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校外成就) P.1 

 
2018-2019 年度  

 

 項目 獎項／得獎者 

8 月 華懋集團主辦至愛我家攝影比賽-學生組 優異及網上最喜愛大獎 

5C 胡詠姿 

 潮屬社團總會盂蘭文化節 2018 搶孤院校賽 冠軍 

6B 李思龍 6B 王奕深 6C 許梓煒 

6C 劉嘉俊 6C 羅偉浩 6C 柯卓宏 

季軍 

5C 戚國威 5C 廖嘉明 5A 許肇峻 

5A 文浩賢 5A 施逸程 5A 陳鎮灃 

9 月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香港賽區）-中一組 

銅獎 (全球排名 37 名) 

2B 于仁瑋 

10 月 明報通識網主辦2018/19學生時事通識問答

比賽 第一回合-中學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累積分數最高學校 

(參與班別 : 4C, 5B, 6A)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廢物升級再造創意設計比

賽-中學組 

亞軍 

6A 陳婉兒 6A 李煦怡 6A 佘靜雯 

6A 蔡凱然 6B 黃施恩 

11 月 明報通識網主辦2018/19學生時事通識問答

比賽 第二回合-中學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累積分數最高學校 

(參與班別 : 4C, 5B, 6A)  

 精神健康月主辦

中學組 6A 李煦怡 

優異獎 

5A 張凱程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第三十屆閱讀嘉

年華-藝墟攤位 

最佳藝墟攤位獎 

2A 潘海欣 2A 劉天賜 3A 許澤滿 

3A 張鍵雄 3B 鄭惠妙 4A 陳曉晴 

4C 鄧善恆 4C 林泳軒 5B 莊美盈 

6B 洪綽謙 

12 月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合辦應用學習奬學金

(2017/18 學年) 

應用學習奬學金(2017/18 學年)及「特別嘉許」 

6B 洪綽謙  



(學生校外成就) P.2 

 項目 獎項／得獎者 

應用學習奬學金(2017/18 學年) 

6B 黃名奏 

 青苗基金主辦青苗學界進步獎 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羅振裕 2B 譚梓桓 2C 戴熙朗 

3A 張鍵雄 3B 李成 3C 羅逸錦 

4B 鄭惠婷 4C 洪翠翹 4C 鄒風 

5A 宋晓萍 5B 楊慧茹 5C 嚴卓君 

6A 黃卓 6B 陳煌亮 6C 許梓煒 

 明報通識網主辦2018/19學生時事通識問答

比賽 第三回合-中學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累積分數最高學校 

(參與班別 : 4C, 5B, 6A) 

1 月 林村許願廣場/林村鄉發展教育委員會主辦

@

 

優異獎 

5A 張凱程 5A 羅頌詩 5B 楊慧茹 

5B 楊景盛 5C 胡詠姿 5C 雷程智 

 扶貧委員會主辦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8 獎學金 

6A 佘靜雯 6A 簡國石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奧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 (大灣賽區) 預選賽-數學科 

一等獎 

2B 于仁瑋 

二等獎 

1C 黃寳兒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主辦「尊重、關愛、共融」

維港一家親社區關懷日-公民教育委員會 

攤位設計銅獎 

4C 陳泳嫦 4C 洪翠翹 4C 林泳軒 

4C 吳國彬 4C 王俊儒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香港深水埗獅子會

舉辦全港青年象棋比賽 (初中組) 

優異獎 (全港第 5 名) 

2B 于仁瑋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第五十五屆

學校舞蹈節-中學組中國舞(群舞) 

 

2 月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第五十五屆

學校舞蹈節-中學組中國舞(雙人舞) 



(學生校外成就) P.3 

 項目 獎項／得獎者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第五十五屆

學校舞蹈節-中學爵士群舞 

3 月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奧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 (大灣賽區) 選拔賽-數學科 

