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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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節 中四中文集誦 冠軍   

    東華三院盃   

   中四女子散文獨誦 冠軍 4B 陳詠斯 

   中三、四級二人朗誦 亞軍 4A 吳麗琼 

    亞軍 4C 邵詠欣 

   中七級女子散文獨誦 季軍 7A 鄺嘉敏 

   中一、二級二人朗誦 季軍 1B 蔡晴伊 

    季軍 1B 戴曉彤 

   中四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 4B 楊海欣 

   中七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 7B 孫奕婷 

   中七女子詩詞獨誦 季軍 7B 黃斯琪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1A 李靜儀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2A 王小蕾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3A 黃惠玫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3A 黃婉雯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3B 侯靜雯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5B 鄭伊琳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6A 蘇詠芝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3A 廖美棠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3A 魏青華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3B 高進褀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4B 黃穎施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4F 游栩盈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4F 葉殷岐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4F 黎美玲 

   英詩獨誦 亞軍 3B 李耀軒 

   英文朗誦 優良獎狀及季軍 4D 伍佻祺 

   英文朗誦 優良獎狀 4D 楊晉 

   中四英詩集誦 優良獎狀    

   普通話朗誦 季軍 4A 何雅琳 

     優良獎狀 3A 劉加希 

     優良獎狀 3B 侯靜雯 

     優良獎狀 4B 鄧玉玲 

      優良獎狀 5D 許丹兒 

   良好獎狀 5D 吳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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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委員會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少兒 B組 銅獎 1D 饒智穎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第二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琵琶獨奏 三級冠軍 1D 饒智穎 

康文署及 第二十三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青少年組 甲級奬 2C 鄧怡真 

葵青文藝協進會合辦   甲級奬 2D 馮穎禔 

    甲級奬 3A 劉加希 

    甲級奬 3B 周子堅 

    甲級奬 3B 蒲俊賢 

    甲級奬 3C 林明嬋 

   甲級奬 3C 郭啟柔 

   甲級奬 3C 童美施 

   甲級奬 3C 董怡 

   甲級奬 3C 歐碧紅 

   甲級奬 3D 魏萍 

   甲級奬 3E 林慧欣 

   甲級奬 3E 葉珮儀 

   甲級奬 3E 鄭燕垠 

   甲級奬 4B 曾育芳 

   甲級奬 4D 伍佻祺 

   甲級奬 4D 曾美茹 

   甲級奬 4E 周芳穎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藝術學院 2009-2010年度 傑出導演獎及傑出女演員獎 6B 鄒敏夷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舞台效果獎    

NET Section, CDI, EDB Speak Out-Act Up Runner-up & Best dramatic technique 2E 余詠恩 

 即興話劇比賽 Runner-up & Best dramatic technique 2E 黃偉豪 

  Runner-up & Best dramatic technique 2B 李文娟 

  Runner-up & Best dramatic technique 2D 簡卡迪佳沙哈 

  Runner-up & Best dramatic technique 2E 馮駿軒 

  Runner-up & Best dramatic technique 2E 林子皓 

民政事務總署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六十周年全港十八區繪畫比賽 

葵青區中學組 亞軍 4E 周芳穎 

葵青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滅罪訊息四格漫畫 

（無毒天使）設計比賽 

 優異獎 4B 曾素麗 

香港電台教育電視 第六屆傳媒初體驗計劃 中學廣播組 優異獎 1D 張子峻 

eTVonline與影視及 中學廣播組   優異獎 1D 曾倩瑶 

娛樂事務管理處     優異獎 1D 蕭書惠 

      優異獎 1E 王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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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健動畫製作比賽  優異奬 3A 鄭梓康 

   優異奬 3A 麥皓沁 

   優異奬 3A 魏青華 

   優異奬 3B 曾昭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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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環保會鳳園文化及 

生態教育中心 

香港觀蝶大賽 2010 

 

中學組 

 

全港亞軍 

 

  

匡智會 全港中小學社區 中學組 全港優異獎   

 有機農耕比賽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學生環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4E 周芳穎 

