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 成績 班別 姓名 

匯豐銀行、教育局、香

港教育學院 
匯豐少年財務策劃師大賽  全港亞軍 

5A 劉淑敏 

5A 黃珮珊 

5A 謝麗禎 

5A 陳焯森 

巧.克.力 網上學習平

台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

計劃頒獎禮 
 

受歡迎文章 2A 盧芷盈 

受歡迎文章 2D 曾素麗 

受歡迎文章 2E 曾育芳 

受歡迎文章 3A 黃智超 

受歡迎文章 3B 倪慧雯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

服務中心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初級組 

嘉許狀 1B 侯靜雯 

嘉許狀 1E 雷皓堯 

嘉許狀 3A 陳恩慈 

嘉許狀 3A 張志麟 

高級組 嘉許狀 4B 何隆鴻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  

得獎者 6A 張穎妍 

得獎者 6A 鍾玲 

得獎者 6B 張佩君 

匯知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第六屆全港微型小說創作

大賽 
高中組 嘉許狀 4D 鄭秋嬋 

香港教育城 閱讀大使計劃 2007-2008 高中組 

閱讀大使 3B 蘇慧儀 

閱讀大使 2D 周芳穎 

閱讀大使 2D 楊寶琪 

閱讀大使 2E 朱倩彤 

閱讀大使 2E 劉翠茹 

香港青年協會 
2008 渣打香港英語演講

比賽 
初級組 

參與獎狀 3A 石毅俊 

參與獎狀 3A 劉翠瑩 

參與獎狀 3A 陳恩慈 

參與獎狀 3A 干霖霖 

參與獎狀 3A 李庭瑩 

參與獎狀 3A 王靖芝 

參與獎狀 3B 何景豪 

參與獎狀 3E 麥比利 

參與獎狀 3B 程浩然 

香港學校朗誦協會 第五十九屆學校朗誦節 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 6A 魏婷婷 

季軍 1A 黃婉雯 



優良獎狀 4A 何佩珊 

優良獎狀 4B 陳嘉寶 

優良獎狀 1A 李靜儀 

優良獎狀 1E 李子晴 

中四、五詩文集誦 季軍 4B  

男子詩詞獨誦 季軍 3E 鍾立豪 

女子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A 劉淑芳 

優良獎狀 4D 孔子妍 

優良獎狀 4B 蘇詠芝 

優良獎狀 4A 李文雪 

優良獎狀 4B 林苑婷 

優良獎狀 1C 蔡靜怡 

二人朗誦 

優良獎狀 3A 劉翠瑩 

優良獎狀 3B 倪慧雯 

優良獎狀 3B 陳家敏 

優良獎狀 3B 蘇慧儀 

優良獎狀 4A 劉淑芳 

優良獎狀 4D 孔子妍 

中六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冠軍 6A 陳皓盈 

中三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亞軍 3B  鄭伊琳 

中六年級女子英語散文獨誦 亞軍 6A  陳皓盈 

中三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季軍 3A 李佩怡 

中四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季軍 4B  莊皓靈 

中六年級女子英語獨誦 季軍   6A  魏婷婷 

中七年級女子英語散文獨誦 季軍 7A 黃依婷 

African Drummy 

Academy 
非洲鼓樂大匯演  

全場最優秀鼓

手獎 
2E 李霜兒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比

賽 

鋼琴小奏鳴曲 優良 2D 曾寧欣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2E 余君涵 

三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 2E 鍾沛傑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 1C 呂黃鈺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 4B 莫小嫺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 2D 黎美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 21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青少年組 甲級獎   

