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仁舊生會中學

2004-05年度學生學業以外成就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領袖訓練

教育統籌局 領袖生獎勵計劃:國程教育--北京考察 6B 吳琼亮

教育統籌局 國程教育課程 結業證書 6B 吳琼亮

結業證書 6B 彭貴讌

結業證書 6B 王淑茹

教育統籌局 「京港澳學生交流專列」 結業證書 4D 黃曉澄

國泰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飛行理想計劃 結業證書 5C 莊瑋珊

結業證書 5D 李熙奕

結業證書 6B 羅德丞

學術

明報 第八屆明報校園記者計畫 結業證書 4A 彭潔玲

獅子會國際青年交流2005獎學金 環保徵文比賽 入圍獎 7A 陳翠珊

北角區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 第四屆青少年演講比賽 優異獎 6B 陳瀚塬

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書展2005-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初中組 亞軍 2E 林明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青章 1A 文穎怡

青章 1A 姚思敏

青章 1B 麥翠瑩

青章 1E 鄭映

青章 1E 關愛銀

紫章 3D 楊誠飛

藍章 1B 伍珍華

藍章 1B 袁惠玲

藍章 1E 葉惠兒

藍章 2E 陳焯森

藍章 3D 朱婉媚

都市日報及小海白創作室 都市新聞精讀計劃 中學組 傑出精讀獎 3D 楊誠飛

優異 3A 蔡佩瑩

優異 3A 林劍

優異 3A 李善婷

優異 3B 梁啟榮

優異 3B 彭偉綱

優異 3C 曾廣成

優異 3C 許湘茹

優異 3C 林穎祺

優異 3D 歐碧容

優異 3D 吳嘉萍

優異 3D 彭如湘

優異 3D 潘麗君

優異 3D 任以雯

優異 3D 羅進康

優異 3D 戴永亮

優異 3D 楊誠飛

優異 3D 葉誠駿

優異 3D 朱婉媚

優異 3D 袁亦堅

優異 3D 許靜汶

優異 3D 黎甦茜

優異 3D 林思恩

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五十六屆學校朗誦節 中一、二級普通話新詩集誦 冠軍 1B

中一、二級粵語詩文集誦 亞軍 1A

中一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1B 余碧琪

中一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1B 林苑婷

高級組即席專題演講 季軍 7A 陳翠珊

季軍 7B 歐婉誼

季軍 7B 謝景

季軍 7B 楊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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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五十六屆學校朗誦節 中一至三級普通話歌詞朗誦 季軍 2A 陳嘉卿

中一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1B 麥麗恩

中一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1D 畢海仁

中二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2D 林美玲

中三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3C 葉燕君

中五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5A 黃嘉存

中五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5B 黎姬雪

中四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D 洪彩君

中四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D 鄧璧恩

高級組即席專題演講 優良獎狀 6A 黃麗詩

優良獎狀 7A 陳倩婷

優良獎狀 7A 戴錦瑜

優良獎狀 7A 楊滿霞

優良獎狀 7A 葉佩華

優良獎狀 7B 陳仲賢

優良獎狀 7B 陳立基

優良獎狀 7B 林礎邦

優良獎狀 7B 蘇鍵翹

中二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2D 陳蘊內

中二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2D 劉君蕊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2B 梁樺欣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2E 蘇詠芝

中三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3A 高文睿

中三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3C 聶秀樺

高級組即席專題演講 良好獎狀 6A 盧松傑

良好獎狀 6A 尤君

良好獎狀 6B 陳瀚塬

良好獎狀 7A 張詠麗

良好獎狀 7A 劉紫玲

良好獎狀 7B 招慧瑩

良好獎狀 7B 沈靜雯

良好獎狀 7B 楊林君

良好獎狀 7B 何浩然

良好獎狀 7B 李俊民

良好獎狀 7B 莫景揚

中二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第一名 2E 李美琳

中六男子英文散文獨誦 第一名 6B 郭朝安

中三男子英文詩詞獨誦 第三名 3C 陳昆鵬

中一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1C 黃頌恩

中二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2A 梁奕彤

中三男子英文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3C 劉潮銃

中六男子英文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6B 陳煥良

中六男子英文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6B 符俊祺

中四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A 蘇頌雯

中四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A 潘慧嫻

中一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1C 余嘉俐

中五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5B 徐雅菁

中五女子英文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5A 陸敏婷

中六男子英文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6A 張永康

中六男子英文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6A 盧松傑

中四女子英文散文獨誦 良好獎狀 4A 莊清玲

視覺藝術

「穿梭六藝」聯校美術作品展覽 最佳作品獎 5A 陳佳儀

音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1C 黃頌恩

第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3A 謝依澄

高級結他獨奏 良好 5C 張韻健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4D 鄧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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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舞蹈比賽 中學組 甲級獎 本校舞蹈隊

戲劇

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學院 學校戲劇節 中學廣東話組 傑出男演員獎 3D 黃捷

