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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成績 (11-12) 
文娛及康樂活動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 合和仁愛堂極地珠峰之旅 出征大使 4C 林子健 

  

2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傑出中學生領袖 4C 陳欣婷 

  中學生領袖 5C 李駿硯 

    

3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 青年使者 4A 范銳珩 

   4C 吳映彤 

    

4 “香港 200”領袖計劃 青年領袖 4A 范銳珩 

   4A 黃建樺 

   4B 梁樂曦 

    

5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青年大使 6B 張嘉穎 

   7S 黎恩諾 

   7S 林泳奇 

    

6 新界傑出商科中學生選舉 季軍 7A 潘悅 

    

7 傑出青年協會明日領袖獎 明日領袖 5C 陳愷維 

    

8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 嘉許証書 4C 嚴家慧 

    

9 少年財政司 少年財政司 3D 吳彥璇 

   3D 羅艷樺 

    

10 屯門區卓越學生選舉 卓越學生 2E 陳恩琳 

   4B 梁樂曦 

   7A 何瑞敏 

    

11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優秀女童軍 4C 陳欣婷 

    

12 岑麥杏燕義工獎勵計劃 傑出學生義工 4E 梁栢軒 

   6A 趙茵 

    

13 苗圃行動國情教育大使計劃 苗圃行動國情教育大使 3D 林芷澔 

   3D 廖沅婷 

   3D 尹裔恆 

   3D 張譽鐓 

   3E 周紫詠 

    

14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環境保護大使 銀獎 4B 陳柔李 

  銀獎 5C 莫茸式 

  優異獎 3E 黃穎雯 

  優異獎 5C 鄭慧恩 

  優異獎 5C 幸倩儀 

  優異獎 5C 原穎欣 

  

15 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4E 楊芷敏 

    嘉許狀 4E 陳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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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6 「尊師重道好少年」選舉 尊師重道好少年獎 

(初中組) 

3E 謝文雅 

  尊師重道好少年獎 

(高中組) 

4C 劉京華 

    

17 第六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比賽   

   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 中學高級組冠軍 3B 林爾樂 

   4A 周俊亨 

   4A 張倣熙 

  中學高級組季軍 3A 徐銘禮 

   3B 陳鎬安 

   3C 梁君翔 

  中學高級組三等獎 2A 張家豪 

   2C 鄭禮賢 

   3C 關敬衡 

   機械人超級軌跡賽 中學初級組二等獎 1C 林煒軒 

   1C 鍾政灝 

   1C 黃子謙 

   1C 鄧啟樂 

  中學初級組三等獎 1A 陳庭斌 

   1A 鄭民暄 

   1A 錢梓諾 

   1A 胡卓健 

    

18 Value+短片拍攝比賽 金獎 2C 鄭禮賢 

   5A 周俊亨 

    

19 香港解難奧林匹克 

   團體賽 初中組亞軍 3D 邱駿然 

   3D 李嘉譽 

   3E 梁詠婷 

   個人賽 金獎 3D 邱駿然 

  銅獎 3D 李嘉譽 

  

20 港澳盃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中一級個人比賽 金獎 1A 陳庭斌 

  銀獎 1D 楊頌然 

  銀獎 1D 霍昱銘 

  銅獎 1C 陳柏衡 

  銅獎 1A 趙之諾 

   中二級個人比賽 金獎 2C 潘天佑 

  金獎 2B 梁銘軒 

  銀獎 2D 郭柏匡 

  銀獎 2E 鄧子謙 

  銅獎 2C 戴晉軒 

   中三級個人比賽 金獎 3D 李嘉譽 

  金獎 3D 邱駿然 

  銀獎 3D 陳梓維 

  銀獎 3E 陳凱睿 

  銀獎 3E 黃舒航 

  銀獎 3D 林奕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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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高中組個人比賽 金獎 5A 陳樂天 

  金獎 5A 盧倩欣 

  金獎 5A 李俊穎 

  銀獎 5C 何泳仁 

  銅獎 4C 王子迪 

  銅獎 4A 楊梽銨 

  銅獎 4A 吳昊男 

  銅獎 5A 王子健 

  