教育局 
2007-2008年度學校戲劇

節 
中學廣東話戲劇比賽 

傑出導演獎 4A 楊童昕 

傑出導演獎 4C 徐瑋彤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銅狀 3B 楊念豪 

銅狀 5D 葉毅勤 

銅狀 5D 呂君皓 

銅狀 7B 徐昀霆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獎 7B 譚玉婷 

傑出獎 7B 林仲賢 

優異獎 2D 周芳穎 

優異獎 2D 鄭敏儀 

優異獎 2D 葉殷岐 

優異獎 2D 楊晉 

優異獎 2E 陳芷欣 

優異獎 3A 溫家強 

優異獎 4B 徐雅瑩 

優異獎 5B 吳慧卿 

優異獎 5C 馮惠敏 

優異獎 5C 洪永瀧 

優異獎 5C 郭啟豐 

優異獎 7A 陳晶晶 

優異獎 7A 秦志凌 

優異獎 7B 郭俊傑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2D 周芳穎 

基礎環保章 2D 鄭敏儀 

基礎環保章 2D 葉殷岐 

基礎環保章 2E 陳芷欣 

基礎環保章 3A 溫家強 

基礎環保章 3B 楊念豪 

基礎環保章 4B 徐雅瑩 

基礎環保章 4B 姚瑪莉 

基礎環保章 4C 蔡麗欣 

基礎環保章 4D 蘇嘉怡 

基礎環保章 5C 洪永瀧 

基礎環保章 5C 郭啟豐 

基礎環保章 5D 葉毅勤 

基礎環保章 5D 呂君皓 

基礎環保章 7A 陳晶晶 

基礎環保章 7A 秦志凌 



基礎環保章 7B 譚玉婷 

基礎環保章 7B 郭俊傑 

基礎環保章 5B 吳慧卿 

基礎環保章 5C 蔡鳳儀 

基礎環保章 5C 馮惠敏 

基礎環保章 7A 秦志凌 

基礎環保章 7B 林仲賢 

香港交通安全隊 
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員選

舉 
中學組 傑出隊員 4A 劉淑芳 

香港交通安全隊 高級章考試  
考獲高級章 3B 鄭伊琳 

考獲高級章 4A 劉淑芳 

香港交通安全隊 中級章考試  

考獲中級章 2E 劉皓晴 

考獲中級章 2E 曾育芳 

考獲中級章 2E 黃穎施 

考獲中級章 2E 鍾沛傑 

香港警務處交通部 

 

道路安全大使計劃 

 
 

銅獎感謝狀 2E 曾育芳 

銅獎感謝狀 2E 黃穎施 

銅獎感謝狀 2E 鍾沛傑 

銅獎感謝狀 3B 鄭伊琳 

銅獎感謝狀 4A 劉淑芳 

銅獎感謝狀 4B 麥翠瑩 

銅獎感謝狀 5A 簡樂怡 

銅獎感謝狀 5A 劉淑敏 

銅獎感謝狀 5B 陳嘉碧 

銅獎感謝狀 5B 樊翠怡 

銅獎感謝狀 5B 楊玉玲 

撲滅罪行委員會 
葵青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保

齡球比賽 
女子組 

團體殿軍   

最高得分獎 6A 陳皓盈 

香港遊樂場協會 協會盃籃球賽 
少年組 冠軍   

青年組 季軍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中學組 得獎者 7A 黎栢榮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

