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 年度校外得獎紀錄 

學術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團體 比賽結果 
得獎學

生 
班別 班號 

2014美而高企業獎 

助學金計劃 
香港美而高企業公司 

2014美而高企業獎

助學金 

梁倩怡 
13/14 

6C畢業生 

陳芷婷 
13/14 

6C畢業生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 

中學生獎學金

(2014-2015年)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 品學俱備獎 

葉有成 5D (18) 

鄧麗珊 6C (18)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 
高中應用學習 

獎學金 
江翠瑩 6A (7) 

 

晞望獎學金 晞望獎學金 晞望獎學金 韓正麟 4E (18)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2015 哈佛圖書獎

(2015Harvard Book Prize) 

哈佛圖書獎 第一名 梁思朗 5D (21) 

哈佛圖書獎 第二名 黃朗妮 5D (9) 

哈佛圖書獎 第三名 周恩銘 5E (29) 

 

2014/2015香港中學 

生物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一等獎 鄧秀莉 6C (19) 

一等獎 梁思朗 5D (21) 

二等獎 蘇嘉禧 6C (36) 

三等獎 林捷 6D (20) 

 

第五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輸入法比賽 
香港 IT人協會及今日校園 

第五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輸入法比賽  

初中組(中一至中

三) 亞軍 

梁善雯 1D (5) 

 

 

 

 

 

 

 



體育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團體 比賽結果 得獎學生 班別 班號 

屈臣氏田徑會 

周年大賽 2014 
屈臣氏田徑會 

女子乙組 800m 季軍 孫翠斯 3D (13) 

男子乙組 400米  

冠軍 
黃錫安 3D (34) 

女子丙組鐵餅 冠軍 

黃惠婷 2A (12) 
女子丙組鉛球 冠軍 

女子丙組 

個人全場冠軍 

 

2014-2015 

屯門區校際游泳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 50米 

背泳 季軍 
陳子穎 5E (15) 

男子乙組 100米 

自由泳 冠軍 
羅諾言 3D (27) 

男子乙組 200米自由

泳 冠軍 
羅諾言 3D (27) 

男子乙組 50米 

胸泳 亞軍 
陳耀霆 4E (15) 

男子乙組 100米胸泳 

季軍 
陳耀霆 4E (15) 

男子乙組 4x50米 

四式接力 季軍  

羅諾言 3D (27) 

陳耀霆 4E (15) 

黃祖祐 3B (31) 

朱家名 3D (19) 

男子乙組團體 第四名 

男子丙組 50米蝶泳 

亞軍 
郭志晞 1D (18) 

男子丙組團體  

第八名 
      

女子丙組 50米 

自由泳 冠軍 
冼樂瑤 1D (9) 

女子丙組 50米 

蝶泳 亞軍 
冼樂瑤 1D (9) 

 

2014-2015屯門區 

校際越野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女子丙組個人全場 

第二名 鍾晴 2C (5) 

女子丙組個人全場 

第三名 羅梓真 1B (13) 

女子丙組個人全場 

第九名 陳諾言 1E (1) 



女子乙組個人全場 

第三名 張葦欣 2D (4) 

女子乙組個人全場 

第十名 孫翠斯 3D (13) 

女子甲組個人全場 

第三名 賴綺珩 5A (6) 

女子甲組個人全場 

第五名 余卓思 5F (10) 

女子甲組個人全場 

第七名 葉倩兒 3C (18) 

男子丙組個人全場 

第三名 葉左權 1D (25) 

男子乙組個人全場 

第三名 黃錫安 3D (34) 

男子乙組個人全場 

第八名 譚梓浩 2B (29) 

男子乙組團體  

第二名 

張宗傑 4A (13) 

黃錫安 3D (34) 

蔡汶洛 3C (33) 

張嘉寶 2C (22) 

譚梓浩 2B (29) 

李佳軒 2B (26) 

男子丙組團體  

第三名 

張駿燊 2B (20) 

范鈞然 1D (15) 

郭志晞 1D (18) 

葉左權 1D (25) 

郭振豪 1B (15) 

陳正 1A (13) 

張宗智 1D (12)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余卓思 5F (10) 

陳彤彤 6C (2) 

陶雅妍 5E (7) 

賴綺珩 5A (6) 

