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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成績公開比賽成績公開比賽成績公開比賽成績 (12-13) 

文娛及康樂活動文娛及康樂活動文娛及康樂活動文娛及康樂活動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 青年使者 3D 陳天兒 

    

2 <香港 200> 領袖計劃 青年領袖 4C 陳筠蕎 

   4C 黃婷 

3 極地之旅學生保育大使計劃 極地之旅學生保育大使 4C 張譽鐓 

   5C 黎茵 

    

4 少年財政司 少年財政司 2C 陳柏衡 

    

5 明日領袖獎 明日領袖 5A 黃建樺 

    

6 墨子行動：香港傑出學生義工選舉 銀獎 5A 卓淳清 

  優異獎 5C 樊靖盈 

    

7 屯門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 傑出學生 3E 郭詠宜 

   高中組 傑出學生 5A 文安妮 

   5C 陳欣婷 

    

8 屯門區卓越學生選舉 卓越學生 2C 鄒鎔彬 

   4A 陳梓維 

    

9 苗圃青年大使 苗圃青年大使 3D 陳柏靜 

   3D 陳恩琳 

   3D 張心怡 

   3D 梁瑋庭 

   3D 李健均 

   3E 李穎君 

    

10 第五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4C 林芷澔 

   4C 梁楚雯 

    

11 第 29 屆聯校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十大學生領袖 3E 吳宇康 

  飛躍進步學生領袖 3D 羅喆 

    

12 待人有禮好少年 待人有禮好少年 6C 李文欣 

    

13 尊師重道好少年選舉   

   初中組 尊師重道好少年 3E 李穎君 

   高中組 尊師重道好少年 5C 劉京華 

    

14 第 38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對聯比賽 全港冠軍 5E 吳倩珩 

    

15 第十七屆全港學界對聯創作比賽 冠軍 5B 陳柔李 

    

16 香港中學生物學奧林匹克競賽 冠軍 6A 李俊穎 

   6C 黃靝慧 

   6C 陳浚傑 

   6C 李駿硯 

     6C 陳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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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17 中學校際數理（化學）比賽 最高榮譽獎章 6C 李駿硯 

  特別優異獎 6A 劉志強 

   6A 李俊穎 

   6A 梁業生 

   6A 譚兆聰 

   6C 黃家霖 

    

18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 最高榮譽獎章 5A 吳昊男 

  最高榮譽獎章 5A 胡志威 

  特別優異獎 5A 鍾少謙 

  特別優異獎 5A 何俊華 

  特別優異獎 5A 曾尚文 

  特別優異獎 5A 王偉樂 

  特別優異獎 5A 楊梽銨 

  特別優異獎 5A 容天穎 

  特別優異獎 5C 陳詠恩 

  特別優異獎 5C 柯俊君 

   化學 最高榮譽獎章 5A 范銳珩 

  最高榮譽獎章 5A 何俊華 

  特別優異獎 5A 吳嘉軒 

  特別優異獎 5A 楊梽銨 

  特別優異獎 5C 劉智豪 

   生物 最高榮譽獎章 5C 吳梓豪 

  特別優異獎 5C 陳詠恩 

    

19 澳洲化學測試 特別優異獎 5A 何俊華 

   5C 蔡文傑 

   5C 柯俊君 

   6A 張棨彥 

   6A 甘婉筠 

   6A 李俊穎 

   6A 譚兆聰 

   6C 陳浚傑 

    

20 中學初中科學比賽 特別優異 3D 陳柏靜 

   3D 陳恩琳 

   3D 李溢恒 

   3E 鍾學勤 

   3E 鄧志中 

   3E 陳焯昇 

  優異 3D 羅喆 

  優良 3E 郭詠宜 

    

21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銅獎 3E 郭柏匡 

   4A 陳彥行 

    

22 第十屆解難奧林匹克 金獎 3D 陳恩琳 

  優異獎 3D 李溢恒 

   3E 張家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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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23 香港數學競賽 一等獎 4A 邱駿然 

  三等獎 4A 李嘉譽 

  幾何作圖三等獎 4A 陳凱睿 

   4A 邱駿然 

   5A 何俊華 

   5A 吳昊男 

  新界區第二組第四名  

    

24 培正數學邀請賽 銅獎 1A 陳偉傑 

   1C 吳嘉豪 

  優異獎 2C 陳柏衡 

   2C 霍昱銘 

   3E 郭柏匡 

   4A 邱駿然 

    

