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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成績(2016-2017)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傑出學生成就   

1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南華早報) Best Devotion to School 6A 劉雪英 

  Visual Artist 優異獎 5A 陳朗然 

    

    

2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獎 6A 馬世儒 

    

3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 2C 趙爾納 

    

4 〈香港 200〉領袖計劃 〈香港 200〉領袖 5A 謝汶澔 

   5B 何卓琳 

   5C 謝素茹 

    

5 屯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高中組 4A 潘穎菁 

   5B 鍾琬琳 

 優秀學生 初中組 2D 文皓正 

     3D 霍穎璇 

  高中組 5A 謝汶澔 

    

6 屯門區卓越學生選舉 卓越學生 3C 黃曉嵐 

   5A 謝汶澔 

    

7 4C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傑出青年領袖 6B 陳頌文 

    

8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  青年使者 4B 陳穎瑜 

    

9 少年財政司計劃 少年財政司 4A 張棨堯 

   4D 陳曉盈 

    

10 尊師重道好少年選舉 初級組 2D 黃卓瑤 

  高級組 5A 陳朗然 

    

11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初中組 3C 張皓然 

  高中組 4A 潘穎菁 

    

12 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優秀女童軍 4C 戚善珩 

    

13 保良局歷史博物館大使計劃 博物館大使-服務獎 3A 曾曉琳 

   3C 陳欣彤 

   3C 黃曉嵐 

  博物館大使-優異獎 3A 黃考怡 

    

14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3D 張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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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學術比賽   

15 第十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精英賽銅獎 3C 黃曉嵐 

   3C 蔡佳池 

   3D 鄒境豪 

   3D 林嘉澔 

   4A 劉頌軒 

   4A 王雅蕾 

   5B 尹安渝 

   5B 邱曉男 

  最佳表現學校獎  

  踴躍參與學校獎  

    

16 第五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 公開組冠軍 1C 張茜淇 

   1C 樊芯怡 

   1C 梁美淇 

   5B 尹安渝 

  公開組亞軍 2C 黃明心 

   2D 張潁琪 

   2D 李梓晴 

   2D 蔡文穎 

  公開組季軍 1C 張溰浚 

   1C 張睿 

   1C 趙曉弘 

   1C 范浩軒 

    

17 第三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 亞軍 3C 黃曉嵐 

 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3C 蔡佳池 

   3D 鄒境豪 

   3D 何思樂 

   3D 林嘉澔 

    

18 「通識達人」網上問答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1C 張睿 

   1C 趙曉弘 

   1C 范浩軒 

   2D 張潁琪 

   3D 林嘉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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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9 第六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中學組團隊賽亞軍  3C 黃曉嵐 

   3C 蔡佳池 

   3D 鄒境豪 

   3D 林嘉澔 

   4A 王雅蕾 

   5B 尹安渝 

  中學組團隊賽優異金獎 4A 劉頌軒 

   5A 黃竹瑤 

   5C 王晶晶 

  中學組個人賽亞軍 5B 邱曉男 

  中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 6A 何穎怡 

    

20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香港區) 卓越表現獎(滿分) 5A 麥洛維 

   5A 吳嘉豪 

   5A 譚以皓 

  卓越表現獎 4A 方源森 

  特別優異獎 4A 梁潁津 

   4A 曾卓妍 

   4A 謝子申 

   4B 梁梓晴 

   4B 周憬熙 

   4B 洪卓澧 

   4B 何正和 

   5A 方同心 

   5A 吳卓君 

   5A 陳偉傑 

   5A 蔡頌希 

   5A 李宇康 

   5A 冼漢樂 

   6A 陳柏衡 

   6B 王梓澄 

   6B 張銳毅 

  優異獎 4A 王瀞晞 

   4A 陳冠傑 

   4A 羅偉諾 

   5A 林瑩瑩 

   5A 曾晧 

   5B 何卓琳 

   5B 胡家荃 

   5D 譚思正 

   6A 莊芷游 

   6A 李泳彤 

   6A 鍾政灝 



 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0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香港區) 優異獎 6A 霍昱銘 

