及
$2,500 獎金） 

1A彭靜嵐 1D潘敏晴 2B黃 靖 2C王思行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C林靖堯 
5A梁詠琳 5B郭彥彤 5C朱俊滔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蔡辰昊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5D劉曉俊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塔塔吉吉克克舞舞曲曲》》 

民樂小組 第一名 
（獎盃、證書及
$2,500 獎金） 

1A麥綽琳 1A溫政悅 1B鄧依琳 1D周子琛 2A曾詠彤 2B曾詠詩 2B黃 靖 
2C梁韻晴 2C趙媛盈 3A洪詩茵 3A潘慧琳 3B鍾芍瑩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黃鉦然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5A梁詠琳 5C黃駿軒 5D杜玟禧 5D郭子欣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綠綠色色田田野野》》 

民樂團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1A陳亮齊 1A麥綽琳 1A彭靜嵐 1A溫政悅 1B曾佩瑩 1B曾晞瑜 1B黃樂謙 
1B鄧依琳 1C陳保晴 1C陳啟悅 1C黃鈺童 1C謝沛妍 1D周子琛 1D潘敏晴 
1D謝錦鴻 2A李儷雅 2A曾詠彤 2B何 晴 2B黃 靖 2C王思行 2C陳俊彤 
2C鄒建兒 2C趙媛盈 2C鍾立陣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穎喬 3A李思賢 
3A洪詩茵 3A徐正豪 3A潘慧琳 3B莫穎欣 3B鍾芍瑩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3D黃鉦然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4D馬昊騁 4D藍海威 5A梁詠琳 5B郭彥彤 5C朱俊滔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熙琳 5C蔡辰昊 5D杜玟禧 5D官騰貴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5D劉曉俊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蘇蘇堤堤漫漫步步、、 
平平湖湖秋秋月月》》 

民樂小組  
傑出金獎 2B羅凱珊 4A梁詠琳 4C蔡辰昊 4C廖熙琳 6C陳紫筠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黃黃土土地地上上的的素素描描》》 
三等獎 

（獎狀） 4C廖熙琳 4C黃駿軒 5D蕭亮楠 5D姚樂雯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三三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孔孔雀雀飛飛舞舞》》 

三等獎 
（獎狀） 2B 羅凱珊 3B 劉鎵嬈 4C 黃駿軒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三三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小小夜夜曲曲》》 

三等獎 
（獎狀） 3C黃嘉柔 4A梁詠琳 4D郭子欣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長長城城隨隨想想》》 

冠軍 
一等獎 

（獎盃、獎狀及 
$600 獎金） 

1A陳俊彤 1C黃 靖 1C王振琛 1C黃文朗 1D曾詠彤 2A劉栩婷 2A余穎喬 
2B陳欣彤 2B徐正豪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李思賢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C張家嘉 2C黃鉦然 2D章綿康 2D洪詩茵 2D莫穎欣 
2D潘慧琳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A何希桐 3B劉鎵嬈 3B藍海威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3C黃嘉柔 3D羅永滔 3D梁明怡 4A梁詠琳 4A潘傲君 4B郭彥彤 
4C陳浩南 4C蔡辰昊 4C朱俊滔 4C何芷晴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C郭子欣 4D官騰貴 4D劉曉俊 4D廖穎琛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A潘莊薇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吳梓桐 6C譚穎壬 6F陳俊庭 6F邱淑琪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初初級級組組 

《《快快樂樂的的姑姑娘娘。。 
紅紅彩彩妹妹妹妹》》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陳俊彤 1A鄒建兒 1A梁錦兒 1A盧詠詩 1A趙媛盈 1B陳嘉慧 1B何 晴 
1B黎昕昫 1B李穎晞 1B梁嘉穎 1B梁韻晴 1B謝 恩 1B董昕楠 1B鍾立陣 
1C陳芷茵 1C林詠彤 1C吳柏怡 1C曾詠詩 1C黃 靖 1C王振琛 1C黃文朗 
1C王思行 1D趙嘉軍 1D藍元嗣 1D李儷雅 1D蕭卓熙 1D曾詠彤 2A劉栩婷 
2A余穎喬 2B陳欣彤 2B徐正豪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李思賢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C張家嘉 2C黃鉦然 2D章綿康 2D洪詩茵 
2D莫穎欣 2D潘慧琳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A黎穎頤 3B劉鎵嬈 3B蕭賢蕙 

4C吳文蔚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我我是是一一個個 
小小民民兵兵》》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B李思賢 2D章綿康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B劉鎵嬈 3B藍海威 3D羅永滔 
4B 郭彥彤 4C 蔡辰昊 4C 朱俊滔 4D 劉曉俊 4D 廖穎琛 6F 邱淑琪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中中學學）） 
《《激激流流》》 

冠軍 
三等獎 

（獎盃、獎狀及 
$350 獎金） 

2B鍾芍瑩 2D潘慧琳 4C黃駿軒 5C李穎琳 5D黃詩雅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打打樂樂合合奏奏 
《《秧秧歌歌調調》》 

亞軍 
三等獎 

（獎盃、獎狀及 
$200 獎金） 

1C 黃 靖 2A 劉栩婷 2B 羅凱珊 2B 李思賢 2D 章綿康 2D 胡考晉 2D 余柏安
3B 劉鎵嬈 3B 藍海威 3D 羅永滔 4B 郭彥彤 4C 蔡辰昊 4C 朱俊滔 4C 廖熙琳 

4D劉曉俊 4D廖穎琛 5A禤慧芝 6A潘莊薇 6C譚穎壬 6F邱淑琪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中中學學）） 
《《蘇蘇堤堤漫漫步步》》 

季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350 獎金） 

2B羅凱珊 3B劉鎵嬈 4A梁詠琳 4C蔡辰昊 4C廖熙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樂樂合合奏奏 

《《瑤瑤族族舞舞曲曲》》 

季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250 獎金） 

1A陳俊彤 2A余穎喬 2B徐正豪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D莫穎欣 
3A何希桐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3D梁明怡 4A潘傲君 4C陳浩南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D官騰貴 5C李穎琳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C吳梓桐 6F陳俊庭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彈彈撥撥樂樂合合奏奏 
《《暢暢想想》》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D曾詠彤 2B陳欣彤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C張家嘉 2C黃鉦然 2D洪詩茵 2D潘慧琳 3A何希桐 
3B劉鎵嬈 3B蕭賢蕙 3C黃嘉柔 3D梁明怡 4A梁詠琳 4A潘傲君 
4C何芷晴 4C黃駿軒 4D郭子欣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吳梓桐 

新聲 
音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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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粵粵曲曲獨獨唱唱 平平喉喉獨獨唱唱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 冠軍 4A 黃綽琪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2 項） 3C 胡考晉 5B 郭彥彤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冠軍 3D 張家嘉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5C 蔡辰昊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 
（（中中學學組組））（（4-8 人人）） 

季軍 
（2 項） 

2C 陳俊彤 3A 徐正豪 
3A 余穎喬 3B 莫穎欣 
4D 馬昊騁 5C 袁家灝 
5C 陳浩南 5C 廖熙琳 
5C 黃駿軒 5D 官騰貴 

全港 

鋼鋼琴琴二二重重奏奏 
（（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2 項） 

4C 梁皓堯 4D 楊茵裕 
5B 陳彥彤 5D 林嘉慧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1C 李卓穎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2 項） 2A 陳詠君 3D 游柏曦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季軍 3A 余穎喬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2 項） 1B 梁焯旻 2D 蔡紹軒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季軍 5C 廖熙琳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季軍 5D 劉曉俊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2 項） 1B 曾晞瑜 2C 李穎晞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三三級級）） 季軍 2D 董昕楠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季軍 2D 廖嘉兒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優良 
（4 項） 

