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成就 
  

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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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屆 女子二人合誦 亞軍 6B 鄒佩君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項目)   6C 王慧瑤 

  女子二人合誦 季軍 5A 李靖雯 

    5B 林詩慧 

  女子散文獨誦 季軍 6E 王小蕾 

  男女子詩文集誦 冠軍   

  男女子詩文集誦 東華三院盃   

  男子詩詞獨誦 亞軍 6C 王康鋒 

  男子詩詞獨誦   季軍 4E 周駿維 

 第六十五屆 二人對話劇 優異獎 3A 郭銘恩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項目)   3A 杜煥文 

    3B 麥詠茹 

    3B 傅家慈 

    4E 黃紫婷 

    4E 黃婉君 

    5D 關皓宜 

    5D 蔡晴伊 

    6D 何銘欣 

    6E 吳詠茵 

  英詩獨誦 季軍 2A 伍霈琪 

    3A 王芝寧 

   良好獎 1A 余俊霖 

    2D 陳紫娟 

   優異獎 1A 李凱麟 

    1A 鄭嘉禧 

    1A 吳鉅豪 

    1C 梁駿僖 

    1D 黨年正 

    2B 林岢澄 

    2D 陳衍慈 

    2D 何彤茜 

    4E 關倩宜 

    4E 陳淑鈴 

    4E 黃淑平 

    4E 黃紫婷 

    4E 黃婉君 

    5B 毛嘉瑤 

    5B 楊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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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協進會鳳園自然及文化學院 BEST 香港越冬斑蝶 中學組 獲證書及團參與 3A 葉彥童 

 標放普查研究計劃  台灣蝴蝶及野外 4A 黃尉彰 

   生態考察 4B 刁弘達 

    4C 鍾銘樂 

    4C 王子銘 

環境運動委員會   傑出大使金獎 4C 鍾銘樂 

   傑出大使銀獎 4B 刁弘達 

   傑出大使銅獎 4A 黃尉彰 

   優異獎 3A 葉彥童 

    4A 黃敏津 

    4C 王子銘 

    4D 陳卓凡 

綠色力量 青年氣候聯盟 2013-2014 青年氣候大使證書 1A 蔡子謙 

    1B 蔡子杰 

    1B 蕭文迪 

    1B 唐均浩 

    3A 葉彥童 

    4A 黃尉彰 

    4B 刁弘達 

    4C 鍾銘樂 

    4C 王子銘 

    4D 陳卓凡 

環境運動委員會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基礎環保章 1A 蔡子謙 

 基礎環保章培訓   1B 蔡子杰 

    1B 蕭文迪 

    1B 唐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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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獎 4E 關皓宜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 獎學金 5F 陳家妙 

   獎學金 5C 張顯晴 

   獎學金 5C 蕭書惠 

香港青年協會 2014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獎學金 5E 廖康喬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獎  嘉許狀 3A 朱綽盈 

    3A 林諾軒 

    4E 陳柳鈺 

    4E 何羽璇 

    5C 蕭書惠 

    5F 范鈞琳 

    6E 黃傲彥 

    6E 張漢飛 

扶貧委員會 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 5C 陳敏賢 

    5D 鄒家成 

    5E 廖康喬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  證書 5C 張顯晴  

    5C 蕭書惠  

    5F 陳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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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暨比賽 優異獎 5B 毛嘉瑤 

   5B 吳詠渝 

   5B 王儷蓉 

   5B 楊詩雅 

   5B 梁榮業 

新界校長會 「今日公益，明日領袖」2013-14 證書 2C 陳漪蓮 

   2D 林紀諺 

    3A 潘敏妍 

    3A 施心如 

    3A 黃潔怡 

    3A 郭銘恩 

    4A 趙靜雯 

    4A 鄭穎儀 

    4B 許樂芝 

    4B 郭可誼 

    4B 潘翊敏 

    4B 譚菀彤 

    4C 賴舒儂 

    4C 葉凱澄 

    4E 陳淑鈴 

    4E 關倩宜 

    4E 吳慧婷 

    4E 黃淑平 

    4E 楊文懿 

    4E 周駿維 

    4E 林御龍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義工服務銀獎 4A 黃尉彰 

   4B 刁弘達 

   4C 鍾銘樂 

   4C 王子銘 

   4D 陳卓凡 

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4B 劉安娜 

   4B 賴詠琳 

永亨銀行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13-14 「傑出義工學生」 4C 賴舒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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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通安全會 2013-14年度總監特別嘉許狀  總監特別嘉許狀 5A 陳德賢 