   6A 馬世儒 

   6A 楊頌然 

   6B 童傳熙 

  優良獎 4A 吳偉聰 

   5A 陳可澄 

   5A 呂銘康 

   5B 吳祉瑩 

   5B 曾怡寧 

   5C 王詠欣 

   5C 吳啟廸 

   5D 李倩瑩 

   5D 陳家禧 

   6A 張敏姿 

   6A 梁凱晴 

   6A 李宣穎 

   6A 李健忠 

   6B 賴鈞濠 

   6C 陳庭斌 

   6D 陳嘉駿 

    

21 科學評核測試 鑽石獎 4A 梁潁津 

   4A 吳卓桐 

   4A 潘詠欣 

   4A 張棨堯 

   4A 羅偉諾 

   4B 何正和 

  金獎 3C 周樂妍 

   3C 林卓妍 

   3C 潘作年 

   3D 翟君怡 

   3D 吳梓維 

   4A 巫麗詩 

   4A 曾卓妍 

   4A 謝子申 

   4B 陳穎瑜 

   4B 梁梓晴 

   4B 周憬熙 

   4B 洪卓澧 

   4B 李昀融 

   4B 唐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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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1 科學評核測試 銀獎 3C 劉嘉玥 

   3D 梁卓遙 

   3D 李超凱 

   3D 王善瑜 

   4A 陳美嘉 

   4A 方源森 

   4B 張子望 

   4C 郭寶鍶 

  銅獎 3B 房浩霖 

   3C 陳欣彤 

   3C 黃曉嵐 

   3D 譚苑菱 

   4A 吳偉聰 

   4C 布鈺琪 

   4D 周曉桐 

   4E 林敏潮 

    

22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鑽石獎 5A 陳偉傑 

   6A 馬世儒 

  銅獎 5A 林瑩瑩 

   5D 廖茵儀 

    

23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銀獎 5A 陳偉傑 

   5A 吳嘉豪 

  銅獎 6A 楊頌然 

   6B 林煒軒  

    

24 智能時間表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季軍 4A 方源森 

   5A 陳偉傑 

   5A 吳嘉豪 

    

25 培正數學邀請賽 銀獎 2C 趙爾納 

   5A 陳偉傑 

   5A 吳嘉豪 

  優異獎 1D 徐梓誠 

   3C 吳珏輝 

   3D 吳卓瑩 

   5B 古智樂 

  學校大獎優異獎  

    

26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二等獎 3C 吳珏輝 

  個人三等獎 2C 趙爾納 

   3C 陳恩浩 

   3D 何思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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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2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晉級賽 亞軍 5A 吳嘉豪 

  金獎 2C 趙爾納 

   3D 吳梓維 

   5A 陳偉傑 

  銅獎 1B 陳濬哲 

    

2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金獎 2C 趙爾納 

   2C 梁緯賢 

   5A 陳偉傑 

   5A 吳嘉豪 

  銀獎 1C 范浩軒 

   1A 陳卓炫 

   1D 徐梓誠 

   1D 顏同軒 

   1B 楊子雨 

   2C 程梓豐 

   3C 陳恩浩 

   3C 吳珏輝 

   3D 吳卓瑩 

   3D 何思樂 

   3D 李嘉祐 

   4A 羅偉諾 

   4B 周憬熙 

   4B 劉雨昊 

   4B 洪兆彥 

   5A 冼漢樂 

   5B 曾俊熙 

  銅獎 1A 馮志謙 

   1A 黃重瑜 

   1B 陳濬哲 

   2D 李梓晴 

   2D 黃俊熙 

   3C 關君傑 

   3C 徐綽言 

   3D 吳梓維 

   3D 胡海軒 

   4A 謝子申 

   5A 譚以皓 

    

29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區選拔賽初賽 銀獎 5A 吳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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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0 第 34 屆香港數學競賽 一等獎 5A 陳偉傑 

  二等獎 5A 吳嘉豪 

  團體優異獎 4B 周憬熙 

   4B 劉雨昊 

   5A 陳偉傑 

   5A 吳嘉豪 

   5B 曾俊熙 

   5B 古智樂 

    

31 第十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三等獎 3C 關君傑 

 賽(香港區初賽)   

    