最佳舞台效果獎 本校戲劇學會

傑出合作獎 本校戲劇學會

環保活動

AEON教育及環保基金 環保之旅報告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本校環保大使

嘉道理農場 十年原生樹種植 最高成活獎 本校環保大使

嘉道理農場 人工巢箱設計比賽 冠軍 本校環保大使

鳳園蝴蝶保育區 香港觀蝶大賽2005暨蝴蝶攝影比賽 學生組初賽 冠軍 3C 葉燕君

冠軍 4C 鄭美鑫

冠軍 4D 林仲賢

冠軍 6B 陳瀚塬

季軍 4C 羅家雯

季軍 4D 周嘉雯

季軍 4D 曾彩琼

季軍 4D 黃曉澄

鳳園蝴蝶保育區 香港觀蝶大賽2005暨蝴蝶攝影比賽 學生組總決賽 亞軍 3C 葉燕君

亞軍 4C 鄭美鑫

亞軍 4D 林仲賢

亞軍 6B 陳瀚塬

綠色力量 蜆殼綠趣遊蹤--尋找蝴蝶(海外觀蝶團) 獲獎免費台灣考察 3C 葉燕君

獲獎免費台灣考察 4C 鄭美鑫

獲獎免費台灣考察 4D 林仲賢

制服隊伍

香港交通安全隊總部特遣隊 04-05傑出交通安全隊員選舉 中學組 傑出隊員 2D 陳健盛

香港交通安全隊 2005年度獎學金 獲獎學金 3C 陳卓麟

獲獎學金 3C 鄭美香

香港交通安全隊發展及訓練處 總隊長訓練班 中學組 證書 3C 陳卓麟

第七屆高級章訓練班 考獲高級章 3C 陳卓麟

第八屆初級章訓練班 考獲初級章 1C 陳志賢

考獲初級章 1C 郭綺欣

考獲初級章 1C 賴穎怡

考獲初級章 1C 黃頌恩

考獲初級章 1C 邱宛汶

考獲初級章 1C 陳珺

考獲初級章 1C 官靜雯

考獲初級章 2B 楊玉玲

考獲初級章 2C 陳嘉碧

考獲初級章 2E 李美琳

體育活動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

會
0405年度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乙100米胸泳 冠軍 3E 梁曉彤

男丙100胸泳 冠軍 2D 鄭家祺

男丙200米四式 冠軍 1E 張煒堂

男丙200米自由式 冠軍 2D 鄭家祺

男丙50米自由式 冠軍 1E 張煒堂

男丙自由式接力 冠軍 本校泳隊

女乙200米自由式 亞軍 3E 梁曉彤

男子丙組團體 亞軍 本校泳隊

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 本校泳隊

女子丙組團體 優異 本校泳隊

香港游泳代表隊員 泰國游泳邀請賽 50米自由式 冠軍 1E 張煒堂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游泳代表隊員 泰國游泳邀請賽 50米蠂泳 冠軍 1E 張煒堂

200米自由式 亞軍 1E 張煒堂

100米自由式 季軍 1E 張煒堂



皇仁舊生會中學

2004-05年度學生學業以外成就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

會
04-05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女丙100米欄 冠軍 2B 易文湘

女甲跳遠 冠軍 5C 陳曉霞

男甲800米 冠軍 6A 尤君

女丙100米 亞軍 2B 易文湘

男甲400米 亞軍 6A 尤君

葵青區校際足球比賽 丙組第二組 冠軍 本校足球隊

葵青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第一組) 冠軍 本校籃球隊

男子丙組(第一組) 殿軍 本校籃球隊

葵青區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丙組 季軍 本校排球隊

男子甲組 第五名 本校排球隊

女子乙組(第一組) 第五名 本校排球隊

義務工作

荃灣賽馬會青少年暑期活動籌委會 傑出義工 4C 陳煥棠

香港小童群益會 義工大聯盟 社會福利署義工嘉許狀 金獎 3C 陳漢銘

銅獎 2A 蔡鳳儀

銅獎 2C 吳林芷

銅獎 2C 馮玉成

銅獎 2D 羅綺莉

銅獎 2D 高歷恒

葵青民政事務處、葵青區議會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 最佳報告書獎 6A 李霈淋

最佳創意獎 6A 何敏儀

最佳創意獎 6B 尹燕霞

最佳創意獎 6B 陳嘉振

最佳創意獎 6B 鍾鎮明

其他

北京體驗交流團 第五屆全國少年軍校檢閱儀式 獲選參與交流 2B 樊翠怡

獲選參與交流 3B 彭偉綱

獲選參與交流 3C 劉潮銃

葵青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葵青區[滅罪倡廉] IT大使計劃 委任IT大使 4A 鄭胤璟

委任IT大使 4A 秦志凌

委任IT大使 4A 韓佩芬

委任IT大使 4A 梁詩蓓

委任IT大使 4A 彭潔玲

委任IT大使 4A 曾艷麗

委任IT大使 4B 陳嘉敏

委任IT大使 4B 張雯

委任IT大使 4B 曾凱琪

委任IT大使 4B 陳嘉豪

委任IT大使 4B 李銘釗

委任IT大使 4B 鄧志豪

委任IT大使 4C 陳浩民

委任IT大使 4C 陳宇軒

委任IT大使 4C 鄭文龍

委任IT大使 4C 林富堅

委任IT大使 4C 文受權

委任IT大使 4C 吳敬潤

委任IT大使 4C 唐紹廷

委任IT大使 4D 程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