羅琳 1D (7) 

葉倩兒 3C (18) 

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陳靜樺 4A (1) 

孫翠斯 3D (13) 

周穎津 3C (3) 

陳欣彤 4E (2) 

劉韻靖 3B (10) 

張葦欣 2D (4) 



女子丙組團體 冠軍 

莊莉汶 2C (4) 

鍾晴 2C (5) 

陳詩敏 2B (1) 

陳諾言 1E (1) 

冼諾瑤 1D (9) 

羅梓真 1B (13) 

陳彥廷 2C (1) 

 

2014-2015屯門區分

齡田徑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 D組 800米 季軍 

孫翠斯 3D (13) 

女子 D組 1500米  

季軍 

女子 C組 4X400m接力 

冠軍 

鍾晴 2C (5) 

黃惠婷 2A (12) 

葉倩兒 3C (18) 

陶雅妍 5E (7) 

女子 C組鐵餅 亞軍 林映彤 6D (4) 

女子 C組標槍 季軍    

女子 D組 400米 冠軍 劉韻靖 3B (10) 

女子 D組鐵餅 冠軍 黃惠婷 2A (12) 

男子 C組 800米 季軍 葉亮盛 3A (35) 

男子 E組 60米 季軍 陳正 1A (13) 

男子 E組跳遠 季軍    

男子 C組鐵餅 季軍 李崑耀 5C (22) 

女子 E組跳高 亞軍 劉倩妤 2B (7) 

女子 D組 800米 亞軍 鍾晴 2C (5) 

女子 C組 200米 亞軍 賴綺珩 5A (6) 

女子 C組 100米欄 季

軍 余卓思 5F (10) 

女子 E組跳遠 季軍 冼諾瑤 1D (9) 

女子 D組跳高 亞軍 黃嘉瑤 2B (14) 

男子 C組 4X100m接力 

季軍 

鄭嘉豪 6C (29) 

梁晉穎 6B (25) 

黃宇軒 6C (38) 

鄭靖男 5F (12) 

女子 D組 4X400m接力 

冠軍 

劉韻靖 3B (10) 

陳欣彤 4E (2) 

陳靜樺 4A (1) 

孫翠斯 3D (13) 

 

2014-2015屯門區 

校際田徑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女子丙組鉛球 冠軍 黃惠婷 2A (12) 

女子丙組 400米 冠軍 
 

鍾晴 2C (5) 



 女子丙組 800米  

亞軍 
鍾晴 2C (5) 

女子丙組 100米欄 

亞軍 
潘煒筠 2C (14) 

女子丙組 

4X400m接力 冠軍 

黃惠婷 2A (12) 

鍾晴 2C (5) 

莊莉汶 2C (4) 

羅梓真 1B (13) 

女子丙組 

4X100m接力 亞軍 

潘煒筠 2C (14) 

冼諾瑤 1D (9) 

李沛婷 2B (9) 

梁穎琳 1C (4) 

女子乙組 400米  

冠軍 
劉韻靖 3B (10) 

女子乙組 800米 

 季軍 
劉韻靖 3B (10) 

女子乙組 1500米  

亞軍 
孫翠斯 3D (13) 

女子乙組 800米  

冠軍 
孫翠斯 3D (13) 

女子乙組跳高 亞軍 林凱迪 4D (6) 

女子乙組 100米欄 

季軍 
林凱迪 4D (6) 

女子乙組 

4X400m接力 冠軍 

陳靜樺 4A (1) 

陳欣彤 4E (2) 

孫翠斯 3D (13) 

劉韻靖 3B (10) 

女子乙組 

4X100m接力 亞軍 

葉嘉雯 3C (17) 

房曉彤 3D (4) 

葉藹晴 4A (10) 

林凱迪 4D (6) 

女子甲組 100米跨欄 

季軍 
余卓思 5F (10) 

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賴綺珩 5A (6) 

女子甲組 200米  

亞軍 
賴綺珩 5A (6) 

女子甲組 

4X400m接力 亞軍 

葉倩兒 3C (18) 

陶雅妍 5E (7) 

賴綺珩 5A (6) 

余卓思 5F (10) 

男子乙組 400米  黃錫安 3D (34) 



冠軍 

男子乙組 800米  

冠軍 
黃錫安 3D (34) 