32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青少年數學   

 論壇選拔賽   

   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比賽 季軍 1A 陳卓炫 

   1D 吳欣亭 

   1D 徐梓誠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 (中一組) 三等獎 1A 陳卓炫 

   1B 楊子雨 

   1D 黎綽玲 

   1D 顏同軒 

    

33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數學 卓越獎 5A 陳偉傑 

   5A 吳嘉豪 

  特別優異獎 5A 韓弘佳 

   5A 黎懷悅 

   5A 李宇康 

   5A 冼漢樂 

   5A 曾晧 

   5B 古智樂 

   5B 羅漢樑 

   5B 曾俊熙 

  優異獎 5A 蔡碩文 

   5A 麥洛維 

   5A 譚以皓 

   5B 鍾琬琳 

   5B 彭銘庭 

   5B 鄧慧琳 

   5B 黎謙德 

  優良獎 5B 李珈澄 

   5B 梁凱霖 

   5C 連雅軒 

   5C 杜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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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3 生物 特別優異獎 5A 林瑩瑩 

   5A 劉嘉琦 

   5A 蔡頌希 

   5A 李宇康 

   5A 謝汶澔 

   5C 吳啟廸 

   5D 譚思正 

  優異獎 5A 賴雪瑤 

   5A 方同心 

   5A 陳諾賢 

   5D 麥天怡 

  優良獎 5A 劉曉瑩 

   5A 黃弘溥 

   5A 韓弘佳 

   5B 朱雯熙 

   5B 李彥誼 

   5B 鄒量泓 

   5C 黃佩宜 

   5D 黃諾霖 

 化學 卓越獎 5A 陳偉傑 

   5A 麥洛維 

  特別優異獎 5A 林瑩瑩 

   5A 賴雪瑤 

   5A 蔡頌希 

   5A 李宇康 

   5A 吳嘉豪 

   5B 胡家荃 

   5C 王詠欣 

   5D 譚思正 

  優異獎 5A 吳卓君 

   5A 彭思行 

   5A 李君龍 

   5A 曾晧 

   5A 謝汶澔 

   5D 李倩瑩 

  優良獎 5A 劉曉瑩 

   5A 方同心 

   5A 呂銘康 

   5A 韓弘佳 

   5B  

   5B 何子晴 

   5B 吳天佑 

   5C 吳啟廸 

   5C 杜卓楠 



 9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3 物理 卓越獎 5A 陳偉傑 

  特別優異獎 5A 蔡頌希 

   5A 麥洛維 

   5A 吳嘉豪 

   5B 吳軍諾 

  優異獎 5A 吳卓君 

   5A 呂銘康 

   5A 曾晧 

   5B 黎謙德 

  優良獎 5B 曾怡寧 

   5B 古智樂 

   5B 吳緯聰 

    

34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2017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極速循線挑戰賽 金樂高獎及最佳表現獎 2A 徐維駿 

     2C 張迪皓 

   2D 梁景華 

 相樸橫綱挑戰賽 金樂高獎 3B 黎懷逸 

   3B 張溢朗 

   3D 李嘉祐 

    

35 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 高級組冠軍 3B 張溢朗 

   3B 鍾泓軒 

   3B 黎懷逸 

   3D 李嘉祐 

    

36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 – 香港區公開賽   

 智能機械人足球聯盟盃 公開高級組冠軍 2D 霍傲璇 

   2D 余靖葶 

   3C 李千婷 

   3D 霍穎璇 

  標準平台高級組亞軍 1A 曾愷琳 

   1A 林盛栢 

   2A 陳昱翔 

   2B 陳樂兒 

   2B 鄭烷桐 

   2B 駱彥臻 

   2B 周學健 

   2D 李梓晴 

 拯救(迷宮) 高級組季軍 3B 黎懷逸 

   3B 張溢朗 

   3D 李嘉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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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36 拯救項目技術評審 最佳程式編寫獎 2A 徐維駿 

   2A 蔡浩揚 

   2C 張迪皓 

   2D 梁景華 

    

37 香港機械奧運會   

  機械馬短跑接力比賽 中學組季軍 1A 陳卓炫 

   1B 楊子雨 

   1C 趙曉弘 

   1D 蘇澧彥 

    