21 華夏杯 

 香港區賽 一等獎 2B 梁銘軒 

   2C 潘天佑 

   2D 郭柏匡 

   2D 黃星霖 

   2E 鄧子謙 

  二等獎 1A 張銳毅 

   1A 倪嘉禧 

   1B 周樂盈 

   1C 陳柏衡 

   1C 黃嘉恩 

   1D 王梓澄 

   2C 戴晉軒 

  三等獎 1C 郭志勇 

   1C 李君婷 

   2D 陳焯昇 

   2E 羅俊希 

 南中國區賽 二等獎 2B 梁銘軒 

   2C 潘天佑 

   2D 黃星霖 

   2D 郭柏匡 

  三等獎 1C 黃嘉恩 

    

22 香港數學競賽 二等獎 5A 陳樂天 

  三等獎 5A 王子健 

  團體優異獎  

    新界２區優勝隊伍  

    

23 培正數學邀請賽 銅獎 1D 霍昱銘 

   2C 潘天佑 

   5A 陳樂天 

    

24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一等獎 3D 邱駿然 

  三等獎 3D 李嘉譽 

   3E 黃舒航 

    

25 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 金獎 1D 霍昱銘 

  銀獎 1C 陳柏衡 

  銅獎 1D 文雋棠 

  團體季軍獎  

    

26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銀獎 7S 陳睿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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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7 香港科技大學生化學術比賽 第四名 6C 鄭逸暉 

   6C 盧定江 

   6C 徐安麗 

    

28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特別優異 4A 楊之樂 

   4C 陳嘉希 

   5A 譚兆聰 

   5A 李俊穎 

   6C 鄭逸暉 

   6C 羅駿軒 

  優異 4A 何俊華 

  榮譽 6C 姚作膨 

    

29 第六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最佳表現獎  2B 朱琳琳 

   2D 黎穎誼 

   2D 李溢恒 

   3D 徐嘉俊 

   3E 周俊諺 

   3E 江展鵬 

   4B 梁樂曦 

   4C 陳詠恩 

   4C 黎恩 

   5C 方靜雯 

   5C 譚詠瑤 

    

30 辛亥革命百週年全港性校際比賽 -  冠軍 3D 徐嘉希 

 「國情知識大比拼」  3E 江展鵬 

   3E 周俊諺 

   4C 陳詠恩 

   4B 梁樂曦 

   

31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問答比賽  

   隊際賽 最踴躍學校參與獎  

  季軍 3E 周俊諺 

   3E 江展鵬 

   4C 陳詠恩 

   4C 黎茵 

   個人賽 優異獎 3E 江展鵬 

   4C 陳詠恩 

   4B 梁樂曦 

   6C 羅駿軒 

  全港冠軍 4C 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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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2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季軍 7A 司徒善盈 

  優異獎 1C 陳柏衡 

   2D 李溢恒 

   2D 譚栢恆 

   3D 傅采齡 

   3D 藍顥 

   3D 伍嘉碧 

   3D 譚文諾 

   3E 歐子峻 

   3E 馮浩哲 

   3E 胡國杰 

   4A 曾尚文 

   4A 李嘉熹 

   4C 蔡文傑 

   4C 徐晉熙 

   4C 林佰健 

   4C 柯俊君 

   5B 潘婕鋆 

   5B 劉錦榮 

   7A 陳可欣 

   7A 陳欣怡 

   7A 徐穎心 

   7A 許懿琳 

   7A 李泳欣 

   7A 鄧樂怡 

   7A 黃夢妮 

   7A 黃梓珊 

   7A 吳浩然 

    

33 第十二屆<基本法>及國情常識網上問答比賽   

   中學初中組 優異獎 1C 陳柏衡 

   2D 李溢恒 

    

34 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冠軍 6C 歐陽翠詩 

    

35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區賽） 金獎 4C 黎茵 

  銀獎 4B 張愷妮 

  優異獎 5A 李俊穎 

    

36 第九屆香港文學節深情絮語情書徵文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5A 柯凱栭 

    

37 第十三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三等獎 4C 陳庭瑛 

    

38 全港中小學英文徵文比賽 優異獎 3D 劉穎詩 

   3D 羅艷樺 

   3D 岑倩怡 

   3D 陳梓維 

   3D 張譽鐓 

   3E 梁楚雯 

   3E 曾昭妍 

   4A 何俊華 

   4B 張懿晴 

   4C 陳嘉敏 

   4C 徐嘉嘉 

   4C 嚴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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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9 第六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小組優異獎 5A 陳國斌 

  表現良好證書 5A 莫冠華 

   5A 丘北月 

   5A 譚兆聰 

    

40 哈佛圖書獎 冠軍 5A 譚兆聰 

  亞軍 5B 余俊軒 

  亞軍 5C 蘇文婧 

    

