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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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朗誦協會 第六十屆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冠軍 4D 陳恩慈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亞軍 4A 崔淑慧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季軍 3A 楊海欣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季軍 2E 林鍶雯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6B 黃斯琪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5B 林苑婷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5B 蘇詠芝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5D 孔子妍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5D 帥穎怡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4A 區瑞煝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4A 劉淑芳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1A 邢瑩 

   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1B 鄒詠昭 

   詩詞獨誦粵語組男子 冠軍 4D 石毅俊 

   詩詞獨誦粵語組男子 優良 3A 胡智聲 

   詩詞獨誦粵語組男子 優良 3B 鄭進 

   詩詞獨誦粵語組男子 優良 2E 林永德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亞軍 7A 魏婷婷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亞軍 2D 黃婉雯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亞軍 1B 王小蕾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季軍 2D 李靜儀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6A 陳蘊內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6A 劉君蕊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6A 黃珮珊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6B 孫奕婷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4A 倪慧雯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4B 鄭伊琳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4B 邵詠詩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3A 黎美玲 

   散文獨誦粵語組女子 優良 2D 侯靜雯 

   二人朗誦粵語組 季軍 3D 吳麗琼 

   二人朗誦粵語組 季軍 3D 邵詠欣 

   二人朗誦粵語組 季軍 4B 鄭伊琳 

    二人朗誦粵語組 季軍 4B 邵詠詩 

  英詩獨誦 冠軍 4D 陳恩慈 

   英詩獨誦 亞軍 2E 黎諾韻 

   英詩獨誦 季軍 4B 鄭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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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散文獨誦 季軍 6A 陳蘊內 

   英語散文獨誦 季軍 6A 鄺嘉敏 

學術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Babyboom 第七屆 Rummikub選拔賽 中學組 第 9名 4D 傅茂盛 

CISCO Academy CCNA Discovery Part I 獎狀 7A 范曉儀 

    獎狀 7A 聶秀樺 

    獎狀 7A 林劍 

    獎狀 7A 劉潮銃 

    獎狀 7A 董志峰 

    獎狀 7B 梁永安 

    獎狀 7B 李駿汶 

保良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第十一屆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賽 三等獎 3A 董博文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  獲獎者 6B 林智輝 

    獲獎者 6A 陳蘊內 

    獲獎者 6B 李緻珊 

香港教育城 暑期閱讀約章 2008 中學組 優異獎 1A 黃景濤 

    優異獎 1B 簡卡廸佳沙哈 

    優異獎 1B 盧嬋珍 

    優異獎 1B 黃寶文 

    優異獎 1C 雲詠恩 

    優異獎 1D 鄭小旋 

    優異獎 1D 司徒懷欣 

    優異獎 1E 張曉勤 

教聯會及香港中文大學電子

工程學系 

「探索號 2008」比賽及頒獎禮 「最佳外形設計」獎 3B 冼駿豪 

   3C 鄭思學 

    3C 彭宇軒 

    3C 葉俊威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學生網誌寫作推廣計劃 中學組 積極參與獎 3B 羅渟鈺 

   積極參與獎 3B 林益驥 

   積極參與獎 3B 梁庭謙 

戲劇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教育局 學校戲劇節-中學廣東話戲劇比賽  傑出演出   

   傑出合作獎   

   舞台效果   

   傑出導演獎 6A 蘇德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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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導演獎 4A 麥卡莉 

   傑出劇本獎 4B 蘇德淵 

   傑出劇本獎 4A 麥卡莉 

   傑出劇本獎 4D 林翠琦 

   傑出劇本獎 6B 黃斯琪 

   傑出劇本獎 6B 吳冠鏗 

舞蹈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 22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青少年組 甲級獎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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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2E 梁斯詠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4B 李佩怡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4D 陳家敏 

  鋼琴二重奏 良好 6A 林可羚 

 

環保活動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大埔環保會 

第五屆香港觀蝶大賽 2009 

暨蝴蝶攝影比賽 
學生組 

學生組冠軍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第七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優異獎  皇仁舊生會中學 