3C 馮穎芝 3D 黃鉦然 
4C 梁皓堯 5D 楊瑋琳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季軍 3A 陳欣彤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季軍 4A 黃子麟 新界西 中中學學合合唱唱隊隊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女女子子 
第第二二組組別別 （（初初級級組組））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良好 本校合唱團 全港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本校中樂團 全港 

琵琵琶琶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優良 
2A 梁錦兒 2A 曾詠彤 
2C 趙媛盈 3A 洪詩茵 
3B 鍾芍瑩 5A 梁詠琳 

全港 
弦弦樂樂小小組組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5A 藍呈其 5B 郭胤廷 
5C 吳子潼 5D 梁諾瑤 全港 

琵琵琶琶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2 項） 5B 郭子渝 5C 蕭咏儀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4B 劉鎵嬈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5A 梁詠琳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良好 
（3 項） 

1B 羅暐琋 1D 岑芍穎 
4A 黃綽琪 新界西 

中中阮阮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5D 郭子欣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中中級級組組）） 

（（中中國國作作曲曲家家）） 優良 2D 劉海蕎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2 項） 2D 劉海蕎 3D 黃劭臻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中中國國作作曲曲家家）） 優良 4B 劉鎵嬈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3 項） 
1B 梁樂駿 2A 黃寶慧 

5C 蔡辰昊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杜杜朗朗夫夫人人紀紀念念獎獎）） 

（（19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5D 梁諾瑤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良好 

（3 項） 
1B 李巧怡 4B 黎穎頤 

4C 梁雅喬 新界西 

冠軍 2 項、季軍 9 項、優良 24 項、良好 15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普普天天同同慶慶》》 

民樂小組 第一名 
（獎盃、證書及
$2,500 獎金） 

1A彭靜嵐 1D潘敏晴 2B黃 靖 2C王思行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C林靖堯 
5A梁詠琳 5B郭彥彤 5C朱俊滔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蔡辰昊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5D劉曉俊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塔塔吉吉克克舞舞曲曲》》 

民樂小組 第一名 
（獎盃、證書及
$2,500 獎金） 

1A麥綽琳 1A溫政悅 1B鄧依琳 1D周子琛 2A曾詠彤 2B曾詠詩 2B黃 靖 
2C梁韻晴 2C趙媛盈 3A洪詩茵 3A潘慧琳 3B鍾芍瑩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黃鉦然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5A梁詠琳 5C黃駿軒 5D杜玟禧 5D郭子欣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綠綠色色田田野野》》 

民樂團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1A陳亮齊 1A麥綽琳 1A彭靜嵐 1A溫政悅 1B曾佩瑩 1B曾晞瑜 1B黃樂謙 
1B鄧依琳 1C陳保晴 1C陳啟悅 1C黃鈺童 1C謝沛妍 1D周子琛 1D潘敏晴 
1D謝錦鴻 2A李儷雅 2A曾詠彤 2B何 晴 2B黃 靖 2C王思行 2C陳俊彤 
2C鄒建兒 2C趙媛盈 2C鍾立陣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穎喬 3A李思賢 
3A洪詩茵 3A徐正豪 3A潘慧琳 3B莫穎欣 3B鍾芍瑩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3D黃鉦然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4D馬昊騁 4D藍海威 5A梁詠琳 5B郭彥彤 5C朱俊滔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熙琳 5C蔡辰昊 5D杜玟禧 5D官騰貴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5D劉曉俊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三三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6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蘇蘇堤堤漫漫步步、、 
平平湖湖秋秋月月》》 

民樂小組  
傑出金獎 2B羅凱珊 4A梁詠琳 4C蔡辰昊 4C廖熙琳 6C陳紫筠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三三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黃黃土土地地上上的的素素描描》》 
三等獎 

（獎狀） 4C廖熙琳 4C黃駿軒 5D蕭亮楠 5D姚樂雯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三三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孔孔雀雀飛飛舞舞》》 

三等獎 
（獎狀） 2B 羅凱珊 3B 劉鎵嬈 4C 黃駿軒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三三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小小夜夜曲曲》》 

三等獎 
（獎狀） 3C黃嘉柔 4A梁詠琳 4D郭子欣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長長城城隨隨想想》》 

冠軍 
一等獎 

（獎盃、獎狀及 
$600 獎金） 

1A陳俊彤 1C黃 靖 1C王振琛 1C黃文朗 1D曾詠彤 2A劉栩婷 2A余穎喬 
2B陳欣彤 2B徐正豪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李思賢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C張家嘉 2C黃鉦然 2D章綿康 2D洪詩茵 2D莫穎欣 
2D潘慧琳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A何希桐 3B劉鎵嬈 3B藍海威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3C黃嘉柔 3D羅永滔 3D梁明怡 4A梁詠琳 4A潘傲君 4B郭彥彤 
4C陳浩南 4C蔡辰昊 4C朱俊滔 4C何芷晴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C郭子欣 4D官騰貴 4D劉曉俊 4D廖穎琛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A潘莊薇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吳梓桐 6C譚穎壬 6F陳俊庭 6F邱淑琪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初初級級組組 

《《快快樂樂的的姑姑娘娘。。 
紅紅彩彩妹妹妹妹》》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陳俊彤 1A鄒建兒 1A梁錦兒 1A盧詠詩 1A趙媛盈 1B陳嘉慧 1B何 晴 
1B黎昕昫 1B李穎晞 1B梁嘉穎 1B梁韻晴 1B謝 恩 1B董昕楠 1B鍾立陣 
1C陳芷茵 1C林詠彤 1C吳柏怡 1C曾詠詩 1C黃 靖 1C王振琛 1C黃文朗 
1C王思行 1D趙嘉軍 1D藍元嗣 1D李儷雅 1D蕭卓熙 1D曾詠彤 2A劉栩婷 
2A余穎喬 2B陳欣彤 2B徐正豪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李思賢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C張家嘉 2C黃鉦然 2D章綿康 2D洪詩茵 
2D莫穎欣 2D潘慧琳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A黎穎頤 3B劉鎵嬈 3B蕭賢蕙 

4C吳文蔚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我我是是一一個個 
小小民民兵兵》》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B李思賢 2D章綿康 2D胡考晉 2D余柏安 3B劉鎵嬈 3B藍海威 3D羅永滔 
4B 郭彥彤 4C 蔡辰昊 4C 朱俊滔 4D 劉曉俊 4D 廖穎琛 6F 邱淑琪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中中學學）） 
《《激激流流》》 

冠軍 
三等獎 

（獎盃、獎狀及 
$350 獎金） 

2B鍾芍瑩 2D潘慧琳 4C黃駿軒 5C李穎琳 5D黃詩雅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打打樂樂合合奏奏 
《《秧秧歌歌調調》》 

亞軍 
三等獎 

（獎盃、獎狀及 
$200 獎金） 

1C 黃 靖 2A 劉栩婷 2B 羅凱珊 2B 李思賢 2D 章綿康 2D 胡考晉 2D 余柏安
3B 劉鎵嬈 3B 藍海威 3D 羅永滔 4B 郭彥彤 4C 蔡辰昊 4C 朱俊滔 4C 廖熙琳 

4D劉曉俊 4D廖穎琛 5A禤慧芝 6A潘莊薇 6C譚穎壬 6F邱淑琪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中中學學）） 
《《蘇蘇堤堤漫漫步步》》 

季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350 獎金） 

2B羅凱珊 3B劉鎵嬈 4A梁詠琳 4C蔡辰昊 4C廖熙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樂樂合合奏奏 