    5B 陳逸城 

    5F 凌偉源 

 第十七期高級章訓練班  高級章 3A 鄺恆諾 

    3A 林諾軒 

    3B 呂芷筠 

    4B 高婉盈 

    4E 杜焯盈 

 第十七期中級章  中級章 2B 李安翹 

    2B 梁凱琪 

    2D 吳佳緣 

 第十一期衛生大使專章  衛生大使專章 1A 陳嘉莉 

    1A 陳嘉欣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交通安全會 第十一期衛生大使專章  衛生大使專章 1A 張采喬 

    1A 秦曉莹 

    1A 關瑩 

    1A 林依棋 

    1A 林綺婷 

    1A 李芷嫻 

    1A 龍彥錡 

    1A 馬芷燕 

    1A 伍泳雯 

    1A 葉可怡 

    1A 鄭嘉禧 

    1A 李凱麟 

    1A 李利斌 

    1A 黃寶華 

    1A 楊志演 

    1B 陳倩怡 

    1B 蔡繕瞳 

    1B 馮倩瑤 

    1B 李凱潼 

    1B 莫海鸚 

    1B 黃妙琳 

    1C 黎曉蔚 

    1C 李灝德 

 第八期道路語言專章 道路語言專章  1A 陳嘉莉 

    1A 陳嘉欣 

    1A 張采喬 

    1A 秦曉莹 

    1A 關瑩 

    1A 林依棋 

    1A 林綺婷 

    1A 李芷嫻 

    1A 龍彥錡 

    1A 伍泳雯 

    1A 鄭嘉禧 

    1A 黃寶華 

    1A 楊志演 

    1B 李凱潼 

    1B 莫海鸚 

    1C 黎曉蔚 

香港交通安全會 2014年度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  傑出隊員獎 3A 鄺恆諾 

 隊員(學校隊伍)選舉  3A 林諾軒 

  4B 高婉盈 

 無毒有關愛家庭幸福載禁毒專章 禁毒專章、 1A 關瑩 

 禁毒大使委任狀 1B 馮倩瑤 

  

 

  1B 莫海鸚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5B 陳逸城 

    5C 許彰麟 

 

 
 
 



 

 

學術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2D 黃嘉俊 

 香港賽區初賽暨   4E 許穎詩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4E 何英華 

  5E 江樹華 

 銅獎 2D 張星浚 

  4E 葛俊杰 

    4E 杜偉杰 

   5F 區啟鋒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銅獎 2D 張星浚 

    2D 黃嘉俊 

    4E 許穎詩 

    4E 何英華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 2014香港賽區 金獎 2D 黃嘉俊 

   銀獎 3A 池慶年 

  銀獎 3A 黃家泓 

   銅獎 2D 唐寶兒 

    2D 張星浚 

香港培正中學 第十三屆培正數學邀請賽決賽  優異證書 3A 池慶年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5E 謝智健 

    6D 黃寶文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KU JSI Workshop - Mathematics - An Octopus I Certificate  5A 林琳 

HKU JSI Workshop - Mathematics - An Octopus II Certificate 5E 江樹華 

   5E 葉煒樺 

   5E 梁浩樂 

香港科技協進會 科技新苗 100計劃  證書 5E 謝智健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2013  三級榮譽獎 3A 蔡菱兒 

香港經濟教育協會 語出驚人—經濟分析比賽 最佳多媒體應用獎 5F 陳家妙 

   5F 林希亭 

   5F 高港峰 

香港經濟教育協會 漫畫設計比賽  全港季軍 5F 周嘉瑩 

   優異獎 5F 林希亭 

   優異獎 4A 郭靜君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3-2014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紫章 1A 李芷嫻 