25 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   

 個人賽 金獎 1A 陳偉傑 

   1C 吳嘉豪 

   1D 古智樂 

   團體賽 亞軍  

    

26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二等獎 2C 霍昱銘 

   3D 潘天佑 

   3D 梁銘軒 

  個人三等獎 3E 郭柏匡 

   3E 陳焯昇 

  團體優異獎  

    

2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個人金獎 1A 陳偉傑 

   1C 吳嘉豪 

   1D 古智樂 

   2A 陳庭斌 

   3D 潘天佑 

   3D 黃星霖 

   3E 郭柏匡 

   4A 邱駿然 

   5A 何俊華 

   5A 吳昊男 

  個人銀獎 1A 鄧慧琳 

   1B 曾俊熙 

   3D 梁銘軒 

   3E 陳焯昇 

   3E 鄧子謙 

   4A 李嘉譽 

   5A 楊梽銨 

  個人銅獎 1A 陳秀映 

   1B 呂銘康 

   2C 陳柏衡 

   2C 霍昱銘 

   2C 文雋棠 

   2D 楊頌然 

   3D 李溢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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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27   準決賽 亞軍 1C 吳嘉豪 

  金獎 3D 潘天佑 

  銀獎 1B 曾俊熙 

   3D 黃星霖 

  銅獎 1A 鄧慧琳 

   2C 文雋棠 

    

28 華夏杯   

   初賽 一等獎 1A 陳偉傑 

   1C 吳嘉豪 

   1D 古智樂 

   2A 周樂盈 

   2A 陳庭斌 

   2C 霍昱銘 

  二等獎 1A 陳秀映 

   1B 李君龍 

   1B 呂銘康 

   1B 曾俊熙 

   2A 趙之諾 

   2D 王梓澄 

  三等獎 1A 譚芷晴 

   1C 庾天蔚 

   1C 冼漢樂 

   2B 張銳毅 

   2C 文雋棠 

   2D 李君婷 

   2D 倪嘉禧 

   準決賽 一等獎 2A 陳庭斌 

  二等獎 1C 吳嘉豪 

  三等獎 1B 曾俊熙 

   1C 冼漢樂 

   決賽 特等獎 1C 吳嘉豪 

  優秀獎 1C 冼漢樂 

    

29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組 全港總季軍  

  優等獎 中國舞蹈隊 

  甲級獎  

  優等獎 5D 鍾宛霖 

  甲級獎 3C 蘇凱倫 

   4B 馬文君 

   4E 雷艾琳 

   現代舞組 優等獎 現代舞蹈隊 

    

30 第四十一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組 金獎 3C 蘇凱倫 

   4B 馬文君 

   4E 雷艾琳 

  銀獎 中國舞蹈隊 

   現代舞組 金獎 現代舞舞蹈隊 

    

31 第三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中國舞組銀獎 中國舞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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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32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二人朗誦 冠軍 5A 蔡禮鍵 

   5C 嚴家慧 

  冠軍 4C 梁楚雯 

   4C 曾昭妍 

  季軍 2D 張展浩 

   2D 彭澤銘 

  季軍 1B 李文康 

   1B 邱曉男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5E 吳鎔珊 

  季軍 1A 曾晧 

  季軍 2A 郭海燕 

  季軍 2D 彭睪銘 

   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1C 庾天蔚 

  亞軍 4B 傳采齡 

  季軍 1C 冼漢樂 

  季軍 1C 麥天怡 

  季軍 1C 黃竹瑤 

  季軍 2D 張展浩 

  季軍 3C 蘇凱倫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1C 庾天蔚 

  冠軍 3E 劉嘉欣 

  亞軍 4C 曾昭賢 

  亞軍 5C 嚴家慧 

  季軍 2D 彭澤銘 

  季軍 3E 郭詠宜 

   英詩獨誦 冠軍 2A 陳翰媛 

  冠軍 3D 張心怡 

  冠軍 4C 陳筠蕎 

  冠軍 5A 蔡禮鍵 

  亞軍 1C 張凱琳 

  亞軍 2C 郭峻銘 

  亞軍 4E 房婷婷 

  亞軍 5A庾海澄 

  季軍 1A 曾浩 

  季軍 1C 何芷悠 

  季軍 1D 甘善朗 

  季軍 2A 周樂盈 

  季軍 3B 李念恩 

  季軍 3C 馮子欣 

  季軍 3E 郭詠宜 

  季軍 4A 李嘉譽 

  季軍 4B 朱碧玉 

   英語散文朗讀 亞軍 3A 吳雅妍 

  亞軍 5A 文安妮 

   英詩集誦 亞軍 1C 

    