《《瑤瑤族族舞舞曲曲》》 

季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250 獎金） 

1A陳俊彤 2A余穎喬 2B徐正豪 2B陶欣琼 2B游柏曦 2D莫穎欣 
3A何希桐 3B蕭賢蕙 3C馬昊聘 3D梁明怡 4A潘傲君 4C陳浩南 
4C廖熙琳 4C曾瑋峻 4C黃駿軒 4C袁家灝 4D官騰貴 5C李穎琳 
5D蕭亮南 5D姚樂雯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C吳梓桐 6F陳俊庭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彈彈撥撥樂樂合合奏奏 
《《暢暢想想》》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D曾詠彤 2B陳欣彤 2B鍾芍瑩 2B藍君易 2B羅凱珊 2B那思一 
2B陶欣琼 2C張家嘉 2C黃鉦然 2D洪詩茵 2D潘慧琳 3A何希桐 
3B劉鎵嬈 3B蕭賢蕙 3C黃嘉柔 3D梁明怡 4A梁詠琳 4A潘傲君 
4C何芷晴 4C黃駿軒 4D郭子欣 4D杜玟禧 5A禤慧芝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6B鍾家盈 6B林俊朗 6B潘楚薇 6C陳紫筠 6C吳梓桐 

新聲 
音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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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粵粵曲曲獨獨唱唱 粵粵曲曲獎獎學學金金 冠軍 5A 黃綽琪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4D 胡考晉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亞軍 4A 張家嘉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本本年年度度指指定定作作曲曲家家）） 優良 4A 蔡穎彤 全港 

琵琵琶琶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季軍 
2A 黃鈺童 2C 陳啟源 
3C 趙媛盈 4B 鍾芍瑩 

4C 洪詩茵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1D 潘衍君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1B 吳焯珩 2D 李卓穎 
3B 董昕楠 新界西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季軍 
4C 陶欣琼 4D 余穎喬 
4D 莫穎欣 4D 徐正豪 

5D 馬昊騁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4C 游柏曦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1A 梅樂澄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季軍 3D 廖嘉兒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優良 3B 李穎晞 新界西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本校中樂團 全港 

大大提提琴琴獨獨奏奏 
（（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5B 黎穎頤 全港 

琵琵琶琶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4B 鍾芍瑩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優良 
1A 劉 楹 1B 張家嵐 
1D 黃穎芝 3C 何 晴 

4C 游柏曦 
全港 

箏箏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4A 潘慧琳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5B 劉鎵嬈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2 項） 1A 陳卓楹 3C 劉海蕎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2A 謝錦鴻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3 項） 

1D 黃穎芝 4D 余穎喬 
4D 徐正豪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2 項） 1B 石樂瑤 4B 陳欣彤 新界西 

結結他他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3D 陳栢熙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良好 4D 李斯穎 新界西 
冠軍 1 項、亞軍 1 項、季軍 3 項、優良 16 項、良好 9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團 中學組 
第一名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1B留熙紫 1D黃穎芝 1D胡筱晴 2A謝錦鴻 2A黃鈺童 
2B溫政悅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B鄧依琳 2C陳啟悅 2C周子琛 2C陳亮齊 
2D潘敏晴 2D關靜柔 3A曾詠詩 3B王思行 3B黃 靖 3B梁韻晴 3C何 晴 
3C梁嘉穎 3C趙媛盈 3D鄒建兒 3D游洪源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3D廖嘉兒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C章綿康 4C陶欣琼 
4C游柏曦 4C洪詩茵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4D徐正豪 4D莫穎欣 4D余穎喬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羅永滔 5C林靖堯 5D馬昊騁 5C黃嘉柔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小組（合奏） 
中學組  
第二名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1A陳卓楹 1A孔麗淇 1A江玗穎 1A梅樂澄 1A黎詠恩 
1B紀若楠 1B留熙紫 1B張 睿 1C戚靖昕 1C陳俊珽 1D胡筱晴 1D梁焯璘 
1D黃穎芝 2A謝錦鴻 2A黃鈺童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B溫政悅 2B鄧依琳 
2C陳啟悅 2C周子琛 2C陳亮齊 2D許子謙 2D潘敏晴 2D關靜柔 3B王思行 
3B黃 靖 3B梁韻晴 3C梁嘉穎 3C何 晴 3C趙媛盈 3D鄒建兒 3D廖嘉兒 
3D游洪源 5C羅永滔 4A羅凱珊 4A劉栩婷 4A潘慧琳 4C章綿康 4C游柏曦 

4D余穎喬 4D徐正豪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團 中學組 
第三名 

1D黃穎芝 2A謝錦鴻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C周子琛 3C何 晴 3D游洪源 
4C游柏曦 4C陶欣琼 4D余穎喬 4D徐正豪 4D莫穎欣 5D馬昊騁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中學組  
第三名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2B彭靜嵐 2D潘敏晴 3B黃 靖 3B王思行 3C梁嘉穎 
3D鄒建兒 3D廖嘉兒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C章綿康 4C游柏曦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4D徐正豪 5B劉鎵嬈 5C羅永滔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小組（合奏） 
中學組  
第四名 

1B留熙紫 2A黃鈺童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3A曾詠詩 
3B梁韻晴 3C趙媛盈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熱熱情情奏奏响响》》 

冠軍 
（獎盃、獎狀及

$600 獎金） 

1A曹釺洳 1A劉 楹 1A胡瀛風 1B留熙紫 1D胡筱晴 1D黃穎芝 2A黃鈺童 
2A謝錦鴻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B陳珏斌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2C陳亮齊 2D潘敏晴 2D游洪源 2D關靜柔 3A曾詠詩 
3B王思行 3B黃 靖 3B梁韻晴 3C趙媛盈 3C梁嘉穎 3C何 晴 3D鄒建兒 
3D廖嘉兒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張家嘉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A潘慧琳 
4B鍾芍瑩 4C游柏曦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4C章綿康 4D莫穎欣 4D黃鉦然 
4D李思賢 4D胡考晉 4D余穎喬 4D徐正豪 4D余柏安 5B劉鎵嬈 5C羅永滔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5D藍海威 5D馬昊騁 

新聲 
音樂協會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快快樂樂的的薩薩麗麗哈哈》》 

民樂小組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1A彭靜嵐 1D潘敏晴 2C王思行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4A羅永滔 4D藍海威 
5B郭彥彤 5C朱俊滔 5C蔡辰昊 5D廖穎琛 5D劉曉俊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齊齊瓦瓦哥哥醫醫生生 
主主題題聯聯奏奏》》 

民樂小組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3A余穎喬 3A徐正豪 3B莫穎欣 3D陶欣琼 4D馬昊騁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熙琳 5D官騰貴 6C李穎琳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流流水水飛飛韻韻》》 

民樂小組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3A潘慧琳 5A梁詠琳 5C黃駿軒 
5C廖熙琳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黃黃土土地地上上的的素素描描》》 
三等獎（獎狀） 4C廖熙琳 4C黃駿軒 5D蕭亮楠 5D姚樂雯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四四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孔孔雀雀飛飛舞舞》》 

三等獎（獎狀） 2B 羅凱珊 3B 劉鎵嬈 4C 黃駿軒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四四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小小夜夜曲曲》》 

三等獎（獎狀） 3C黃嘉柔 4A梁詠琳 4D郭子欣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綠綠色色田田野野》》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陳亮齊 1A麥綽琳 1A溫政悅 1B曾晞瑜 1B鄧依琳 1D周子琛 1D陳珏斌 
2A李儷雅 2A曾詠彤 2B何 晴 2B曾詠詩 2B黃 靖 2C梁韻晴 2C陳俊彤 
2C鄒建兒 2C趙媛盈 2C鍾立陣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蘇家誼 3A余柏安 
3A余穎喬 3A李思賢 3A洪詩茵 3A徐正豪 3A潘慧琳 3B莫穎欣 3B鍾芍瑩 
3B羅凱珊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3D黃鉦然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B劉鎵嬈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4D馬昊騁 4D藍海威 
5A梁詠琳 5B郭彥彤 5C何芷晴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𤋮𤋮琳 