    1A 關瑩 

    1A 李穎彤 

    1A 伍泳雯 

    1B 張曉晴 

    1B 蔡盛豐 

    1B 封盛灝 

    1B 陳蘊琪 

    1C 潘育謙 

    1C 陳潁朗 

    1C 李灝德 

    3B 謝日嵐 

    3B 余玥玲 

    4D 林頌賢 

    5C 鄭俊耀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3-2014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藍章 1A 陳嘉欣 

    1A 秦曉莹 

    1A 林依棋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3-2014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藍章 1A 龍彥錡 

    1A 楊子盈 

    1A 葉可怡 

    1A 周嘉龍 

    1A 蔡志勇 

    1A 吳鉅豪 

    1A 伍偉鴻 

    1B 陳倩怡 

    1B 馮倩瑤 

    1B 林灼瑋 

    1B 梁希華 

    1B 莫海鸚 

    1B 葉晞琳 

    1D 梁凱晴 

    1D 殷樂 

    1D 何子逸 

    1D 戴龍 

    2B 莫曉欣 

    2B 陳金澤 

    2C 蔡曉暉 

    2C 鍾雪婷 

    2D 陳衍慈 

    2D 陳嘉俊 

    2D 陳秀欣 

    2D 何彤茜 

    3A 林諾軒 

    3A 杜煥文 

    3C 朱子星 

    3C 李昇禧 

    4E 陳美延 

    5A 蘇靄琼 

    5C 林凱騏 

    5C 許彰麟 

    5D 孔倩婷 

    5E 陳啟璇 

    5E 關敏 

    5F 黃金麗 

    5F 曾美珊 

    5F 黃欣桐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3-2014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青章 1A 陳嘉莉 

    1A 張采喬 

    1A 林綺婷 

    1A 馬芷燕 

    1A 陳柏良 

    1A 陳子豪 

    1A 鄭嘉禧 

    1A 蔡家迎 

    1A 蔡子謙 

    1A 李凱麟 

    1A 李啓諾 

    1A 廖其志 

    1A 廖榮彬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3-2014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青章 1A 黃寶華 

    1A 楊志演 

    1A 余俊霖 

    1B 蔡繕瞳 

    1B 劉嘉慧 

    1B 李凱潼 

    1B 盧芷珊 

    1B 冼若嵐 

    1B 黃妙琳 

    1B 歐燁楓 

    1B 陳贊斐 

    1B 鄭卓賢 

    1B 蔡子杰 

    1B 朱天成 

    1B 鍾永毅 

    1B 何家霖 

    1B 甘浩輝 

    1B 郝卓浩 

    1B 梁潤濠 

    1B 李皓朗 

    1B 蕭文迪 

    1B 唐均浩 

    1B 黃嘉樂 

    1B 王鍵翹 

    1B 黃泳森 

    1B 余嘉熙 

    1C 安芷芯 

    1C 譚蔚琳 

    1C 鄧子慧 

    1C 王凱琳 

    1C 馬少杰 

    1C 李衍葵 

    1C 梁景晞 

    1C 李晉達 

    1C 蘇志騰 

    1C 鄧文弢 

    1C 阮俊傑 

    1D 鍾盈盈 

    1D 李明蕙 

    1D 楊美琪 

    1D 區昊宏 

    1D 陳志灝 

    1D 周朗 

    1D 簡志健 

    1D 關文傑 

    1D 林維鍵 

    1D 廖進亨 

    1D 麥浩傑 

    1D 吳卓軒 

    2A 侯雪瑩 

    2A 伍霈琪 

    2A 楊曉琳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3-2014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青章 2B 梁凱琪 

