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比賽成績 

 

學藝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成績 

朗誦 
第五十四屆香港學校 

朗誦比賽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亞軍：潘麗君 1A 

中學一年級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季軍：葉楚婷 1C 

中學一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優良証書：何潔鈴 1B 

聶秀樺 1A 

朱婉媚 1B 

中學一年級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優良証書：謝依澄 1B 

葉燕君 1B 

馮婉沁 1A 

中學一年級散文獨誦粵語組男子良好証書：何灝南 1C 

中學二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男子季軍：陳積奇 2D  

中學二年級散文獨誦粵語組男子良好証書：楊浩 2A 

中學三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優良証書：楊麗莉 3C 

楊曉彤 3B 

中學三年級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優良証書：黎姬雪 3B 

中學三年級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良好証書：黃嘉存 3E 

中學三、四年級詩詞集誦粵語組男子冠軍 

中學三、四年級詩文集誦粵語組男女子季軍 

中學四年級散文獨誦粵語組男子亞軍：鍾德成 4A  

中學四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男子季軍：郭仲賢 4A 

中學四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季軍：林迪媛 4A 

 

中一二級普通話詩詞集誦冠軍 

中三四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李麗芳 4A 

中三四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優異：黃麗詩 4A 

中三四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優異：何嘉寶 5B 

 

中一級組英文詩詞集誦冠軍 

中一級男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季軍：陳昆鵬 1A 

中一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季軍：葉楚婷 1C 

中一級男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優良獎狀：劉潮銃 1A 

中一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優良獎狀：吳嘉慧 1D 

黃寶玲 1C 

中一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良好獎狀：馬詠心 1D  

陳棋欣 1D 

中二級男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優良獎狀：范梓浩 2E 

中三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亞軍：蘇頌雯 3D 

中三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季軍：黃亦彤 3A 

中三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優良獎狀：廖淑嬪 3C 

陸敏婷 3D 

楊麗莉 3C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冠軍：林淑喜 4A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季軍：徐雅菁 4B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優良獎狀：郭曉賢 4C 

中六級男子組英文散文獨誦冠軍：蘇震驊 6A 

中六級男子組英文散文獨誦季軍：梁奕祺 6B 

中六級女子組英文散文獨誦季軍：尹心怡 6B 

中六級女子組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程潔盈 6B 

關美寶 6B 

黃麗萍 6B 

莊瑋琪 6B 

梁惠華 6B 

中六級男子組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謝炳堅 6A 

莫宇浩 6A 

鄧允傳 6B 

楊天倫 6B 

中六級男子組英文散文獨誦良好獎狀：鍾潤發 6A 

中七級女子組英文散文獨誦優良獎狀：莊瑋玲 7B 

中國舞 
第三十九屆校際 

舞蹈比賽 
中學組群舞甲級獎 

音樂 
“詩威德盃” 2002 香港 

少年兒童鋼琴賽 
八級組二等獎：葉蕙萍 

交安 全港道路安全雙週 嘉許狀：潘柬芝 3D 梁麗艷 4D 蔡慧敏 4D 

戲劇 
02-03 年度香港學校戲

劇節 

中學廣東話組：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導演獎：李嘉寶 6A 

專題 

研習 

再創高峰─中學生領袖

訓練證書課程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 

甲級獎：蘇震驊 6A 

乙級獎：蔡婉儀 6A  林碧欣 6B 

         

資訊 

科技 
2003 校際中文輸入大賽 高中組銀獎：陳綺文 7A 

 

環保及服務 

環境 

教育 

01-02 年度學界環境保

護獎勵計劃暨學生環境

保護大使計劃 

學校優異獎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優異獎： 

何明慧 7A 關庭輝 7A 林立賢 7A 陳綺文 7A 邵宏振 7A 

劉思菁 7A 楊善瑜 7A 李淑芬 7B 葉惠心 7B 吳嘉雯 7B 

許家濠 5D 葉毅俊 5D 郭嘉良 5D 謝景  5D 

清潔常識網中尋 

初中組季軍：郭思琴 3C 

初中組安慰獎：金玲彤 3C 梁麗彤 3C 任以瑜 3C 

梁明儀 3C 梁兆衡 3C 朱振昇 3C  

高中組安慰獎：曾偉其 4D 

堆肥育苗計劃 最佳堆肥光碟製作冠軍：本校環保大使 

第三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中學組優異獎：全校師生 

 



 

 

 

 

社會 

服務 

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銀狀：皇仁舊生會中學 

義務工作嘉許銀狀：本校環保大使 

義務工作嘉許銅狀：陳綺文 7A  何明慧 7A  劉恩菁 7A 

                  李淑芬 7B  吳嘉雯 7B  葉惠心 7B 

                  謝景   5D 

葵青區議會 2003 年  

「傑出義工選舉」 

青年組亞軍：謝炳堅 6A 

青年組優異：馮詩瑋 7A 

少年組亞軍：黃嘉稀 3A 

少年組優異：黎佩儀 3A 

 