5D杜玟禧 5D官騰貴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6C李穎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塔塔吉吉克克舞舞曲曲》》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麥綽琳 1A溫政悅 1B鄧依琳 1D周子琛 1D陳珏斌 2A曾詠彤 
2B曾詠詩 2C梁韻晴 2C趙媛盈 3A洪詩茵 3A潘慧琳 3B鍾芍瑩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黃鉦然 4B劉鎵嬈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5A梁詠琳 5C何芷晴 5D杜玟禧 5D郭子欣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打打樂樂合合奏奏 

《《普普天天同同慶慶》》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B黃 靖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B羅凱珊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B劉鎵嬈 

4C林靖堯 4D藍海威 5B郭彥彤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快快樂樂的的薩薩麗麗哈哈》》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4A羅永滔 4D藍海威 5B郭彥彤 5D廖穎琛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中中學學）） 
《《流流水水飛飛韻韻》》 

冠軍 
（獎盃、獎狀及

$350 獎金） 
3A 潘慧琳 3A 羅凱珊 5A 梁詠琳 
5C 黃駿軒 5C 廖熙琳 6C 李穎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樂樂合合奏奏 

《《齊齊瓦瓦哥哥醫醫生生 
主主題題聯聯奏奏》》 

亞軍 
（獎盃、獎狀及

$250 獎金） 

1A陳亮齊 1B曾晞瑜 2B何 晴 2C陳俊彤 3A余穎喬 3A徐豪正 
3A蘇家誼 3B莫穎欣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4C林靖堯 4D馬昊騁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𤋮𤋮琳 5D官騰貴 6C李穎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中中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豐豐收收歌歌》》 

亞軍 
（獎盃、獎狀及

$300 獎金） 

1A陳亮齊 1A麥綽琳 1A彭靜嵐 1A溫政悅 1B曾佩瑩 1B曾晞瑜 1B黃樂謙 
1B鄧依琳 1C陳啟悅 1C黃鈺童 1C謝沛妍 1D周子琛 1D陳珏斌 
1D游洪源 1D潘敏晴 1D謝錦鴻 2A曾詠彤 2B何 晴 2B曾詠詩 
2B黃 靖 2C梁韻晴 2C陳俊彤 2C鄒建兒 2C趙媛盈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柏安 3A余穎喬 3A李思賢 3A洪詩茵 3A徐正豪 
3A潘慧琳 3A蘇家誼 3B莫穎欣 3B鍾芍瑩 3B羅凱珊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3D黃鉦然 3D劉栩婷 

新聲 
音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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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粵粵曲曲獨獨唱唱 粵粵曲曲獎獎學學金金 冠軍 5A 黃綽琪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優良 4D 胡考晉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亞軍 4A 張家嘉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本本年年度度指指定定作作曲曲家家）） 優良 4A 蔡穎彤 全港 

琵琵琶琶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季軍 
2A 黃鈺童 2C 陳啟源 
3C 趙媛盈 4B 鍾芍瑩 

4C 洪詩茵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1D 潘衍君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1B 吳焯珩 2D 李卓穎 
3B 董昕楠 新界西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季軍 
4C 陶欣琼 4D 余穎喬 
4D 莫穎欣 4D 徐正豪 

5D 馬昊騁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4C 游柏曦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1A 梅樂澄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季軍 3D 廖嘉兒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優良 3B 李穎晞 新界西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本校中樂團 全港 

大大提提琴琴獨獨奏奏 
（（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5B 黎穎頤 全港 

琵琵琶琶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4B 鍾芍瑩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優良 
1A 劉 楹 1B 張家嵐 
1D 黃穎芝 3C 何 晴 

4C 游柏曦 
全港 

箏箏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4A 潘慧琳 全港 
柳柳琴琴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5B 劉鎵嬈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2 項） 1A 陳卓楹 3C 劉海蕎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2A 謝錦鴻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3 項） 

1D 黃穎芝 4D 余穎喬 
4D 徐正豪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2 項） 1B 石樂瑤 4B 陳欣彤 新界西 

結結他他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3D 陳栢熙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八八級級）） 良好 4D 李斯穎 新界西 
冠軍 1 項、亞軍 1 項、季軍 3 項、優良 16 項、良好 9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團 中學組 
第一名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1B留熙紫 1D黃穎芝 1D胡筱晴 2A謝錦鴻 2A黃鈺童 
2B溫政悅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B鄧依琳 2C陳啟悅 2C周子琛 2C陳亮齊 
2D潘敏晴 2D關靜柔 3A曾詠詩 3B王思行 3B黃 靖 3B梁韻晴 3C何 晴 
3C梁嘉穎 3C趙媛盈 3D鄒建兒 3D游洪源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3D廖嘉兒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C章綿康 4C陶欣琼 
4C游柏曦 4C洪詩茵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4D徐正豪 4D莫穎欣 4D余穎喬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羅永滔 5C林靖堯 5D馬昊騁 5C黃嘉柔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小組（合奏） 
中學組  
第二名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1A陳卓楹 1A孔麗淇 1A江玗穎 1A梅樂澄 1A黎詠恩 
1B紀若楠 1B留熙紫 1B張 睿 1C戚靖昕 1C陳俊珽 1D胡筱晴 1D梁焯璘 
1D黃穎芝 2A謝錦鴻 2A黃鈺童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B溫政悅 2B鄧依琳 
2C陳啟悅 2C周子琛 2C陳亮齊 2D許子謙 2D潘敏晴 2D關靜柔 3B王思行 
3B黃 靖 3B梁韻晴 3C梁嘉穎 3C何 晴 3C趙媛盈 3D鄒建兒 3D廖嘉兒 
3D游洪源 5C羅永滔 4A羅凱珊 4A劉栩婷 4A潘慧琳 4C章綿康 4C游柏曦 

4D余穎喬 4D徐正豪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團 中學組 
第三名 

1D黃穎芝 2A謝錦鴻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C周子琛 3C何 晴 3D游洪源 
4C游柏曦 4C陶欣琼 4D余穎喬 4D徐正豪 4D莫穎欣 5D馬昊騁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中學組  
第三名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2B彭靜嵐 2D潘敏晴 3B黃 靖 3B王思行 3C梁嘉穎 
3D鄒建兒 3D廖嘉兒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C章綿康 4C游柏曦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4D徐正豪 5B劉鎵嬈 5C羅永滔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第第五五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8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民樂小組（合奏） 
中學組  
第四名 

1B留熙紫 2A黃鈺童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3A曾詠詩 
3B梁韻晴 3C趙媛盈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香港音樂 
教育學院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熱熱情情奏奏响响》》 

冠軍 
（獎盃、獎狀及

$600 獎金） 

1A曹釺洳 1A劉 楹 1A胡瀛風 1B留熙紫 1D胡筱晴 1D黃穎芝 2A黃鈺童 
2A謝錦鴻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B陳珏斌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2C陳亮齊 2D潘敏晴 2D游洪源 2D關靜柔 3A曾詠詩 
3B王思行 3B黃 靖 3B梁韻晴 3C趙媛盈 3C梁嘉穎 3C何 晴 3D鄒建兒 
3D廖嘉兒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張家嘉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A潘慧琳 
4B鍾芍瑩 4C游柏曦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4C章綿康 4D莫穎欣 4D黃鉦然 
4D李思賢 4D胡考晉 4D余穎喬 4D徐正豪 4D余柏安 5B劉鎵嬈 5C羅永滔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5D藍海威 5D馬昊騁 