33 香港校際話劇比賽 傑出演員獎 4C 曾昭妍 

  傑出導演獎 4C 曾昭妍 

   4C 陳筠蕎 

   4C 岑倩怡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劇社 

  傑出整體演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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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34 第七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比賽   

 「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 中學高級組季軍 4A 梁君翔 

   4D 林爾樂 

   4E 徐銘禮 

   4E 陳鎬安 

  中學初級組二等獎 2B 林煒軒 

   2B 鍾政灝 

   2D 黃子謙 

   3B 鄭禮賢 

    

35 英語短片創作比賽 第三名 3B 潘紹麟 

   3D 陳樂然 

   3D 林湘兒 

   3E 郭詠宜 

   3E 李穎君 

   3E 倫耀東 

    

36 英語話劇比賽 傑出表演獎 4B 邱韻庭 

    

37 第十三屆香港（亞太區）鋼琴大賽 二等獎 (六級) 1D 譚以皓 

    

38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金獎 1D 譚以皓 

    

39 第 65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 五級 冠軍 1C 何卓琳 

  冠軍 1D 吳子橋 

  季軍 2C 陳柏衡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冠軍 4A 朱整寧 

  冠軍 4A 梁展欣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季軍 4B 朱碧玉 

   琵琶獨奏 - 初級組 季軍 2B 陳懿澄 

    

40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 弦樂團比賽 優異獎 弦樂團 

    

41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問答比賽   

 個人賽（公開組） 冠軍 5C 黎茵 

  優異獎 3D 李溢恒 

   4A 徐嘉希 

   4C 江展鵬 

   5B 梁樂曦 

   隊際賽 (公開組) 季軍 3E 朱琳琳 

   4A 徐嘉希 

   5B 梁樂曦 

   5C 陳詠恩 

  最踴躍學校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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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42 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優異獎 2C 陳柏衡 

   2D 何穎怡 

   3A 吳雅妍 

   3D 黎頴誼 

   3D 李溢恒 

   4A 徐嘉希 

   5B 梁樂曦 

   5C 陳詠恩 

   5C 黎茵 

   5C 蔡文傑 

   6B 潘婕鋆 

   6B 劉錦榮 

   6C 方靜雯 

   6C 譚詠瑤 

  最踴躍學校參與獎  

    

43 第七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優異獎 3D 黎穎誼 

   3D 李溢恒 

   3E 朱琳琳 

   4A 徐嘉希 

   4A 周俊諺 

   4C 江展鵬 

   5B 梁樂曦 

   5C 陳詠恩 

  最佳表現學校獎  

    

44 第七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經典誦讀比賽 初中組優異 2B 香蔚欣 

  文憑試組優異 6A 莊敬謙 

   文憑試小組討論 優異 5A 林頌德 

   6A 梁業生 

   主題面試（大專入學） 優異 6A 丘北月 

   6A 陳國斌 

   6A 莊敬謙 

   6A 翁子軒 

    

45 第二十四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書評寫作比賽   

 高級組 冠軍 4C 羅艷樺 

   初級組 季軍 2C 鄒鎔彬 

    

46 中國古詩文書法比賽 入圍證書 1C 陳朗然 

    

47 哈佛圖書獎 冠軍 5A 文安妮 

  亞軍 5B 陳柔李 

   5A 范銳珩 

    

48 第 38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國畫優異獎 1C 陳朗然 

    

49 第十三屆芳草杯青少年書畫大賽   

   中學國畫組 銅獎 1C 陳朗然 

   中國書法組 優異獎 1C 陳朗然 

    

50 國際圍棋大賽 冠軍 1B 曾俊熙 

    

51 “聶衛平杯”粵、港、澳少兒圍棋精英賽 二等獎 1B 曾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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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52 學習村莊 2 最優秀村莊金獎 4B 周芷晴 

  最優秀村莊銀獎 4B 瞿梓浩 

  最優秀村莊銅獎 4B 張文翰 

  藝術大獎 4B 馮鈗 

  最優秀報告銅獎 4B 廖沅婷 

    

53 義工運動 個人獎 112 名金獎 

   129 名銀獎 

   151 名銅獎 

  團體獎 7隊金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