38 哈佛圖書獎 冠軍 5A 賴雪瑤 

  亞軍 5A 吳卓君 

   5A 曾晧 

    

39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銅獎 4A 王雅蕾 

  優異獎 3B 賴柏諺 

   3C 劉芷君 

   3D 何思樂 

   4B 王佳蓮 

   5B 廖文蔚 

    

40 第六屆《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校園創   

 作擂台陣」 優異獎 6D 吳巧琳 

    

41 小作家培訓計劃 最佳表現獎及全年大獎-季軍 4B 黃綽樺 

    

42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文憑試備稿演講 特優獎 5A 庾天蔚 

  優異獎 4B 陳穎瑜 

   4E 馮凱欣 

   4E 趙文浚 

 文憑試小組討論 優異獎 6B 陳曉彤 

  良好獎 5D 梁煜山 

   5D 麥天怡 

   5D 黃諾霖 

   5D 楊銘超 

 初中組即席演講 優異獎 3A 盧洛 

 初中組備稿演講 優異獎 3C 趙紀妍 

   3C 黃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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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文藝比賽   

43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組 全港總冠軍 中國舞蹈隊 

  4 項優等獎  

   現代舞組 全港總冠軍 現代舞蹈隊 

  4 項優等獎  

    

44 國際舞蹈卓越大賞 世界級優等獎 2B 梁鎮武 

   3C 關君傑 

    

45 第三十七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金獎 中國舞蹈隊 

  銀獎 現代舞蹈隊 

    

46 第三十九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金獎 中國舞蹈隊 

  銀獎 現代舞蹈隊 

    

47 第三十一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金獎 中國舞蹈隊 

  金獎 現代舞蹈隊 

    

48 香港《亞洲》獨舞大賽 東方舞高級組冠軍 6B 劉卓禕 

    

49 香港《舞聯盃》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比賽 金獎 6B 劉卓禕 

    

50 第六屆全球華人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青少年 B 組拉丁舞 季軍 2D 文皓正 

  青少年 C 組拉丁舞 季軍  

    

51 第一屆百樂會杯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 CR 拉丁舞及 冠軍 2D 文皓正 

  兒童及青少年 CRJ 拉丁舞 冠軍  

    

52 第十屆香港傑出青少年及兒童舞蹈藝術家公開大賽   

  青少年 C 組拉丁舞 冠軍 2D 文皓正 

  青少年 B 組拉丁舞 季軍  

    

53 第十七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花步雙項 C 組拉丁舞 亞軍 2D 文皓正 

    

54 屯門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青少年 B 組拉丁舞 冠軍 2D 文皓正 

  青少年 C 組拉丁舞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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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55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1A 黃郡薇 

  季軍 4A 吳卓桐 

  優良 1B 楊子雨 

   2A 劉灝兒 

   2D 文皓正 

   4C 戚善珩 

   4C 練芷瑗 

   5A 曾晧 

   5A 陳諾賢 

   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1C 樊芯怡 

   5A 庾天蔚 

  亞軍 1A 黃郡薇 

   2D 韓樂旻 

  季軍 1A 蔡寶瑩 

   1C 羅倚菲 

   2A 簡凱婷 

  優良 1A 郭寶文 

   1C 王凱晴 

   2A 林濼徽 

   2A 張紫喬 

   3B 余姿穎 

   3C 黃曉嵐 

   5C 王晶晶 

   中一二級二人朗誦 優良 1A 李晴昕 

   1A 黃騦文 

  優良 1C 梁美淇 

   1D 陳琬兒 

   中四級二人對話 優良 4B 張芍媚 

   4B 黃綽樺 

   中五六級二人朗誦 優良 5D 麥天怡 

   5D 梁煜山 

   粵語散文集誦 季軍 2D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1A 黃郡薇 

   4E 關曉藍 

  亞軍 1D 徐梓誠 

   5A 庾天蔚 

  季軍 1A 劉琛悅 

   1C 羅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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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55   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1C 樊芯怡 