新聲 
音樂協會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快快樂樂的的薩薩麗麗哈哈》》 

民樂小組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1A彭靜嵐 1D潘敏晴 2C王思行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4A羅永滔 4D藍海威 
5B郭彥彤 5C朱俊滔 5C蔡辰昊 5D廖穎琛 5D劉曉俊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齊齊瓦瓦哥哥醫醫生生 
主主題題聯聯奏奏》》 

民樂小組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3A余穎喬 3A徐正豪 3B莫穎欣 3D陶欣琼 4D馬昊騁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熙琳 5D官騰貴 6C李穎琳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 
香香港港國國際際音音樂樂節節 
2017 音音樂樂比比賽賽 
《《流流水水飛飛韻韻》》 

民樂小組 第二名 
（獎盃、證書及
$1,000 獎金） 

3A潘慧琳 5A梁詠琳 5C黃駿軒 
5C廖熙琳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藝韻 
管弦樂協會 

第第四四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黃黃土土地地上上的的素素描描》》 
三等獎（獎狀） 4C廖熙琳 4C黃駿軒 5D蕭亮楠 5D姚樂雯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四四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孔孔雀雀飛飛舞舞》》 

三等獎（獎狀） 2B 羅凱珊 3B 劉鎵嬈 4C 黃駿軒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第第四四屆屆珠珠港港澳澳 
民民族族器器樂樂大大賽賽 
《《小小夜夜曲曲》》 

三等獎（獎狀） 3C黃嘉柔 4A梁詠琳 4D郭子欣 5C李穎琳 5C黃詩雅 珠海市文化 
體育旅遊局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綠綠色色田田野野》》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陳亮齊 1A麥綽琳 1A溫政悅 1B曾晞瑜 1B鄧依琳 1D周子琛 1D陳珏斌 
2A李儷雅 2A曾詠彤 2B何 晴 2B曾詠詩 2B黃 靖 2C梁韻晴 2C陳俊彤 
2C鄒建兒 2C趙媛盈 2C鍾立陣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蘇家誼 3A余柏安 
3A余穎喬 3A李思賢 3A洪詩茵 3A徐正豪 3A潘慧琳 3B莫穎欣 3B鍾芍瑩 
3B羅凱珊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3D黃鉦然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B劉鎵嬈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4D馬昊騁 4D藍海威 
5A梁詠琳 5B郭彥彤 5C何芷晴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𤋮𤋮琳 

5D杜玟禧 5D官騰貴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6C李穎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塔塔吉吉克克舞舞曲曲》》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麥綽琳 1A溫政悅 1B鄧依琳 1D周子琛 1D陳珏斌 2A曾詠彤 
2B曾詠詩 2C梁韻晴 2C趙媛盈 3A洪詩茵 3A潘慧琳 3B鍾芍瑩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黃鉦然 4B劉鎵嬈 4C林靖堯 4C黃嘉柔 
5A梁詠琳 5C何芷晴 5D杜玟禧 5D郭子欣 6C李穎琳 6C黃詩雅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打打樂樂合合奏奏 

《《普普天天同同慶慶》》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B黃 靖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B羅凱珊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劉栩婷 4A羅永滔 4B劉鎵嬈 

4C林靖堯 4D藍海威 5B郭彥彤 5D郭子欣 5D廖穎琛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快快樂樂的的薩薩麗麗哈哈》》 

冠軍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C鄒建兒 2D梁嘉穎 3A余柏安 3A李思賢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4A羅永滔 4D藍海威 5B郭彥彤 5D廖穎琛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中中學學）） 
《《流流水水飛飛韻韻》》 

冠軍 
（獎盃、獎狀及

$350 獎金） 
3A 潘慧琳 3A 羅凱珊 5A 梁詠琳 
5C 黃駿軒 5C 廖熙琳 6C 李穎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樂樂合合奏奏 

《《齊齊瓦瓦哥哥醫醫生生 
主主題題聯聯奏奏》》 

亞軍 
（獎盃、獎狀及

$250 獎金） 

1A陳亮齊 1B曾晞瑜 2B何 晴 2C陳俊彤 3A余穎喬 3A徐豪正 
3A蘇家誼 3B莫穎欣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4C林靖堯 4D馬昊騁 
5C袁家灝 5C陳浩南 5C黃駿軒 5C廖𤋮𤋮琳 5D官騰貴 6C李穎琳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學學中中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豐豐收收歌歌》》 

亞軍 
（獎盃、獎狀及

$300 獎金） 

1A陳亮齊 1A麥綽琳 1A彭靜嵐 1A溫政悅 1B曾佩瑩 1B曾晞瑜 1B黃樂謙 
1B鄧依琳 1C陳啟悅 1C黃鈺童 1C謝沛妍 1D周子琛 1D陳珏斌 
1D游洪源 1D潘敏晴 1D謝錦鴻 2A曾詠彤 2B何 晴 2B曾詠詩 
2B黃 靖 2C梁韻晴 2C陳俊彤 2C鄒建兒 2C趙媛盈 2D梁嘉穎 
2D廖嘉兒 3A余柏安 3A余穎喬 3A李思賢 3A洪詩茵 3A徐正豪 
3A潘慧琳 3A蘇家誼 3B莫穎欣 3B鍾芍瑩 3B羅凱珊 3C胡考晉 
3C章綿康 3D張家嘉 3D陶欣琼 3D游柏曦 3D黃鉦然 3D劉栩婷 

新聲 
音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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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男男聲聲獨獨唱唱 中中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冠軍 1B 楊俊謙 新界西 男男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1B 楊俊謙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本本年年度度指指定定作作曲曲家家）） 亞軍 5A 蔡穎彤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2C 潘衍君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亞軍 5D 余穎喬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1A 馬逸然 1B 廖語琛 

3C 周昕葆 新界西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季軍 2D 黃穎芝 5D 莫穎欣 
5D 徐正豪 5D 余穎喬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3D 岑芍穎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季軍 1B 王健蘅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2 項） 1B 黃卡朗 1D 梁永諺 新界西 

結結他他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季軍 1A 林文希 全港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本校中樂團 全港 

琵琵琶琶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優良 
（2 項） 

1C 何穎欣 2C 孔麗淇 
2D 江玗穎 2D 留熙紫 
3A 鍾 嫻 3B 陳啟悅 
3C 黃鈺童 4A 趙媛盈 
5B 鍾芍瑩 5C 洪詩茵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良好 

2D 陳俊珽 2D 張 睿
3A 許子謙 3C 謝錦鴻
3C 陳亮齊 4A 何 晴 

4C 游柏曦 

全港 

大大提提琴琴獨獨奏奏 
（（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2 項） 1B 王健蘅 3C 黃偉立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2B 劉 楹 全港 

中中音音薩薩克克斯斯管管獨獨奏奏 
（（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2D 丁澤宏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3 項） 
1B 洪芷晴 4C 鄒建兒 

4D 王思行 全港 

單單簧簧管管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2A 郭健宜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1A 李旻錡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1B 陳宇飛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5C 章綿康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2D 黃穎芝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5D 胡考晉 全港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2C 陳楚然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良好 2D 丁澤宏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2 項） 1A 林詠芝 3D 李卓穎 新界西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中中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2C 陳楚然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5A 鄧穎欣 新界西 
冠軍 1 項、亞軍 2 項、季軍 3 項、優良 18 項、良好 13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聯聯校校音音樂樂大大賽賽 
中學合唱團  