  保護大使計劃 0910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銀獎 4C 何雨螢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銅獎 4D 楊晉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2A 黃孝峻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2A 黃冠豪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2D 曾文正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4B 羅欣婷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4B 譚宏鋒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4D 李寶雯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4E 陳芷欣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4E 劉翠茹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4F 劉家樂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4F 周業權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6B 吳浩源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2A 陳德智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2A 蔡德旺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2A 黃孝峻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2A 黃冠豪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2D 曾文正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4A 蔡詠詩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4B 陳秋昀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4D 周文艷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4D 趙嘉敏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4E 阮霆耀 

  基礎環保章訓練 基礎環保章 4F 劉家樂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B 譚宏鋒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C 何雨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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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D 李寶雯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D 楊晉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E 陳芷欣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E 劉翠茹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E 林益驥 

  專題環保章訓練 專題環保章 4F 鄭敏儀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2009-2010有機大使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A 陳靖瑜 

  培訓計劃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A 蔡詠詩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B 羅欣婷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B 曾海倫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C 何雨螢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D 楊晉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D 李寶雯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E 劉翠茹 

    有機大使培訓 良好畢業證書 4E 周芳穎 

    有機大使培訓 畢業證書 4D 鄭進 

    有機大使培訓 出席證書 4D 梁庭謙 

濕地公園 學界觀鳥比賽  觀鳥普查級     

香港工程師學會及 「創新能源項目」   入圍獎 4F 陳泳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設計比賽    4F 黎燕兵 

       4F 白文杰 

       4F 陳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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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亨銀行及 永亨「義人行」  愛心服務大使 超卓學校策劃獎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學界義工計劃 2009-2010  傑出義工學生獎 4C 朱曼姍 

葵青區青少年暑期活動 葵青區暑期活動傑出義工選舉 青年組 季軍 4B 朱倩彤 

統籌委員會   青年組 優異獎 4F 葉殷岐 

    少年組 優異獎 1D 黃金麗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嘉許 2009   銅狀 4C 何雨螢 

      銅狀 5B 徐雅瑩 

      銅狀 7B 蔡鳳儀 

葵青民政事務處 2009至 2010年度   優良服務獎 4C 尤明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   優良服務獎 4C 朱倩彤 

      優良服務獎 4F 游栩盈 

      優良服務獎 4F 葉殷岐 

      優良服務獎 4F 魏梦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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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服務獎 6A 冼曉彤 

   優良服務獎 6A 冼洛婷 

   優良服務獎 6A 林海欣 

   優良服務獎 6A 江靖然 

   優良服務獎 6B 陸志傑 

香港教育學院 「今日公益, 明日領袖」   證書 3A 林鍶雯 

  愛心同行重見光明   證書 3A 魏青華 

      證書 3B 吳俊穎 

      證書 3B 李咏怡 

      證書 3C 姜齊濠 

   證書 3D 徐于庭 

   證書 3D 莊欣強 

   證書 3D 劉子聰 

   證書 3E 李子聰 

   證書 3E 唐慶祺 

   證書 4A 李依茹 

   證書 4A 符筠翎 

   證書 4B 李文瑤 

   證書 4B 陳淑敏 

   證書 4B 曾素麗 

   證書 4B 黃景怡 

   證書 4B 劉詠雯 

   證書 4B 鄧玉玲 

   證書 4C 朱曼姍 

   證書 4C 陳錦釗 

   證書 4D 盧芷盈 

   證書 4E 王萍 

   證書 4E 孫佩欣 

   證書 4E 黃清誼 

   證書 4E 羅淑歡 

 

學術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 「探索號 2009」比賽 「創新意念設計」 季軍 3E 汪福森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金屬探測器) 「創新意念設計」 季軍 4E 鄭思學 

    「創新意念設計」 季軍 4E 彭宇軒 

    「創新意念設計」 季軍 4E 冼駿豪 

澳洲教育聯網 The Hong Kong and Southern   3B 黃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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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chools English Writing 

Contest2010 

香港閱讀城 暑期閱讀約章 2009 中學組 優異獎 1A 尹曉雯 

      優異獎 1A 王琬蔚 

      優異獎 1A 張茜茜 

      優異獎 1A 陳璁妤 

      優異獎 1A 楊智鴻 

      優異獎 1B 林希亭 

      優異獎 1B 蔡詠欣 

      優異獎 1B 戴尉倫 

      優異獎 1B 戴曉彤 

香港警務處,政府資訊科技 <全城電腦清潔日 2009>    團體合作獎 4A 陳嘉偉 

總監辦公室及香港電腦 

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網上故事創作比賽   團體合作獎 4F 黎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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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學界籃球賽(第一組) 男子丙組 冠軍   