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濕地

公園 

眼中的濕地 

中學校際專題報道比賽 
文字及圖片報道組 優異獎 6A 岳芷晞 

   優異獎 6A 陳焯森 

   優異獎 6B 李緻珊 

   優異獎 6B 衛國輝 

香港房屋委員會 惜電。識熄電 屋村「惜」電大使 完成 3A 陳芷欣 

   完成 3A 周芳穎 

   完成 3A 劉翠茹 

   完成 3A 葉殷岐 

   完成 3A 周業權 

   完成 3A 譚宏鋒 

   完成 3A 楊晉 

   完成 3B 余君涵 

   完成 3B 許景喬 

   完成 3B 梁庭謙 

   完成 3B 林益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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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3B 何雨螢 

   完成 3B 鄭敏儀 

   完成 3A 葉永成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08/09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1C 陳德坤 

   基礎環保章 1C 張家豪 

   基礎環保章 1C 鄺琮琬 

   基礎環保章 1C 呂宇鋒 

   基礎環保章 1C 蕭鎮威 

   基礎環保章 1C 尹德賢 

   基礎環保章 1C 楊浩仁 

   基礎環保章 6B 林挺祺 

   基礎環保章 6A 陳焯森 

   基礎環保章 6A 葉泰誼 

   基礎環保章 4A 潘圓歡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08/09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中

學組 
優異獎 6A 葉泰誼 

   優異獎 4B 徐雅瑩 

   優異獎 4D 溫家強 

   優異獎 6B 林挺祺 

   優異獎 3A 黃俊 

   優異獎 6B 蔡鳳儀 

   優異獎 3A 譚宏鋒 

   優異獎 3C 符筠翎 

   優異獎 3E 何雨螢 

   優異獎 3C 李寶雯 

   優異獎 3B 羅欣婷 

   優異獎 3A 楊晉 

   優異獎 3A 周業權 

   優異獎 3A 劉翠茹 

   優異獎 3A 葉殷岐 

   優異獎 3A 周芳穎 

   優異獎 3A 陳芷欣 

   優異獎 6A 陳焯森 

 

社區服務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義工運動 2007義務工作嘉許狀  銀狀  團體獎 

    銀狀 4C 楊念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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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狀 3A 周芳穎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 義務工作嘉許狀 銅狀 3E 何雨螢 

   銅狀 3A 周芳穎 

   銅狀 3A 楊晉 

   銅狀 3C 李寶雯 

   銅狀 4B 徐雅瑩 

   銅狀  家長教師會 

   銅狀  環保大使 

 

領袖訓練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青年協會 中學生領袖基礎訓練證書課程 專題研習獎 季軍 6B 陳健盛 

香港教育局 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  成功入選 6A 高麗婷 

    成功入選 6A 陳潔瑩 

 

制服隊伍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 新界南總區周年檢閱禮暨步操比賽 中學組 優異    

香港交通安全隊 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員選舉 中學組 團體亞軍    

    傑出隊員 3A 劉皓晴 

    傑出隊員 3A 鍾沛傑 

香港交通安全隊 獎學金  

獲發獎學

金 3A 鍾沛傑 

    

獲發獎學

金 3A 黃穎施 

香港交通安全隊 總隊長訓練班 中學組 合格 3A 劉皓晴 

    合格 3A 鍾沛傑 

香港交通安全隊 高級章 中學組 合格 3A 鍾沛傑 

香港交通安全隊 中級章 中學組 合格 2B 薛子敏 

    合格 2D 蔡絡堯 

    合格 2E 尹嘉文 

    合格 2E 黃寶瑩 

香港交通安全隊 第三期道路語言專章 中學組 合格 1A 彭婉蓉 

    合格 3A 鍾沛傑 

    合格 2B 謝翠雯 

    合格 2A 戴凱怡 

    合格 1C 林家奇 

    合格 2A 劉珮琪 



9 

香港交通安全隊 步操皮鞋護理專章 中學組 合格 2B 薛子敏 

    合格 2D 蔡絡堯 

    合格 2E 尹嘉文 

    合格 2E 黃寶瑩 

    合格 3A 劉皓晴 

    合格 3A 曾育芳 

    合格 3A 黃穎施 

    合格 3A 鍾沛傑 

    合格 4B 鄭伊琳 

香港交通安全隊 第四期禁毒專章  合格 3A 劉皓晴 

    合格 3A 黃穎施 

警務處新界南交通部 

道路安全組 道路安全大使講座及考試  合格 1A 彭婉蓉 

    合格 1A 張漢飛 

    合格 1A 康福全 

    合格 1B 鄭之元 

    合格 1B 趙崇亨 

    合格 1C 鄧怡真 

    合格 1C 黃傲彥 

    合格 1C 歐煒鋒 

    合格 1C 林家奇 

    合格 1D 姚欣儀 

    合格 1D 黃冠豪 

    合格 1E 劉安娜 

    合格 1E 潘程朗 

    合格 1E 葉浚健 

    合格 2A 劉珮琪 

    合格 2A 戴凱怡 

    合格 2B 謝翠雯 

 