挑戰組 
銀獎（獎盃） 

1A林芝婷 1A戴思樂 1A謝儀琪 1B李穎晞 1B袁卓晞 1B林文巽 1B馮紫瑩 
1B黃 潼 1B盧潔瑤 1C李紫瀠 1C賴希妍 1D尹苑盈 1D鄭穎詩 1D簡佩兒 
2A黃詩盈 2A楊頌懿 2A葉俐蔓 2A甄明心 2B李綽羚 2B林凱婷 2B陳妍同 
2B黎曼玲 2C孔麗淇 2C陳楚然 2C黃千齊 2D吳詠琳 2D袁曉盈 2D傅穎琳 
2D黃穎芝 2D王潔盈 2D陳詠茹 2D黎詠恩 2D錢凱琳 2D鍾希桃 3A周子琛 
3B王凱妍 3B郭曉桐 3B陳昀蔚 3C林靖翹 3C梁天情 3D岑芍穎 3D李卓穎 

香港聯校音
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黃敬泓 1A李旻錡 1B洪芷晴 2A曹釺洳 2C胡瀛風 2D丁澤宏 3A彭靜嵐 
3B潘敏晴 4A梁嘉穎 4C鄒建兒 4D王思行 5C章綿康 5D胡考晉 5D余柏安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樂樂合合奏奏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B胡筱晴 2D黃穎芝 3A溫政悅 3A周子琛 3A許子謙 3B鄧依琳 
3B黃樂謙 3C謝錦鴻 3C陳亮齊 3D游洪源 4A何  晴 5C陶欣琼 

5C游柏曦 5D徐正豪 5D莫穎欣 5D余穎喬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亞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戴思樂 1A溫啟迪 1A林文希 1A饒睿禧 1A余詠欣 1A廖子樂 1A何穎怡 
1A李彥樂 1A王紫宸 1A黃敬泓 1A李旻錡 1B周德睿 1B曾凱瞳 1B梁宇彤 
1B盧潔瑤 1B文樂晴 1B洪芷晴 1B馮紫瑩 1B陳宇飛 1B王嘉彗 1C賴希妍 
1C林煒迪 1C陳濼如 1C李紫瀠 1C李浚煒 1C姜泓諾 1C周希穎 1C何咏心 
1C潘嘉美 1C胡嘉軒 1C庾少瑄 1C何穎欣 1D林耀升 1D黎明軒 1D凌浩桓 
1D曾綠娜 1D陳天穎 1D譚緻恩 1D尹苑盈 1D張芷晴 2B胡筱晴 2B陳卓楹 
2B林凱婷 2B趙翊暘 2C胡瀛風 2D丁澤宏 2D陳俊珽 2D黃穎芝 2D戚靖昕 
2D江玗穎 2D留熙紫 2D袁曉盈 3A彭靜嵐 3A許子謙 3A周子琛 3A溫政悅 
3A黃家希 3A鍾 嫻 3B潘敏晴 3B黃樂謙 3B鄧依琳 3B陳啟悅 3B陳珏斌 
3C謝錦鴻 3C陳亮齊 3C黃鈺童 3D游洪源 4A何 晴 4A梁韻晴 4A趙媛盈 
4C鄒建兒 4D王思行 4D曾詠詩 5A羅凱珊 5A劉栩婷 5A潘慧琳 5A張家嘉 
5B鍾芍瑩 5C章綿康 5C游柏曦 5C陶欣琼 5C洪詩茵 5D胡考晉 5D余柏安 

5D徐正豪 5D莫穎欣 5D余穎喬 5D黃鉦然 

新聲 
音樂協會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金金蛇蛇狂狂舞舞》》 

冠軍 
（獎盃、獎狀
及$500 獎金） 

1A黎詠恩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1A劉 楹 1B留熙紫 1B張 睿
1C陳俊珽 1D梁焯璘 1D黃穎芝 1D梁天睿 1D胡筱晴 2A謝錦鴻
2A黃鈺童 2B鄧依琳 2B陳珏斌 2B鍾 嫻 2B溫政悅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2C陳亮齊 2D潘敏晴
2D許子謙 2D關靜柔 2D游洪源 3A曾詠詩 3B黃 靖 3B梁韻晴
3B王思行 3C梁嘉穎 3C趙媛盈 3C何 晴 3D廖嘉兒 3D鄒建兒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C章綿康 4D胡考晉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5C羅永滔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彈彈撥撥樂樂合合奏奏 

《《映映山山紅紅花花開開》》 

冠軍 
（獎盃、獎狀
及$400 獎金） 

1B留熙紫 2A黃鈺童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3A曾詠詩 3B梁韻晴 3C趙媛盈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打打樂樂合合奏奏 

《《敲敲起起戰戰鼓鼓奪奪豐豐收收》》 

冠軍 
（獎盃、獎狀
及$400 獎金）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2B彭靜嵐 2D潘敏晴 3B王思行 3B廖嘉兒 
3B黃 靖 3C梁嘉穎 3D劉栩婷 3D鄒建兒 4A羅凱珊 4A游柏曦 
4C章綿康 4C徐正豪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4D劉鎵嬈 5B林靖堯 

5C羅永滔 5C黃嘉柔 5D藍海威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合合奏奏 

《《四四季季 — 春春》》 

冠軍 
（獎盃、獎狀
及$400 獎金） 

1A劉 楹 1D黃穎芝 2A謝錦鴻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B黃樂謙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亮齊 2D游洪源 3C何 晴 4C陶欣琼
4C游柏曦 4D余穎喬 4D莫穎欣 4D徐正豪 5D馬昊騁 6C陳浩南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夢夢駝駝鈴鈴》》 

亞軍 
（獎盃、獎狀
及$250 獎金）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2B彭靜嵐 2D潘敏晴 3B王思行 3C梁嘉穎
3D鄒建兒 4C章綿康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5C羅永滔 5D藍海威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 

《《草草蜢蜢弄弄雞雞公公》》 

亞軍 
（獎盃、獎狀
及$250 獎金） 

4A羅凱珊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5B劉鎵嬈 
5 C黃 嘉 柔 5 D藍 海 威 5 D馬 昊 騁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花花兒兒與與少少年年》》 

季軍 
（獎狀及 

$200 獎金） 
2B溫政悅 4A潘慧琳 4D胡考晉 4D余穎喬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鳳鳳陽陽花花鼓鼓主主題題與與變變奏奏》》 

二等獎 
（獎狀）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D徐正豪 5C林靖堯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荒荒城城之之月月》》 
二等獎 

（獎狀） 3C趙媛盈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D莫穎欣 4D黃鉦然 新聲 
音樂協會 

聯聯校校音音樂樂大大賽賽 中學合唱團 
挑戰組 銀獎 本校合唱團 香港聯校 

音樂協會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and 

Arts Competition 2017 
Secondary School Group 

Senior Level Piano 

Champion 
(Certificate) 4A 蔡穎彤 

Music Talent 
and Performing 

Arts Society 

21st GMC Music Festival 
Classical Piece Class 

Gold 
(Medal) 4A 蔡穎彤 GMC Music 

21st GMC Music Festival 
Baroque Piece Class 

Silver 
(Medal) 4A 蔡穎彤 GMC Music 

The 6th International Young 
Pianist Competition Group  

for Sonata by Mozart 

Third Prize 
(Certificate) 4A 蔡穎彤 

The 6th 
International 

Young Pianist 
Competition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鋼鋼琴琴大大賽賽 銅獎 公開組 
（證書） 5D 陳文熙 元朗大會堂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鋼鋼琴琴大大賽賽 銅獎 少年組 2B 陳文嘉 元朗大會堂 

全全球球微微粵粵曲曲大大賽賽（（第第三三季季）） 
總總決決賽賽 

青少年組  
銀獎 

（獎狀） 
5A 黃綽琪 廣東省曲藝家

協會 

中中國國港港澳澳三三 O 三三區區 
兒兒童童及及青青少少年年 

粵粵劇劇折折子子戲戲公公開開大大賽賽 

青少年組 
優異獎 

（獎狀及獎杯） 
5A 黃綽琪 國際獅子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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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校際音樂節成績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活動名稱 成績 獲獎同學名單 地區