    2C 吳瑜桐 

    2C 周諾賢 

    2D 陳力信 

    2D 馬俊煌 

    3A 陳慧欣 

    3A 李文希 

    3A 蔡菱兒 

    3A 王芝寧 

    3A 馮偉杰 

    3A 郭銘恩 

    3A 黃惠康 

    3B 羅美秋 

    3B 史崇樂 

    4A 徐艷怡 

    4A 陳嘉玲 

    4B 高婉盈 

    4C 易明慧 

    4E 何羽璇 

    4E 關倩宜 

    4E 羅迪莎 

    4E 黃曉敏 

    4E 黃湘雲 

    4E 邱思敏 

    4E 楊文懿 

    4E 何英華 

    4E 杜偉杰 

    5A 張茜茜 

    5A 李靖雯 

    5B 鍾永權 

    5C 李靜儀 

    5D 劉倩童 

    5D 黎耀彪 

    5E 林琳 

    5F 陳家妙 

    5F 周嘉瑩 

    5F 周家晴 

    5F 黃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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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4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 1A 張采喬 

女甲 50米蝶泳           冠軍 5D 李嘉晞 

女甲 100 米背泳 亞軍 5D 李嘉晞 

  女甲四式接力 亞軍   

  女甲團體   亞軍   

  男乙團體 第七名   

  男丙團體 第六名   

  女丙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   

 學界越野賽 男子丙組個人 第二名 2C 周泊鈞 

  女子甲組個人 第五名 5C 蕭書惠 

  男子丙組個人 第六名 2C 胡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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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界越野賽 女子丙組個人 第八名 2C 吳瑜桐 

葵青區中學分會  女子乙組個人 第九名 3C 胡傲雪 

 葵青區學界田徑賽 女子甲組 400米 亞軍 5C 蕭書惠 

  男子丙組 1500米 亞軍 2C 周泊鈞 

 葵青區學界田徑賽 男子丙組 800米 季軍 2C 周泊鈞 

 葵青區中學分會足球比賽 男甲第一組  季軍   

  男乙第一組  冠軍   

  男丙第一組 殿軍   

 葵青區學界籃球比賽 男甲第一組 第六名   

  男子乙一組 亞軍   

 2014葵青區新春沙灘排球比賽 年青組 亞軍   

 2013-14年度校際排球錦標賽 女甲第一組 季軍   

  女乙第一組 第七名   

  女丙第一組 第七名   

香港乒乓總會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主辦 女子組 亞軍   

 恒生校園乒乓大挑戰 男子組 季軍   

屈臣氏 2013-2014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C 蕭書惠 

  

 

    

領袖培訓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荃葵青優秀學生會 荃葵青優秀學生會幹事會 委任為:內務副主席 5E 楊明威 

羣力資源中心、中國人民 

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及教育局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通過面試，獲選參加夏令營 
4E 鍾韻愉 

教育局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通過面試，獲選參加交流團 5E 楊明威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訓練計劃  證書 4B 羅曉濠 

    4E 杜焯盈 

    4E 黃麗珊 

    4E 黃紫婷 

    4E 張洛勤 

    4E 何英華 

    4E 林澤民 

    4E 林明政 

    4E 葉天朗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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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金獎 2A 張雯曦 

葵青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2A 李詠恩 

    2B 陳金澤 

    2C 鄭美玲 

    3A 林鍶嘉 

    3A 李心妍 

    3B 范鈞琳 

    3B 麥詠茹 

   3C 林燦鑫 

    3D 黎珮霖 

    3D 劉頌沂 

    3D 盧安娜 

    4B 郭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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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4C 朱慧琦 

葵青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4E 楊文懿 

    5B 謝承志 

    5E 伍慧琳 

    6C 馮穎禔 

第 48 屆工展會 全港中學生廣告短片創作比賽          「現代美容」經驗豐富大獎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3B 范鈞琳 

    4E 杜焯盈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比賽 三級鋼琴獨奏  亞軍 1A 陳嘉欣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5D 孔倩婷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1D 李皓然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5E 廖康喬 

  四級鋼琴獨奏  季軍 1C 曾健峯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4A 徐艷怡 

  初級組小號獨奏  榮譽獎狀 2A 區俊軒 

  初級組小號獨奏  優良獎狀 2D 陳秉賢 

  初級組結他獨奏  良好獎狀 6B 薛安騰 

  初級組結他獨奏  亞軍-榮譽獎狀 6F 黃沛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