   1C 劉穎彤 

   1D 陳琬兒 

   2C 曾盈盈 

   3C 劉芷君 

   3C 吳婉嫻 

   3C 葉嘉雯 

   4E 馮凱欣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1A 黃郡薇 

  優良 5C 王晶晶 

   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1D 徐梓誠 

   2D 馮文薏 

   5A 庾天蔚 

  亞軍 2B 何承峰 

   2D 方月盈 

   5A 曾晧 

  季軍 1A 郭寶文 

   5A 陳諾賢 

  優良 1A 黃郡薇 

   1A 黃騦文 

   1A 蔡寶瑩 

   1B 鍾愷翹 

   1B 陳穎鋒 

   1C 陳茗然 

   1C 劉穎彤 

   1C 王凱晴 

   3B 黎懷逸 

   4E 林敏潮 

   4E 黃舒詩 

   4E 賴憲宏 

   4E 李仲廉 

   5A 吳卓君 

 英語散文獨誦 冠軍 2C 趙爾納 

  優良 2C 黃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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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56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學合唱隊外文歌曲混聲 (中級組) 兩項優良 合唱團 

   琵琶獨奏 (高級組) 優良 2B 胡曉沂 

   笛獨奏 (初級組) 優良 2C 許閏皓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 2C 陳卓欣 

   3A 曾曉琳 

 八級鋼琴獨奏 優良 2A 蔡浩揚 

   2B 何承峰 

 女子二重唱 優良 5B 李珈澄 

   5D 陳恩彤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季軍 2C 黃明心 

  優良 5D 陳恩彤 

   3C 鄭沛妍 

   5B 李珈澄 

    

57 穗港澳台青年文化節 銀獎 合唱團 

    

58 聯校音樂大賽 銀獎 樂團 

    

5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 弦樂團比賽 優異獎 弦樂團 

    

60 香港中學英語辯論比賽 標準制辯論賽冠軍 3C 周樂妍 

   3C 徐綽言 

   3D 何諺琳 

  最佳辯論員 3D 何諺琳 

    

61 全國學生「學憲法講憲法」演講比賽 全國高中組三等獎 5B 邱曉男 

    

62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粵語初中組演講優異獎 1C 張茜淇 

   1C 梁美淇 

    

63 即興英語戲劇創作比賽 最佳演員獎(最佳英語運 4B 丘曉藍 

  用)  

  最佳演員獎(最佳演技) 4E 賴憲宏 

  冠軍 4A 于灝欣 

   4A 劉耀之 

   4B 陳嘉媛 

   4B 丘曉藍 

   4D 蘇兆聰 

   4E 賴憲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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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64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演員獎 5D 梁煜山 

  傑出導演獎 5C 楊嘉儀 

   5D 梁煜山 

   5D 麥天怡 

  傑出劇本獎 5C 楊嘉儀 

   5D 梁煜山 

   5D 麥天怡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65 傳媒初體驗之天人合一 優異獎 5A 方同心 

   5A 林瑩瑩 

   5A 吳卓君 

   5A 黃弘溥 

    

66 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初級組品牌優異獎 2C 莫巧怡 

  夠晒市場’觸角’優異獎 2C 黎學鍁 

  醒你一條好橋優異獎 2C 趙爾納 

   2D 莫巧晴 

   2D 霍傲璇 

    

67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國畫中學組冠軍 5A 陳朗然 

    

68 青年藝術節 中學高級組國畫冠軍 5A 陳朗然 

    

69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金獎 5C 盧祉澄 

  嘉許狀 5C 張凱琳 

    

70 SolidWorks 3D 設計比賽 中學組季軍 6A 張威廉 

    

71 羅陳楚思小學三十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冠軍 1C 林穎婷 

    

72 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一等獎 3D 李凱怡 

  香港賽三等獎 3A 曾曉琳 

   3D 張以林 

   3D 羅恬瑩 

   4A 潘學政 

   4C 張筱羚 

   4E 林敏潮 

  世界賽一等獎 3D 李凱怡 

  世界賽三等獎 3A 曾曉琳 

   4A 潘學政 

   4C 張筱羚 

73 小紅熊歡樂節日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青少年組季軍 3A 曾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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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74 小紅熊盛夏童樂全港兒童繪畫及黏土創作大賽 銀獎 3A 曾曉琳 