男男聲聲獨獨唱唱 中中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冠軍 1B 楊俊謙 新界西 男男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1B 楊俊謙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 
（（本本年年度度指指定定作作曲曲家家）） 亞軍 5A 蔡穎彤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四四級級）） 優良 2C 潘衍君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亞軍 5D 余穎喬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優良 

（3 項） 
1A 馬逸然 1B 廖語琛 

3C 周昕葆 新界西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季軍 2D 黃穎芝 5D 莫穎欣 
5D 徐正豪 5D 余穎喬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優良 3D 岑芍穎 新界西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季軍 1B 王健蘅 全港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優良 
（2 項） 1B 黃卡朗 1D 梁永諺 新界西 

結結他他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季軍 1A 林文希 全港 中中國國樂樂器器合合奏奏 
（（45-60 人人）） 

（（中中樂樂隊隊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本校中樂團 全港 

琵琵琶琶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優良 
（2 項） 

1C 何穎欣 2C 孔麗淇 
2D 江玗穎 2D 留熙紫 
3A 鍾 嫻 3B 陳啟悅 
3C 黃鈺童 4A 趙媛盈 
5B 鍾芍瑩 5C 洪詩茵 

全港 

二二胡胡小小組組（（中中學學組組）） 良好 

2D 陳俊珽 2D 張 睿
3A 許子謙 3C 謝錦鴻
3C 陳亮齊 4A 何 晴 

4C 游柏曦 

全港 

大大提提琴琴獨獨奏奏 
（（中中級級組組）） 

優良 
（2 項） 1B 王健蘅 3C 黃偉立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良好 2B 劉 楹 全港 

中中音音薩薩克克斯斯管管獨獨奏奏 
（（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2D 丁澤宏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3 項） 
1B 洪芷晴 4C 鄒建兒 

4D 王思行 全港 

單單簧簧管管獨獨奏奏（（初初級級組組）） 優良 2A 郭健宜 全港 笛笛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1A 李旻錡 全港 
揚揚琴琴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1B 陳宇飛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良好 5C 章綿康 全港 
二二胡胡獨獨奏奏（（高高級級組組）） 優良 2D 黃穎芝 全港 嗩嗩吶吶獨獨奏奏（（深深造造組組）） 良好 5D 胡考晉 全港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外外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2C 陳楚然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五五級級）） 良好 2D 丁澤宏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六六級級）） 良好 
（2 項） 1A 林詠芝 3D 李卓穎 新界西 

女女聲聲獨獨唱唱 中中文文歌歌曲曲 
（（中中學學 14 歲歲或或以以下下）） 優良 2C 陳楚然 新界西 

鋼鋼琴琴獨獨奏奏（（七七級級）） 良好 5A 鄧穎欣 新界西 
冠軍 1 項、亞軍 2 項、季軍 3 項、優良 18 項、良好 13 項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聯聯校校音音樂樂大大賽賽 
中學合唱團  

挑戰組 
銀獎（獎盃） 

1A林芝婷 1A戴思樂 1A謝儀琪 1B李穎晞 1B袁卓晞 1B林文巽 1B馮紫瑩 
1B黃 潼 1B盧潔瑤 1C李紫瀠 1C賴希妍 1D尹苑盈 1D鄭穎詩 1D簡佩兒 
2A黃詩盈 2A楊頌懿 2A葉俐蔓 2A甄明心 2B李綽羚 2B林凱婷 2B陳妍同 
2B黎曼玲 2C孔麗淇 2C陳楚然 2C黃千齊 2D吳詠琳 2D袁曉盈 2D傅穎琳 
2D黃穎芝 2D王潔盈 2D陳詠茹 2D黎詠恩 2D錢凱琳 2D鍾希桃 3A周子琛 
3B王凱妍 3B郭曉桐 3B陳昀蔚 3C林靖翹 3C梁天情 3D岑芍穎 3D李卓穎 

香港聯校音
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黃敬泓 1A李旻錡 1B洪芷晴 2A曹釺洳 2C胡瀛風 2D丁澤宏 3A彭靜嵐 
3B潘敏晴 4A梁嘉穎 4C鄒建兒 4D王思行 5C章綿康 5D胡考晉 5D余柏安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樂樂合合奏奏 

冠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2B胡筱晴 2D黃穎芝 3A溫政悅 3A周子琛 3A許子謙 3B鄧依琳 
3B黃樂謙 3C謝錦鴻 3C陳亮齊 3D游洪源 4A何  晴 5C陶欣琼 

5C游柏曦 5D徐正豪 5D莫穎欣 5D余穎喬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高高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亞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400 獎金） 

1A戴思樂 1A溫啟迪 1A林文希 1A饒睿禧 1A余詠欣 1A廖子樂 1A何穎怡 
1A李彥樂 1A王紫宸 1A黃敬泓 1A李旻錡 1B周德睿 1B曾凱瞳 1B梁宇彤 
1B盧潔瑤 1B文樂晴 1B洪芷晴 1B馮紫瑩 1B陳宇飛 1B王嘉彗 1C賴希妍 
1C林煒迪 1C陳濼如 1C李紫瀠 1C李浚煒 1C姜泓諾 1C周希穎 1C何咏心 
1C潘嘉美 1C胡嘉軒 1C庾少瑄 1C何穎欣 1D林耀升 1D黎明軒 1D凌浩桓 
1D曾綠娜 1D陳天穎 1D譚緻恩 1D尹苑盈 1D張芷晴 2B胡筱晴 2B陳卓楹 
2B林凱婷 2B趙翊暘 2C胡瀛風 2D丁澤宏 2D陳俊珽 2D黃穎芝 2D戚靖昕 
2D江玗穎 2D留熙紫 2D袁曉盈 3A彭靜嵐 3A許子謙 3A周子琛 3A溫政悅 
3A黃家希 3A鍾 嫻 3B潘敏晴 3B黃樂謙 3B鄧依琳 3B陳啟悅 3B陳珏斌 
3C謝錦鴻 3C陳亮齊 3C黃鈺童 3D游洪源 4A何 晴 4A梁韻晴 4A趙媛盈 
4C鄒建兒 4D王思行 4D曾詠詩 5A羅凱珊 5A劉栩婷 5A潘慧琳 5A張家嘉 
5B鍾芍瑩 5C章綿康 5C游柏曦 5C陶欣琼 5C洪詩茵 5D胡考晉 5D余柏安 

5D徐正豪 5D莫穎欣 5D余穎喬 5D黃鉦然 

新聲 
音樂協會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中中級級組組合合奏奏 

《《金金蛇蛇狂狂舞舞》》 

冠軍 
（獎盃、獎狀
及$500 獎金） 

1A黎詠恩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1A劉 楹 1B留熙紫 1B張 睿
1C陳俊珽 1D梁焯璘 1D黃穎芝 1D梁天睿 1D胡筱晴 2A謝錦鴻
2A黃鈺童 2B鄧依琳 2B陳珏斌 2B鍾 嫻 2B溫政悅 2B彭靜嵐
2B黃樂謙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2C陳亮齊 2D潘敏晴
2D許子謙 2D關靜柔 2D游洪源 3A曾詠詩 3B黃 靖 3B梁韻晴
3B王思行 3C梁嘉穎 3C趙媛盈 3C何 晴 3D廖嘉兒 3D鄒建兒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劉栩婷 4A羅凱珊 4C章綿康 4D胡考晉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5C羅永滔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彈彈撥撥樂樂合合奏奏 

