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 學生成就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 中三級詩詞獨誦 季軍 3B 何家希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五、中六級詩詞獨誦 冠軍 6D 馮倩瑤

亞軍 5D 陳建皓

中四級詩文集誦 季軍 4D 鄧鎧堯

英詩獨誦 亞軍 1A 郭浩麟

季軍 1A 周焯嵐

二人戲劇項目 季軍 3B 吳燕芳

季軍 4A 莊梓晴

中四級英文集誦 冠軍 4A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優異旅團評核 2018年優異旅團

*區總監嘉許銀獎

2018年優異旅團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青衣區深資童軍支部比賽 總亞軍 6B 歐燁楓

6B 張曉晴

6C 鍾永毅

6C 梁駿僖

原野烹飪單項冠軍 6B 歐燁楓

6B 張曉晴

6C 鍾永毅

6C 梁駿僖

總季軍 4A 鄧安宜

4A 殷嘉慧

5A 鄺灝賢

5B 黃子輝

5C 蘇志騰

香港童軍總會青衣區 區總監挑戰盃 2019 總亞軍 3A 勞俊雅

青衣區童軍支部比賽 3A 李嘉俊

3D 陳建霖

4A 唐曉霖

香港交通安全隊 傑出隊員 5D 蔡繕瞳

香港紅十字會 傑出紅十字會青年會員選舉 傑出紅十字會青年會員 4B 吳嘉雯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都市農莊 校園耕作大賽(荃葵青區) 都市農夫大獎冠軍 組員 4A  蘇迪童

-最佳收成奬冠軍 4B 陳義

-最佳農田規劃奬冠軍 4C 黎樂言

-最佳耕作技術獎亞軍 4C 鄒宇城

-最出色耕作報導獎亞軍 5A 林正賢

-最佳單一作物奬（紅菜頭） 5A 洪錦鵬

-最佳單一作物奬（小棠菜)

-最佳單一作物獎（羅馬生菜）

-最佳單一作物獎（芥蘭）

中學組盆栽種植比賽 賞果植物 新界區季軍

朗誦

制服隊伍

環保活動

童軍團

深資團

2019年度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員選舉

環保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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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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奬 獎學金 6A 李啟諾 

6B 李凱麟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5A 洪錦鵬

銀獎 4A 林思霖

4A 殷嘉慧

5A 馮萱

5A 劉嘉俊

5A 余亞諾

銅獎 3A 張靖義

3A 張家駿

3A 鍾皓庭

3A 梁秉豪

3B 陳卓陽

4C 高銘聰

5A 陳彥之

5A 黃家進

晉級賽 銀獎 4A 殷嘉慧

5A 馮萱

5A 洪錦鵬

銅獎 4A 林思霖

5A 陳彥之

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3A 鍾皓庭

三等獎 3A 梁秉豪

三等獎 3B 陳卓陽

三等獎 3D 李雨珩

Proficiency 5A 馮萱

High Distinction 5A 劉嘉俊

Distinction 4A 林思霖

Credit 4A 殷嘉慧

Credit 5A 洪錦鵬

Credit 5A 黃家進

第三屆『港．象棋』杯全港中國象棋大賽       高中組團體 冠軍 4C 梁子丹

5A 劉嘉俊

5C 陳嘉樂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第二十四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中學個人賽 亞軍 5C 陳嘉樂

中學組團體 亞軍 4D 陳進傑

5A 劉嘉俊

5C 陳嘉樂

傑靈學術研習中心棋道(元朗) 棋道盃第九屆 高中組團體 季軍 5A 劉嘉俊

棋院和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4D 陳進傑

鄧兆棠中學 5C 陳嘉樂

香港象棋總會 第四屆「中大盃象棋比賽」 團體 亞軍 2A 何潤康

2A 馬綽謙

2019全港中國象棋快棋公開

賽
初中組團體 季軍 2A 何潤康

2A 馬綽謙

香港消防處暨葵青區消防安全 防火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5C 彭家衡

大使名譽會長會合辦 優異獎 5C 林灼瑋

帶路先鋒 「一帶一路．與我何干」 校際高中組 三等獎嘉許 5A 馮萱

綜合能力比賽2019 5A 梁立邦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紫章 29位

藍章 28位

青章 115位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奬

學術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港．象棋協辦：觀塘區學校聯會、

香港校董學會、家長致強學院、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及香港聖公會

何明華會督中學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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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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200米胸泳 季軍 6B 歐燁楓

男子甲組200米胸泳 殿軍 3C 余承緻

男子甲組50米背泳 季軍 4D 梁恩助

男子甲組100米背泳 季軍 4D 梁恩助

男子甲組100米自由泳 殿軍 5D 王譽霑

男子丙組100米自由泳 亞軍 1B 張展為

女子甲組200米自由泳 殿軍 4B 楊海嵐

女子甲組100米背泳 季軍 4B 楊海嵐

女子乙組100米背泳 季軍 3C 林靖嵐

男子甲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亞軍

男子乙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男子丙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女子甲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女子乙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殿軍

男子甲組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 全場第八名

男子丙組團體 全場第五名

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女子乙組團體 全場第八名

葵青區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標槍 殿軍 4A 陳卓希

男子丙組400米 季軍 2C 鍾展浩

女子甲組跳高 殿軍 5B 鄧巧晴

女子丙組跳遠 亞軍 2B 陳明煒

葵青區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 季軍

葵青區學界籃球比賽 女子初級組 殿軍

葵青區學界排球比賽 女子初級組 季軍

葵青區學界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殿軍

男子乙組 殿軍

男子丙組 殿軍

屈臣氏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D 余俊霖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無煙青少年大使 季軍 4A 陳莉婷

4A 張家亮

4B 蔡詩榆

4B 吳嘉雯

5C 呂思琪

5D 蔡欣宜

最積極參與獎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18 初中組

優異獎 3A 殷嘉慧

3B 譚臻榮
高中組 5A 伍泳雯

政賢力量  THE ARETE 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卓越學員 6A 蔡志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中學分會

體育活動

領袖培訓

藝術

2017-2018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訓練

世界無煙日2018無煙健兒大募集

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

委員會社區綜合服務工作小組、

葵青區議會民生事務工作小組、

荃灣青年會及葵青青年團、

新界青年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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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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管弦樂協會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2019 西樂組 二等獎

音樂比賽香港區藝韻杯 聲樂組 第二名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第70屆香港學校演講節 合唱演講優勝獎

優質教育基金及路德會啟聾學校 嘉許獎 1B 蔡樂穎第一屆全港中學校際口語歌曲比賽

4A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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