    

75 第八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及攝影比賽 初中組亞軍 3A 曾曉琳 

    

76 國家地理全球攝影比賽 青少年組季軍 6C 周朗溢 

    

77 大華銀行連繫香港攝影大賞 本地旅遊高級學生組銀

獎 

6C 周朗溢 

  自然景色高級學生組銅

獎 

 

    

78 全港中學生攝影比賽 最受歡迎大獎 6C 周朗溢 

    

79 『用心看自然』攝影比賽 天文星空組季軍 6C 周朗溢 

    

80 水耕種植設施設計比賽 優秀表現獎 4A 陳奕蓉 

   4A 潘穎菁 

   4A 王雪原 

   4A 羅偉諾 

   4E 霍子君 

   5A 陳諾賢 

   5B 朱雯熙 

   5B  

    

81 保良局新春行大運慈善步行 學生個人最高籌款額獎 3A 楊凡業 

    

 義工活動   

82 2016 義工運動  72 名個人金獎 

   97 名個人銀獎 

   112 名個人銅獎 

   6 隊團體金獎 

    

    

83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義工嘉許狀 義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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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比賽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84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5C 周卓琳 

    

85 屯門區校際賽全年總錦標 (所有體育運動項目) 總亞軍 男子組 

  總季軍 女子組 

  全年最佳進步獎 男子組 

   

8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蝶泳 冠軍  1A 林映彤 

   50 米背泳 冠軍  1C 范浩軒 

   50 米蛙泳 冠軍 1C 李奇洛 

   50 米蛙泳 冠軍 3A 鄒璟榆 

   50 米蛙泳 冠軍 6A 鄭民暄 

 100 米蛙泳 冠軍 1C 李奇洛 

 100 米蛙泳 冠軍  3A 鄒璟榆 

 100 米蛙泳 冠軍 6A 鄭民暄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2A 鍾博謙 

   200 米蛙泳 冠軍  2A 莊靜翎 

   50 米蝶泳 亞軍 1B 夏兆良 

   50 米自由泳 亞軍 2C 伍熲翹 

 50 米背泳 亞軍 3A 梁慧妍 

 50 米自由泳 亞軍 3A 梁慧妍 

   50 米背泳 亞軍 4E 郭盈輝 

 100 米背泳 亞軍 3B 李卓軒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5C 周卓琳 

 200 米蛙泳 亞軍 5B 鍾琬琳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1C 范浩軒 

 50 米蝶泳 季軍 4E 郭盈輝 

   50 米自由泳 季軍 5C 周卓琳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2A 鍾博謙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2A 莊靜翎 

 100 米蛙泳 季軍 4B 李昀融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2C 伍熲翹 

 200 米蛙泳 季軍 5D 梁國熙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女子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男子甲組 

   4 X 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丙組 

   4 X 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乙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女子甲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男子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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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86  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 

  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 

  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 

  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 

  總亞軍 男子 

  總季軍 女子 

    

87 保良局屬下中學聯校水運會   

   50 米蛙泳 冠軍 3A 鄒璟榆 

   100 米蛙泳 亞軍 3A 鄒璟榆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C 周卓琳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女子高級組 

 4 X 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女子初級組 

    團體季軍 女子高級組 

  團體季軍 女子組 

    

88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蛙泳 冠軍 1C 李奇洛 

   100 米蛙泳 冠軍 1C 李奇洛 

   100 米蛙泳 冠軍 3A 鄒璟榆 

   200 米蛙泳 冠軍(新紀錄) 1C 李奇洛 

   50 米背泳 亞軍 1C 范浩軒 

   50 米蛙泳 亞軍 3A 鄒璟榆 

   50 米背泳 亞軍 3B 李卓軒 

   50 米自由泳 亞軍 6A 鄭民暄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1C 范浩軒 

   200 米蛙泳 亞軍 5D 梁國熙 

   50 米蛙泳 季軍 1C 范浩軒 

   5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梁慧妍 

   50 米背泳 季軍 5B 鍾琬琳 

   100 米背泳 季軍 3B 李卓軒 

   100 米背泳 季軍 5B 鍾琬琳 

   200 米蛙泳 季軍 3A 鄒璟榆 

    