葵青區中學分會 葵青區校際游泳賽 男子乙組 50胸 冠軍 3D 江梓維 

   男子乙組 200胸 亞軍 3D 江梓維 

    男乙 4x50四式接力 亞軍 3A 李延駿 

      3B 曾昭卓 

      3C 倫景熙 

      3D 江梓維 

    男乙團體 亞軍   

    女乙 4x50自由接力 季軍 3E 張凱喬 

      3E 陳曉婷 

       4B 倪靖欣 

       4F 鄭敏儀 

    女乙 200米自由 季軍 4B 倪靖欣 

   女子丙組 200米個人四式 亞軍 1C 李嘉晞 

  女子丙組 50米蝶泳 亞軍 1C 李嘉晞 

 葵青區學界田徑賽 男子乙組跳遠 亞軍 2C 劉卓恆 

   男子丙組跳高 冠軍 2E 林子皓 

   男子丙組 1500米 季軍 2E 林子皓 

  女子丙組跳高 亞軍 2D 譚穎彤 



11 

 葵青區校際男子甲二組足球比賽 男子甲二組 亞軍     

 葵青區校際女子排球丙組比賽 女子丙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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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員 2010年度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員 4B 曾育芳 

   傑出隊員選舉最佳表現學校 冠軍   

香港交通安全隊 交通安全隊中級章   中級章 1B 蔡晴伊 

      中級章 2D 黃傲彥 

      中級章 2E 張漢飛 

      中級章 2E 彭婉蓉 

      中級章 2E 趙崇亨 

      中級章 3C 吳蔚婷 

      中級章 3C 陳慧盈 

  交通安全隊初級章   中級章 3D 張嘉莉 

      初級章 1A 李康杰 

      初級章 1A 凌偉源 

      初級章 1A 楊智鴻 

      初級章 1B 林希亭 

      初級章 1B 張顯晴 

      初級章 1B 陳家妙 

      初級章 1B 陳敏賢 

      初級章 1B 黃定聰 

      初級章 1B 蔡晴伊 

      初級章 1B 戴曉彤 

      初級章 1B 羅小芳 

      初級章 1D 羅卓琳 

      初級章 1E 倫永傑 

香港交通安全隊 無毒有禮 – 禁毒專章   考獲禁毒專章 1A 李康杰 

      考獲禁毒專章 1A 凌偉源 

      考獲禁毒專章 1A 楊智鴻 

      考獲禁毒專章 1B 林希亭 

      考獲禁毒專章 1B 張紫翹 

      考獲禁毒專章 1B 張顯晴 

      考獲禁毒專章 1B 陳家妙 

      考獲禁毒專章 1B 陳敏賢 

      考獲禁毒專章 1B 黃定聰 

      考獲禁毒專章 1B 蔡晴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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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獲禁毒專章 1B 戴曉彤 

      考獲禁毒專章 1B 羅小芳 

      考獲禁毒專章 1D 羅卓琳 

      考獲禁毒專章 1E 倫永傑 

      考獲禁毒專章 2D 黃傲彥 

      考獲禁毒專章 2E 張漢飛 

      考獲禁毒專章 2E 彭婉蓉 

      考獲禁毒專章 2E 趙崇亨 

      考獲禁毒專章 4B 曾育芳 

      考獲禁毒專章 4B 黃穎施 

      考獲禁毒專章 4C 劉皓晴 

      考獲禁毒專章 4F 鍾沛傑 

 

 

 

 

 

傑出學生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新界青年聯會 新界傑出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學生 3A 李靜儀 

荃灣及葵青青年團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高級組 優異獎 6B 蔡婉祺 

    高級組 優異獎 6B 梁恒泰 

    高級組 優異獎 6B 陸志傑 

    初級組 優異獎 2E 黃寶文 

    初級組 優勝獎 3A 李靜儀 

    初級組 優異獎 3A 廖美棠 

   初級組 優異獎 3B 李耀軒 

荃葵青中學校長會 二十屆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獎 6B 蔡慧梅 

香港青年協會 中學生領袖基礎訓練證書課程 專題研習 季軍 7B 陳健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