41 屯門區書法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1B 鍾澄軒 

    

42 「地球村」繒畫比賽 少年組亞軍 3B 林悅韻 

  一等獎 3B 林悅韻 

    

43 實驗室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季軍 5A 黃凱欣 

    

44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組 四項甲級獎 中國舞蹈隊 

   現代舞組 一項優等獎 現代舞蹈隊 

   體育舞蹈 三項優等獎 4A 黃建樺 

   5E 黃希嵐 

    

45 第四十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現代舞組金獎 現代舞蹈隊 

  中國舞組銀獎 中國舞蹈隊 

    

46 第二十六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銀獎 1D 劉卓褘 

    

47 第三十四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二項公開組金獎 舞蹈隊 

  個人一項金獎 1D 劉卓褘 

    

48 第三十二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東方舞組銀獎 東方舞蹈隊 

  

49 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查查查舞 冠軍 5A 莊敬謙 

   鬥牛組 冠軍  

  

50 香港校際話劇比賽 傑出導演獎 5B 蔡昀希 

  傑出男演員獎 3A 梁鈞濠 

   5B 蔡昀希 

  傑出女演員獎 3E 曾昭妍 

  傑出劇本獎 5B 蔡昀希 

   5A 鄭曦婷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劇社 

  評判推介演出獎  

    

51 英語話劇比賽  殿軍 2E 倫耀東 

   3C 邱韻庭 

   3E 曾昭妍 

   4A 何俊華 

   4C 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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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52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 冠軍 1D 張展浩 

   2E 張心怡 

   4B 羅倩珩 

   5A 譚兆聰 

   7A 何鎧渝 

  亞軍 1C 陳翰媛 

   2E 陳恩琳 

   3A 房婷婷 

   3D 朱整寧 

   4A 庚海澄 

  季軍 1C 劉雪英 

   1C 郭竣銘 

   2D 郭詠宜 

   3E 梁詠婷 

   3E 黃 婷 

   4A 蔡禮鍵 

   5A 陳卓傑 

   英文散文朗讀 冠軍 4A 文安妮 

  亞軍 4A 庚海澄 

  季軍 2D 吳雅研 

   4C 陳欣婷 

   英詩集誦 季軍 3E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1B 何善瑜 

  亞軍 1B 郭海燕 

   2D 蔡悅晴 

   3D 李嘉譽 

  季軍 1D 陳曉彤 

   3D 傅采齡 

   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2C 蘇凱倫 

  季軍 4C 嚴家慧 

   4C 吳樂兒 

   粵語二人朗誦 亞軍 4E 吳鎔珊 

   4B 胡曉彤 

  季軍 3E 梁楚雯 

   3E 曾昭妍 

                               4A 文安妮 

   4A 庾海澄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2B 劉晞蓓 

    季軍 2E 梁瑋庭 

   4C 嚴家慧 

   5A 莊敬謙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1B 香蔚欣 

   2D 劉嘉欣 

  

53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女子中級組中文合唱 優良 合唱團 

   外文牧歌混聲合唱 優良 合唱團 

   箏獨奏 (中級組) 亞軍 1D 劉卓褘 

   女聲 (14 歲以下) 季軍 2D 陳樂然 

   鋼琴獨奏 (六級) 季軍 3B 朱碧玉 

   鋼琴獨奏 (六級) 季軍 3C 馬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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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54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比賽 銅獎 管樂團 

   交響樂團比賽 銅獎 交響樂團 

   弦樂團比賽 銅獎 弦樂團 

    
55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鋼琴獨奏(七級) 冠軍 2D 黃星霖 

   長笛中級組 冠軍 3A 周家禾 

  

56 香港紅十字會傑出青年團比賽 屯門區冠軍 紅十字隊 

    

57 「齊放義彩」義工服務計劃 金獎 輔導組義工隊 

    

    

58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 最佳新力軍義工小組 社會服務義工隊 

  最具創意義工小組 輔導組義工隊 

  最投入義工及傑出義工 6A 袁曉欣 

  最佳義工新人獎 3D 陳筠蕎 

    

59 義工運動 個人獎 51 名金獎 

   93 名銀獎 

   181 名銅獎 

  團體獎 5 隊金獎 

   1 隊銀獎 

   2 隊銅獎 

    

60 「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計劃 卓越表現獎 5B 吳詠詩 

   5B 劉錦榮 

   5B 曾倩怡 

   5C 羅卓銚 

   5C 方靜雯 

   5C 譚詠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