體育活動 

類別 活動名稱 成績 

游泳 
2002-2003 葵青區校際游泳

錦標賽 

女子乙組團體第五名 

女子乙組 200 米胸泳冠軍：李潔盈 4B 

女子乙組 100 米胸泳亞軍：李潔盈 4B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蔡聲彥 3A 

女子乙組 4x50 自由泳接力亞軍：蔡聲彥 3A 

                             李潔盈 4B 

                             黃祖兒 4B 

                             梁杞瑛 4B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女子丙組 50 米胸泳冠軍：梁曉彤 2C 

女子丙組 200 米胸泳冠軍：梁曉彤 2C  

女子丙組 4x50 自由泳接力亞軍：梁曉彤 2C 

吳婉君 1B 

                             張曉芙 1C 

                             林思恩 1C 

田徑 
2002-2003 葵青區校際田徑

比賽 

男子甲組推鉛球亞軍：莫景楊 5C 

女子甲組跳高冠軍：陳曉霞 3C 

女子乙組跳遠季軍：黃祖兒 4B 

女子丙組鉛球亞軍：黃佩珊 2A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江錦欣 3A 

                          譚凱婷 3C 

                          梁杞瑛 4B 

                          黃祖兒 4B 

籃球 葵青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第二組)冠軍 

女子乙組亞軍 

男子乙組殿軍 

排球 葵青區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第一組)亞軍  

女子乙組(第一組)第五名 

男子甲組亞軍 

男子乙組第五名 

 



 

 

 

 

參與校外活動 

活動名稱 主辦團體 參與學生 

青少年錄像訓練計劃 香港藝術中心/康文署 盧松傑 4B  周志琪 4D 

歷奇為本領袖才能訓練計

劃 

香港(中國)培訓力量

有限公司 

盧婉冰 4A  林偉康 4A  姚嘉俊 4C 

郭佩雙 4D  易偉儀 4D 

第十七屆中學生閱讀報告

比賽 

商務 / 教育圖書 / 

商務網上書店 

謝萍萍 2D  容卓彥 2E  任以瑜 3C 

陸敏婷 3D  黃麗詩 4A  易偉儀 4D 

劉君寧 5A  陳綺雯 5B  劉芷盈 5B 

歐陽嘉琪 5C  謝景 5D 

全港電腦遊戲創作大賽及

工作坊 
中文大學 廖鴻豪 3D 

第九屆學生健康大使訓練

計劃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

組 

盧婉冰 4A  林偉康 4A  姚嘉俊 4C 

郭佩雙 4D  易偉儀 4D 

「學生青年大使」計劃 教統局與旅遊協會 謝炳堅 6A  梁肇倫 6A  莊瑋琪 6B 

「多元智能挑戰計劃」 教統局與消防處 
最佳學員獎：洪略挺 4A 

最佳進步獎：何嘉寶 4B 

第六屆校園記者計劃 明報 嘉許獎：黃麗詩 4A  盧婉冰 4A 

野外求生比賽 香港青年旅社協會 季軍：青衣第 20 旅童軍 

<時事多聲道>社區事物大

追訪比賽 

新界社團聯會青年中

心 

社區報導實錄獎及攝影獎冠軍： 

楊素霞 3B  陳伴珠 3B  周凱雯 3B 

陳福嶔 3E  黃嘉存 3E 

特別資優培訓計劃---卓越

領導才能培訓 
教育統籌局  李熙奕 3C  黃麗詩 4A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課外活動學會資料 

 

學科學會:  

學會名稱 負責導師 

美術學會 鄧國榮     黃翠琼 

中文學會 劉致光     江淑華      

電腦學會 許乃斌    

英文學會 丘菁暉     曾余婉嫦   黃銀英      

數學學會 梁淑芳     陳笑儀 

家政學會 邵麥蕙珍 

音樂學會 盧淑興 

科學學會 伍啟明     黎文薏      

普通話學會 黃兆恩 

 

文化學會:  

學會名稱 負責導師 

棋藝學會 葉昌發 

書法學會 鄧國榮 

中國舞學會 呂潔雯      

基督徒團契 陳敏豪     麥婉儀     鍾彩萍 

戲劇學會 何玉珊     葉愛娟      

社會服務團 何炳光 

 

制服隊伍:  

學會名稱 負責導師 

紅十字會 魏碧蓮      

交通安全隊 顏影紅     梁淑卿 

童軍 曾敏霞 

 

體育學會:  

學會名稱 負責導師 

籃球學會 謝朗明 

足球學會 朱沛華 

排球學會 黃雪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