《《映映山山紅紅花花開開》》 

冠軍 
（獎盃、獎狀
及$400 獎金） 

1B留熙紫 2A黃鈺童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啟悅 3A曾詠詩 3B梁韻晴 3C趙媛盈 3D李儷雅 3D鍾立陣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4D黃鉦然 5B劉鎵嬈 5C林靖堯 5C黃嘉柔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打打樂樂合合奏奏 

《《敲敲起起戰戰鼓鼓奪奪豐豐收收》》 

冠軍 
（獎盃、獎狀
及$400 獎金）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2B彭靜嵐 2D潘敏晴 3B王思行 3B廖嘉兒 
3B黃 靖 3C梁嘉穎 3D劉栩婷 3D鄒建兒 4A羅凱珊 4A游柏曦 
4C章綿康 4C徐正豪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4D劉鎵嬈 5B林靖堯 

5C羅永滔 5C黃嘉柔 5D藍海威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拉拉弦弦合合奏奏 

《《四四季季 — 春春》》 

冠軍 
（獎盃、獎狀
及$400 獎金） 

1A劉 楹 1D黃穎芝 2A謝錦鴻 2B鄧依琳 2B溫政悅 2B黃樂謙
2C麥綽琳 2C周子琛 2C陳亮齊 2D游洪源 3C何 晴 4C陶欣琼
4C游柏曦 4D余穎喬 4D莫穎欣 4D徐正豪 5D馬昊騁 6C陳浩南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管管樂樂合合奏奏 
《《夢夢駝駝鈴鈴》》 

亞軍 
（獎盃、獎狀
及$250 獎金） 

1A胡瀛風 1A曹釺洳 2B彭靜嵐 2D潘敏晴 3B王思行 3C梁嘉穎
3D鄒建兒 4C章綿康 4D胡考晉 4D余柏安 5C羅永滔 5D藍海威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樂樂器器重重奏奏 

《《草草蜢蜢弄弄雞雞公公》》 

亞軍 
（獎盃、獎狀
及$250 獎金） 

4A羅凱珊 4C洪詩茵 4C陶欣琼 5B劉鎵嬈 
5 C黃 嘉 柔 5 D藍 海 威 5 D馬 昊 騁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花花兒兒與與少少年年》》 

季軍 
（獎狀及 

$200 獎金） 
2B溫政悅 4A潘慧琳 4D胡考晉 4D余穎喬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鳳鳳陽陽花花鼓鼓主主題題與與變變奏奏》》 

二等獎 
（獎狀） 4A羅凱珊 4B鍾芍瑩 4D徐正豪 5C林靖堯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荒荒城城之之月月》》 
二等獎 

（獎狀） 3C趙媛盈 4A潘慧琳 4A張家嘉 4D莫穎欣 4D黃鉦然 新聲 
音樂協會 

聯聯校校音音樂樂大大賽賽 中學合唱團 
挑戰組 銀獎 本校合唱團 香港聯校 

音樂協會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and 

Arts Competition 2017 
Secondary School Group 

Senior Level Piano 

Champion 
(Certificate) 4A 蔡穎彤 

Music Talent 
and Performing 

Arts Society 

21st GMC Music Festival 
Classical Piece Class 

Gold 
(Medal) 4A 蔡穎彤 GMC Music 

21st GMC Music Festival 
Baroque Piece Class 

Silver 
(Medal) 4A 蔡穎彤 GMC Music 

The 6th International Young 
Pianist Competition Group  

for Sonata by Mozart 

Third Prize 
(Certificate) 4A 蔡穎彤 

The 6th 
International 

Young Pianist 
Competition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鋼鋼琴琴大大賽賽 銅獎 公開組 
（證書） 5D 陳文熙 元朗大會堂 

香香港港青青少少年年鋼鋼琴琴大大賽賽 銅獎 少年組 2B 陳文嘉 元朗大會堂 

全全球球微微粵粵曲曲大大賽賽（（第第三三季季）） 
總總決決賽賽 

青少年組  
銀獎 

（獎狀） 
5A 黃綽琪 廣東省曲藝家

協會 

中中國國港港澳澳三三 O 三三區區 
兒兒童童及及青青少少年年 

粵粵劇劇折折子子戲戲公公開開大大賽賽 

青少年組 
優異獎 

（獎狀及獎杯） 
5A 黃綽琪 國際獅子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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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續）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吹吹打打樂樂合合奏奏 

亞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250 獎金） 

1A黃敬泓 1A李旻錡 1B洪芷晴 2A曹釺洳 2C胡瀛風 2D丁澤宏 3A彭靜嵐 
3B潘敏晴 4A梁嘉穎 4C鄒建兒 4D王思行 5A羅凱珊 5A劉栩婷 5A潘慧琳 
5C章綿康 5C游柏曦 5D胡考晉 5D余柏安 5D余穎喬 5D黃鉦然 5D徐正豪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重重奏奏 

亞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250 獎金） 

3A彭靜嵐 3A溫政悅 4C鄒建兒 5A羅凱珊 5B鍾芍瑩 
5C陶欣琼 5D黃鉦然 5D胡考晉 5D余穎喬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彈彈撥撥樂樂合合奏奏 

亞軍 二等獎 
（獎盃、獎狀及 

$250 獎金） 

1B陳宇飛 1B王嘉彗 2A梅樂澄 2B陳卓楹 2B林凱婷 2B胡筱晴 
2B趙翊暘 2D戚靖昕 2D江玗穎 2D留熙紫 2D袁曉盈 3A鍾 嫻 
3B陳啟悅 3B陳珏斌 3C黃鈺童 4A梁韻晴 4A趙媛盈 4D曾詠詩 
5A張家嘉 5B鍾芍瑩 5C洪詩茵 5C陶欣琼 3A周子琛 3A溫政悅 
3B鄧依琳 3C關靜柔 5A潘慧琳 5A羅凱珊 5A劉栩婷 5D黃鉦然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重重奏奏（（聯聯隊隊）） 

季軍 二等獎 
（獎盃及獎狀） 3A彭靜嵐 3B潘敏晴 5A劉栩婷 5D黃鉦然 5D胡考晉 新聲 

音樂協會 

新新聲聲盃盃 
中中樂樂合合奏奏比比賽賽 

重重奏奏 
三等獎（獎狀） 1A 李旻錡 1B 洪芷晴 新聲 

音樂協會 

年度其他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比 賽 獎 項 獲獎同學名單 主辦單位

屯屯門門區區 
中中西西器器樂樂比比賽賽 

合奏 中學組 
優異獎（獎狀） 

2A庾少瑄 2A賴希姸 2A戴思樂 2B李彥樂 2B林耀升 2B張芷晴 2B陳宇飛 
2C何穎怡 2C李旻錡 2C李雯璀 2C林文希 2C馮紫瑩 2D洪芷晴 2D黎明軒 
3A曹釺洳 3A梅樂澄 3A黃穎芝 3C趙翊暘 3D陳卓楹 3D陳俊珽 4A周子琛 
4A陳啟悅 4A謝錦鴻 4A關靜柔 4B溫政悅 4B黃家希 4B潘敏晴 4B鄧依琳 
4C許子謙 4C陳珏斌 4C黃鈺童 4C黃樂謙 4D游洪源 5A梁嘉穎 5A梁韻晴 

5A趙媛盈 5C鄒建兒 5D王思行 5D曾詠詩 

屯門 
文藝協進會 

屯屯門門區區 
中中西西器器樂樂比比賽賽 

小合奏 中學生組 
季軍（獎狀） 

3A黃穎芝 4A謝錦鴻 4A周子琛 4B溫政悅 
4B鄧依琳 4C許子謙 4C黃樂謙 4D游洪源 

屯門 
文藝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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