男子乙組 800米  

亞軍 
譚梓浩 2B (29) 

男子乙組 

4X400m接力 季軍  

黃錫安 3D (34) 

蔡汶洛 3C (33) 

譚梓浩 2B (29) 

張宗傑 4A (13) 

男子甲組 110米跨欄 

冠軍 
鄭靖男 5F (12) 

男子甲組團體 第六名 

男子乙組團體 第五名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 亞軍 

 

沙田迎新春長跑 2015 沙田體育會 

女子少年 3組 

全場第八名 
孫翠斯 3D (13) 

女子少年 3組 

全場第二名 
賴綺珩 5A (6) 

男子少年 2組 

全場第六名 
黃錫安 3D (34) 

 

2013-2014年度屯門

區乒乓球學界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 殿軍 

蕭穎禧 5E (24) 

張綽衡 6D (13) 

鄧穎謙 4A (21) 

男子丙組 第五名 

王健豪 2C (30) 

蔡穎豪 1C (12) 

萬會恆 1D (24) 

李紹宏 1D (22) 

女子甲組 第五名 

鄧嘉汶 5B (11) 

黃澧晴 4B (8) 

林映彤 6D (4) 

錢心怡 5E (2) 

霍喜儀 5F (4) 

女子乙組 第五名 

張海晴 4A (3) 

莊惠琪 4C (3) 

李沛瀅 3D (10) 

吳家寶 3D (11) 

吳泳霖 3D (12) 



 

 

藝術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團體 比賽結果 得獎學生 班別 班號 

第六十六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一、二級普通話 

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陳樂然 1B (2) 

中一、二級普通話 

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凌慧詩 2C (10) 

中一、二級普通話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蔡秉樺 2D (29) 

 

第五十一屆 

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及教育局聯合主

辦 

爵士舞名街舞組  

乙等獎 

林錦琳 1A (7) 

李凱琳 1C (6) 

黃藹欣 2A (10) 

楊凱晴 2A (14) 

鄭紫晴 2B (3) 

羅芷潼 2B (8) 

李沛婷 2B (9) 

羅玥欣 2B (10) 

黃嘉瑤 2B (14) 

凌慧詩 2C (10) 

勞渭喬 2C (11) 

呂清清 2C (12) 

曾凱琳 2C (18) 

楊海雪 4E (10) 

余詠欣 4E (11) 

陳倬騫 4E (13)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粵語朗誦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五級粵語 

二人朗誦 亞軍 
梁穎怡 5C (7) 

中五級粵語 

二人朗誦 亞軍 
謝凱汶 5C (12) 

中一、二級粵語 

散文獨誦 亞軍 
彭彩晴 1A (10) 

中一、二級粵語 

詩詞獨誦 季軍 
賴穎賢 2C (7) 

中三、四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何希兒 4D (5) 

中三、四級粵語 葉熙礽 3C (16)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中三、四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梁彥怡 3C (9) 

中三、四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張意軒 3B (4) 

中一、二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李婉盈 1A (9) 

中五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王駿傑 5D (28) 

中五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黃詩婷 5B (12) 

中五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馮藹珊 5D (3) 

中一、二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謝泳怡 2D (11) 

中一、二級粵語 

散文獨誦 優良奬狀 
高梓峻 2B (24) 

中三、四級粵語 

散文獨誦 良好奬狀 
江泳薇 3B (7) 

中一、二級粵語 

散文獨誦 良好奬狀 
范雲宇 1E (15) 

中一、二級粵語 

散文獨誦 良好奬狀 
馮玉冰 2D (7)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中學高級組  

中文書法優異獎 
龔泳恩 6C (9) 

 

2015第一屆全港 

學生書法比賽 
香港青少年才藝之星協會 中學高級組 冠軍 喬婷 5D (5) 

 

 

環保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團體 比賽結果 得獎學生 班別 班號 

  
 

 
 

 

 

 



服務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團體 比賽結果 得獎學生 班別 班號 

「愛˙『屯』聚」 

鄰里協作計劃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 

安老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 

「愛˙『屯』聚」 

鄰里協作計劃 

『屯』聚印記嘉許狀 

何佩文 4A (4) 

呂康盈 4A (8) 