二等獎 

1C 黃寳兒 2B 于仁瑋 

 - 

5C 胡詠姿 5C 雷程智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主辦

2018-19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第三十二屆獎學金 

6A 蔡凱然 6A 李家興

4 月 

初中組

 精英跆拳道會主辦校際精英跆拳道比賽-品

勢太極二章 

冠軍 

1C 吳若琳 

亞軍 

1C 楊詠婷 

季軍 

4B 鄭惠婷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 (大灣賽區) 總決賽-數學科 

二等獎 

2B 于仁瑋 

三等獎 

1C 黃寳兒 



(學生校外成就) P.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第五十五屆

學校舞蹈節-中學組中國舞(雙人舞) 

 

 明報通識網主辦2018/19學生時事通識問答

比賽 第八回合-中學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累積分數最高學校 

(參與班別 : 4C, 5B) 

4C 陳斐 陳泳嫦 陳燕珊 陳嘉欣 胡佳妮 

洪翠翹 解凌欣 宋曉欣 楊芷晴 招永杰 

鄧善恒 何悉賢 許諾言 林泳軒 麥皓鈞 

吳國彬 王俊儒 鄒風 

5B 莊美盈 梁慧芯 蘇小眉 王紫 楊慧茹 

趙柏靖 呂馨偉 唐家興 黃映桓 楊振廷 

楊景盛 朱僑偉

5 月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主辦聯校音樂大賽 2018-

手鈴及手鐘(中學組) 

銀獎 

1A 陳絲蕊 1C 黃旨銳 1A 黃嘉盈 

2B 蔡繼熙 1A 葉雯 3A 陳曦 

1A 陳俊希 3A 林溢允 1A 莫曜駿 

3A 楊致塱 1C 陳易敏 5C 郭斯珮 

1C 羅芷珊 5C 胡詠姿 1C 伍凱琳 

5C 雷程智 1C 謝嘉琦 1C 孔韋森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中學鋼琴獨奏-中級組 銅獎 

2B 賴曉欣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香港數學遊戲公

開賽(HKMGO)2019 

二等獎(銀獎) 

2B 于仁瑋 

三等獎(銅獎) 

1A 仇煒 1A 梁梓恆 1A 張子揚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沙西區中學學界排球

賽-女子丙二組 

季軍 

2A 賴昱霖 2A 潘海欣 2A 蘇慧雯 

2B 陳怡蒨 2B 許文靜 2B 賴曉欣 

2C 李詩琦 2C 王婉婷 

 賽馬會體藝中學主辦聯校跆拳道錦標賽-中

學公開組 

品勢比賽季軍 

1C 吳若琳 1C 楊詠婷 5C 梁慧芯 

 第四十七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中學爵士群

舞 



(學生校外成就) P.5 

 項目 獎項／得獎者 

 

 明報通識網主辦2018/19學生時事通識問答

比賽 第九回合-中學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累積分數最高學校 

(參與班別 : 4C, 5B) 

4C 陳斐 陳泳嫦 陳燕珊 陳嘉欣 胡佳妮 

洪翠翹 解凌欣 宋曉欣 楊芷晴 招永杰 

鄧善恒 何悉賢 許諾言 林泳軒 麥皓鈞 

吳國彬 王俊儒 鄒風 黎梓楓 

5B 莊美盈 梁慧芯 蘇小眉 王紫 楊慧茹 

趙柏靖 呂馨偉 唐家興 黃映桓 楊振廷 

楊景盛 朱僑偉

6 月 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辦遊學在中國 2019 全

港學界照片徵集比賽-中學組 

 香港學校體育學會主辦學會成立標語創作比

賽-中學組 

亞軍 

3A 洪權泉 

季軍 

5C 嚴卓君 

 國際傑出藝文發展學院主辦國際兒童及青少

年視覺藝術獎 2018-2019-高中組  

 Saildrone. Inc, USA  (李嘉誠基金會贊助活

動項目) 主辦 Saildrone 南極環流探索 「氣

候轉變與我何干？」錄像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