區中學分會 

葵青區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第二組) 亞軍   

葵青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第二組) 季軍   

男子乙組(第二組) 殿軍   

葵青區校際排球賽 
男子甲組 亞軍   

女子甲組(第一組) 第六名   



女子乙組(第一組) 第八名   

女子丙組(第一組) 第八名   

葵青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標槍 亞軍 4C 王瑞進 

葵青區校際越野比賽 男丙個人 第十名 2A 林庭暉 

葵青區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甲 100自由 亞軍 5B 梁曉彤 

女甲 200米四式 亞軍 5B 梁曉彤 

女乙 50背 亞軍 4D 蔡婉祺 

女乙 100背 季軍 4D 蔡婉祺 

女乙 200米四式 第六名 4D 嚴海欣 

女乙 200自由 第八名 4D 劉芷彥 

女乙四式接力 第四名   

女丙 200米四式 亞軍 2C 倪靖欣 

女丙 100胸 季軍 1C 黃潔盈 

女丙 200自由 季軍 1E 陳曉婷 

女丙 100自由 第四名 2C 倪靖欣 

女丙 50蝶 第四名 2A 陳椒芳 

女丙 50蝶 第五名 2A 張凱喬 

女丙 200自由 第五名 2A 陳椒芳 

女丙 50胸 第五名 1B 郭珮欣 

女丙 100背 第六名 1D 魏青華 

女丙 50自由 第七名 1D 魏青華 

女丙 50背 第七名 1A 陳穎妮 

女丙自由接力 亞軍   

女丙四式接力 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

區中學分會 
葵青區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甲 50自由 第八名 5D 吳冠鏗 

男乙 50蝶 亞軍 3C 羅逸豐 

男乙 100自由 季軍 3C 羅逸豐 

男乙 50自由 第四名 4C 謝竣宇 

男乙 100胸 第七名 4C 謝竣宇 

男乙 200米四式 第八名 3C 勞安健 

男乙自由接力 第四名   

男乙四式接力 第七名   

男丙 50胸 冠軍 2C 江梓維 

男丙 100胸 冠軍 2C 江梓維 

男丙 200自由 第六名 2A 倫景熙 

男丙 100背 第八名 1D 曾昭卓 



男丙四式接力 第四名   

男丙自由接力 第八名   

荃灣青年會及葵青青年

團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初中組 

優勝獎 3A 崔淑慧 

優勝獎 3A 陳恩慈 

優異獎 3A 李柏賢 

高中組 
優勝獎 6A 鄭美香 

優異獎 6B 蔡瑜軒 

最佳學校團隊獎  

香港遊樂場協會 
第七屆香港傑出少年選舉 

 
嘉許證書 6A 陳皓盈 

AFS國際文化交流計劃 新鴻基獎學金 5A 黃小芳 

中華旅行社主辦 港澳青年台灣觀摩團  獲選 4D 劉芷彥 

亨達集團、明報、香港

教育局 
香港學生大使計劃  獲選 6A 陳皓盈 

軍民同樂活動籌委會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結業證書 3A 趙良德 

結業證書 3A 傅茂盛 

結業證書 4A 葉曉立 

教育局 「北京奧運之旅」  

結業證書 3A 區瑞煝 

結業證書 3A 陳恩慈 

結業證書 3A 成慧鍁 

結業證書 3A 黃善琦 

結業證書 2D 周芳穎 

結業證書 3B 倪慧雯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

賽 
初中組 嘉許獎 2D 周芳穎 

國民教育中心 

 

升旗及步操訓練課程 

 
 

畢業證書 3C 林瑞賢 

畢業證書 3D 鄭裕蓮 

畢業證書 3E 鄺嘉穎 

畢業證書 3E 葉婉怡 

國民教育中心 
國民教育考察上海、南京

考察之旅 
 

結業證書 4A 江靖然 

結業證書 4A 李文雪 

結業證書 4B 冼曉彤 

結業證書 6A 林明霞 

國民教育中心 
國情教育_內地專家學者

講座系列 
 

聽講證書 3A 區瑞煝 

聽講證書 3A 陳恩慈 

聽講證書 3A 成慧鍁 

聽講證書 3A 黃善琦 



聽講證書 2D 周芳穎 

聽講證書 3B 倪慧雯 

聽講證書 3A 崔淑慧 

聽講證書 3A 劉翠瑩 

聽講證書 3A 陳嘉妍 

聽講證書 2E 劉翠茹 

聽講證書 4A 江靖然 

聽講證書 4A 李文雪 

聽講證書 4B 冼曉彤 

聽講證書 4D 孔子妍 

聽講證書 6A 許湘茹 

聽講證書 6A 林明霞 

聽講證書 6A 溫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