體育活動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葵青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團體 冠軍   

  男子丙組(第一組) 冠軍   

  男子乙組(第一組) 季軍   

  男子甲組(第一組) 殿軍   

成長希望基金會 青少年入樽計劃 男子初級組 季軍    

香港遊樂場協會 籃 TEEN行動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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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分會 葵青區學界排球賽 男子團體 總冠軍    

  男子丙二組 第四名    

  男子乙二組 第一名    

  男子甲二組 第五名    

  女甲第二組 第四名   

香港投球總會 中學校際投球聯賽 乙組 季軍    

   丙組 第四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跳高 冠軍 2D 蔡冠通 

   男子丙組跳遠 亞軍 1E 劉卓恆 

   女子丙組跳高 季軍 1C 譚穎彤 

   女子丙組 400米 季軍 2B 童美施 

   女子丙組 200米 季軍 2B 童美施 

   女子丙組 4X100米接力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08-09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乙 50胸 冠軍 3C 江梓維 

   男乙 100胸 冠軍 3C 江梓維 

   男乙 200自由 季軍 3D 倫景熙 

   男乙 200米四式 第六名 4A 勞安健 

   男乙四式接力 第六名    

   男乙團體 第六名    

   男丙 50背 第四名 2E 曾昭卓 

   男丙 100背 第四名 2E 曾昭卓 

   男丙 200米四式 第六名 1A 何慎思 

   男丙 200胸 第七名 2D 冼頌勤 

   男丙 50胸 第七名 2C 蔣政熹 

   男丙 50蝶 第七名 1A 何慎思 

   男丙四式接力 第四名    

   女甲 50背 第五名 5D 蔡婉祺 

   女甲 100背 第八名 5D 蔡婉祺 

   女乙 200自由 第五名 3C 倪靖欣 

   女乙 50蝶 第六名 2B 張凱喬 

   女乙 200自由 第六名 3E 陳椒芳 

   女乙 100背 第六名 2B 張凱喬 

   女乙 100自由 第八名 3C 倪靖欣 

   女乙 50背 第八名 3E 陳椒芳 

   女丙 200自由 季軍 2B 陳曉婷 

   女丙 100背 第五名 2D 魏青華 

   女丙 100背 第六名 2E 陳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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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丙 200胸 第八名 2D 黃潔盈 

   女丙四式接力 第四名    

 

其他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成功入選 7A 陳皓盈 

教育局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中五 優異獎 5B 張小敏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員 世界無煙日郵票設計比賽-電腦組 中二 優異獎 2A 張嘉莉 

   優異獎 2D 陳恩靈 

   優異獎 2D 陳學權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員 世界無煙日郵票設計比賽-手繪組 中二 優異獎 2B 張凱喬 

   優異獎 2C 李耀軒 

   優異獎 2E 陳瑞妍 

長安村業主立案法團 "我的長安村"學生繪畫比賽 中學組 冠軍 3A 周芳穎 

  中學組 亞軍 3A 曾素麗 

  中學組 季軍 3A 曾育芳 

  中學組 優異獎 3A 楊海欣 

  中學組 優異獎 3A 劉翠茹 

香港小童群益會 『無藥天地』青少年禁毒短片製作比賽  亞軍 1C 關志培 

    1C 李俊樂 

    1C 張耀城 

    1C 尹德賢 

香港小童群益會 『無藥天地』青少年禁毒短片製作比賽  優異獎 1C 翁正維 

    1D 李威 

    1B 彭晉生 

    1C 蕭鎮威 

    6B 鍾潤傑 

    6A 林華仔 

    6B 李緻珊 

    1C 李俊樂 

    6B 陳健盛 

    6B 陳煥儀 

    6A 丁翠雯 

葵青區滅罪倡廉大使計劃

2008/09 
滅罪倡廉短片製作比賽  優異獎 4C 溫友瑞 

    4B 曾漢培 

    4D 馮冠悌 

教育局及傑出青年協會 傑青禁毒大使計畫第一階段 中學組 金獎 1A 彭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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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 1B 歐陽海燕 