陸曉嵐 4A (9) 

楊紹宇 4A (27) 

洪惠璇 4B (2) 

王子豐 4B (27) 

陳咏雪 4C (2) 

何韵池 4C (5) 

劉嘉瑜 4C (6) 

巫詠妍 4C (9) 

戴靜利 4C (11) 

黃子慇 4C (12) 

任佩怡 4C (13) 

李在政 4C (22) 

余燦權 4C (28) 

奚梓瑩 4D (2) 

梁茵怡 4D (8) 

郭旻僖 4E (6) 

劉睿璇 4E (7) 

翁慧欣 4E (12) 

陳倬騫 4E (13) 

韓正麟 4E (18) 

黎浩權 4E (19) 

李尚熹 4E (22) 

 

義工運動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嘉許狀 

(小組) 金狀 

何采思 5A (5) 

李玉愛 5A (7) 

黃芷盈 5A (13) 

羅啟洸 5B (20) 

馬鈞濤 5B (22) 

葉樹堅 5B (27) 

吳美霞 5C (9) 

甘嫚婷 5D (4) 

馬綽瑩 5D (8) 

葉有成 5D (18) 

梁永洋 5D (22) 

曾慶銅 5D (27) 

王駿傑 5D (28) 



朱偉基 5D (30) 

朱偉寧 5D (31) 

程安琪 5E (3) 

黎曉霖 5E (4) 

梁晚霞 5E (5) 

謝翠軒 5E (8) 

黃翠琳 5E (9) 

胡穎而 5E (11) 

施偉豪 5E (26) 

霍喜儀 5F (4) 

何卓怡 5F (5) 

馮梓勤 5F (16) 

葉亮平 5F (25) 

何佩文 4A (4) 

呂康盈 4A (8) 

陸曉嵐 4A (9) 

楊紹宇 4A (27) 

洪惠璇 4B (2) 

王子豐 4B (27) 

陳咏雪 4C (2) 

何韵池 4C (5) 

劉嘉瑜 4C (6) 

巫詠妍 4C (9) 

戴靜利 4C (11) 

黃子慇 4C (12) 

任佩怡 4C (13) 

李在政 4C (22) 

余燦權 4C (28) 

奚梓瑩 4D (2) 

梁茵怡 4D (8) 

郭旻僖 4E (6) 

劉睿璇 4E (7) 

翁慧欣 4E (12) 

陳倬騫 4E (13) 

韓正麟 4E (18) 

黎浩權 4E (19) 

李尚熹 4E (22) 

義務工作嘉許狀 

(個人) 銀狀 

馬綽瑩 5D (8) 

葉有成 5D (18) 

王駿傑 5D (28) 

朱偉基 5D (30) 



霍喜儀 5F (4) 

義務工作嘉許狀 

(個人) 銅狀 

洪惠璇 4B (2) 

陳咏雪 4C (2) 

巫詠妍 4C (9) 

黃子慇 4C (12) 

李在政 4C (22) 

余燦權 4C (28) 

劉睿璇 4E (7) 

翁慧欣 4E (12) 

陳倬騫 4E (13) 

黎浩權 4E (19) 

馬鈞濤 5B (22) 

曾慶銅 5D (27) 

朱偉寧 5D (31) 

黎曉霖 5E (4) 

梁晚霞 5E (5) 

胡穎而 5E (11) 

葉亮平 5F (25) 

 

 

其他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團體 比賽結果 得獎學生 班別 班號 

第三屆「好少年 ･  

好老師」表揚計劃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三屆「好少年 ･  

好老師」表揚計劃 

「好學生｣獎 

李淑莉 6B (10) 

 

「好學生」 

獎勵計劃 201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老師推薦組 

「好學生」獎 
李淑莉 6B (10) 

 

「待人有禮好少年」 

選舉 2014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初中組 葉亮盛 3A (35) 

高中組 陳彤彤 6C (2) 

 

2015趣味科學比賽 

-<<落聚生輝>> 

香港學者協會、香港中學校

長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康文署、香港科學館 

最佳設計獎 

黃俊傑 2C (28) 

邱永華 2C (33) 

 

2015學界遙控 

模型車賽 
香港遙控模型車教室 

季軍 

(高級組個人賽 C組) 
朱儁灝 5F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