89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蛙泳 冠軍(新紀錄) 1C 李奇洛 

    

90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蛙泳 冠軍(新紀錄) 1C 李奇洛 

   100 米蛙泳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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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91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50 米背泳 冠軍 6A 鄭民暄 

   200 米個人四式 冠軍  

    

92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50 米自由泳 冠軍 6A 鄭民暄 

   100 米背泳 冠軍 1C 范浩軒 

    

93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自由泳 冠軍 1C 范浩軒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94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蛙泳 冠軍 1C 李奇洛 

   100 米蝶泳 冠軍  

   100 米蛙泳 季軍  

    

95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蝶泳 亞軍 1C 范浩軒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96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蛙泳 亞軍 1C 李奇洛 

   200 米蛙泳 亞軍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1C 范浩軒 

   100 米背泳 季軍  

    

97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 1C 范浩軒 

    

98 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 全港冠軍 2B 蔡洛 

  屯門及離島區冠軍  

    

9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亞軍 2B 蔡洛 

    

100 全港學界越野路之王長跑賽 季軍 2D 鄺錦佳 

    

101 北區豐盛人生健康長跑比賽 冠軍 2D 鄺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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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0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丙組個人 冠軍 2D 鄺錦佳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越野隊 

   女子丙組 季軍 女子越野隊 

    

103 香港教育大學第一屆周年越野比賽 亞軍 5B 鄒量泓 

    

10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丙組 冠軍 女子羽毛球隊 

   男子甲組 亞軍 男子羽毛球隊 

   女子甲組 亞軍 女子羽毛球隊 

   男子丙組 季軍 男子羽毛球隊 

    

105 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 女子 C 組亞軍 6C 吳明翀 

    

106 龍城活力三十載『龍城活力盃』羽毛球大賽 親子組冠軍 2B 蔡洛 

  精英組亞軍  

    

107 第二屆星羽聯盟杯青少年羽毛球邀請賽   

   女子雙打亞軍 亞軍 1D 朱穎倩 

     2B 蔡洛 

 女子單打 季軍 2B 蔡洛 

    

108 屯門區親子樂羽毛球比賽   

   父女組 冠軍 2B 蔡洛 

 女子單打組 亞軍  

    

10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甲乙組 冠軍 男子排球隊 

 男子丙組 季軍 男子排球隊 

  女子丙組 季軍 女子排球隊 

  

110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800 米 冠軍 2D 鄺錦佳 

   1500 米 冠軍  

   三級跳 季軍 5C 邱騰朗 

    

111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跳高 亞軍 5D 梁煜山 

  400 米 季軍 5C 黎恩彤 

  1500 米 季軍 5B 鄒量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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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11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丙組 亞軍 男子籃球隊 

    

11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丙組 亞軍 男子乒乓球隊 

    

114 南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亞軍 1B 林卓穎 

    

115 全港花式跳繩校際賽   

   中學女子乙組 30 秒二重跳 冠軍 1A 蕭穎 

    季軍 1D 卓己珊 

   中學男子甲組 30 秒二重跳 亞軍 3B 潘俊熹 

    

116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中學乙組全埸總冠軍 跳繩隊 

    

117 全港跳繩挑戰賽   

   4x30 秒單車步 亞軍 跳繩隊 

   2x60 秒雙人跳 亞軍  

   2x60 秒四人交換繩 亞軍  

   120 秒五人大繩走八字 季軍  

   全場總亞軍   

    

118 全新界區校際網球比賽 季軍 女子組 

    

119 仁愛堂劍擊比賽 季軍 1B 楊子雨 

    

120 北區壁球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 季軍 1A 曾愷琳 

    

121 第四屆世界詠春大賽   

 個人套路尋橋青少年 A 組 優異獎 1D 卓己珊 

    

122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女子中童組長器械冠軍 3C 盧穎欣 

  女子中童組短器械亞軍  

    

123 第三十六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女子少年組長器械亞軍  3C 盧穎欣 

  女子少年組短器械季軍  

    

124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 女子少年組長器械亞軍 3C 盧穎欣 

  女子少年組短器械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