   金獎 1B 鍾嘉慧 

   金獎 1B 簡卡廸佳沙哈 

   金獎 2D 李靜儀 

   金獎 3D 吳麗琼 

   金獎 3E 關銀杏 

   金獎 3E 曾美茹 

   金獎 4C 黃騫怡 

   金獎 4C 譚貴銘 

   金獎 4D 周定煒 

   金獎 4D 杜穎熙 

   金獎 4D 黃逸豐 

   金獎 5D 何竹如 

   金獎 6A 丁翠雯 

   金獎 6A 黃珮珊 

   金獎 6A 蘇德淵 

   金獎 6A 林華仔 

   金獎 6B 陳煥儀 

   金獎 6B 李緻珊 

   金獎 6B 鍾潤傑 

   銀獎 1A 黃兆姻 

   銀獎 1B 李文娟 

   銅獎 1A 盧煒暄 

   銅獎 1B 鄭婉彤 

   銅獎 1B 何銘欣 

教育局及傑出青年協會 傑青禁毒大使計畫第二階段 中學組 入選 3D 吳麗琼 

   入選 6A 蘇德淵 

教育局及傑出青年協會 傑青禁毒大使計畫第三階段 中學組 入選 3D 吳麗琼 

   入選 6A 蘇德淵 

教育局 「國民教育種子計畫」2009  結業證書 4A 崔淑慧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同根同心香港學生內地交流計畫  優秀學員獎 3A 周芳穎 

   優秀學員獎 3A 曾育芳 

   優秀學員獎 3B 黃景怡 

   優秀學員獎 2E 余香儀 

國民教育中心 國民教育考察系列 :北京之旅二  結業證書 3A 黃筱雅 

   結業證書 3A 黎美玲 

   結業證書 2D 俞琦琦 

   結業證書 3A 曾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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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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筱雅 

   聽講證書 3A 李霜兒 

   聽講證書 3A 黎美玲 

   聽講證書 2D 俞琦琦 

   聽講證書 2D 黃嘉雯 

   聽講證書 2D 劉加希 

   聽講證書 2D 魏青華 

   聽講證書 3A 曾育芳 

   聽講證書 3A 葉殷岐 

   聽講證書 1C 鄺琮琬 

   聽講證書 4C 袁詠琪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第九屆《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公開組-初賽 優秀獎 1B 黎炳南 

   優秀獎 2C 阮駿朗 

   優秀獎 3A 鍾沛傑 

   優秀獎 4A 崔淑慧 

   優秀獎 6A 張浩樂 

   優秀獎 6B 梁柱銘 

   優秀獎 4D 周定煒 

   優秀獎 5B 鄭映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第九屆《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初中組-初賽 優秀獎 3A 陳錦釗 

   優秀獎 2D 李延駿 

   優秀獎 2D 鍾嘉勁 

   優秀獎 2D 彭嘉文 

   優秀獎 2D 李永茂 

   優秀獎 2D 楊初升 

   優秀獎 2D 陳學權 

   優秀獎 2D 朱頴儀 

   優秀獎 2D 黃婉雯 

   優秀獎 2D 關耀臨 

   優秀獎 2C 李耀軒 

   優秀獎 2C 歐碧紅 

   優秀獎 2E 林永德 

   優秀獎 2A 姜齊濠 

   優秀獎 2B 李子聰 

肇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肇港青少年手拉手暨助孤活動  證書 7B 李鶯 

   證書 7B 張嘉軒 

   證書 7B 黃捷 

   證書 7B 高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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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 5B 蘇詠芝 

 

教育局及傑出青年協會 

 

傑青禁毒大使計畫第三階段 

 

中學組 

全港最具人氣

禁毒大使 

(首十名) 

 

6A 

 

蘇德淵 

Net Section, 

Education Bureau 
Clip It Open Merit 6B 

麥瑞燕 

   Merit 6B 孫奕婷 

   Merit 6B 徐樂琳 

   Merit 6B 林智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