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成就 

 
1. 朗誦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香港音樂及朗誦 

協會 

第七十一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普通話) 亞軍 1D 黃巧婧 

二人朗誦(粵語) 亞軍 3A 藍嘉輝 

  二人朗誦(粵語) 亞軍 3A 謝國祥 

  英詩獨誦 季軍 2D 張浩天 

  英詩獨誦 季軍 5A 莊梓晴 

      

2. 學術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明報 第二十二屆明報 

校際專題報道比賽 

初中組 冠軍 4B 黃凱哲 

  冠軍 4C 楊靖潼 

  冠軍 4C 林英男 

   冠軍 4C 何家希 

      青新時代 2019全港青少年 

徵文比賽 

 優秀獎 5A 黃綽琳 

      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紫章  13位 

  藍章  38位 

   青章  12位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3A 曾湘淇 

      荃葵青區中學 

校長會 

第三十屆荃葵青區 

傑出中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獎 5A 殷嘉慧 

      尤德爵士紀念 

基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得獎者 6A 馮萱 

 得獎者 6B 蒙詠桐 

      扶貧委員會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得獎者 6A 梁立邦 

  得獎者 6B 吳詩琪 

      青新時代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 

 得獎者 5C 吳家宇 

  得獎者 6B 黃嘉忻 

   得獎者 6B 吳詩琪 

      宏施慈善基金 2019全港新來港 

學童獎勵計劃 

 傑出學業獎 3A 曾湘淇 

      香港課外活動 

主任協會 

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得獎者 5A 鄧安宜 

      葵涌及青衣區 

文藝協進會 

第二十六屆葵青區 

中國象棋比賽 

中學個人賽 冠軍 6C 陳嘉樂 

 季軍 3A 馬綽謙 

  中學組團體    冠軍 2A 羅宇涵 

   冠軍 3A 何潤康 

   冠軍 3A 馬綽謙 

   冠軍 3D 葉進 

   冠軍 4D 陳進傑 

   冠軍 5C 梁子丹 

   冠軍 6C 陳嘉樂 

      



3. 領袖培訓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香港吸煙與健康 

委員會           

無煙青少年大使 

領袖訓練計劃 

優異無煙 Teens團隊 冠軍 4A 陳卓霖 

  4B 李梓穎 

    4B 李芷萱 

    5A 陳莉婷 

    5B 吳嘉雯 

    5B 蔡詩榆 

      

4. 制服隊伍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 

升旗比賽  冠軍   

野炊美食節  銀獎 童軍團 

      

5. 社區服務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香港海關 青網大使知識產權 

專章計劃 

青網大使  5B 朱健燊 

     

      

6. 環保活動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環保促進會 第十九屆環保創意 

模型設計比賽 

最具環保設計獎 季軍 2A 陳晞婷 

   2A 張穎彤 

    2A 文嘉淋 

7. 藝術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KinoDUEL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ussi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微電影制作 入選 3B 洪天樂 

《我的電競嫲嫲》  3D 陳子恒 

   4A 石雋御 

    4A 勞俊雅 

    4B 鄧沛雯 

    4C 余可蕎 

    4D 林雪瑩 

    4D 劉芷嫣 

    5A 殷嘉慧 

    5B 張嘉軒 

    5B 鄭乃銘 

    5C 伍浩然 

    5C 胡穎欣 

    5C 張悅妤 

    5C 溫竣然 

    5D 周奕彤 

    5D 葉治銘 

    6A 余學文 

    6A 黃家進 

    6A 鄧文弢 

    6C 彭家衡 

      



8. 體育活動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得獎學生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葵青區 

中學分會 

葵青區學界 

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50米背泳 亞軍 5D 梁恩助 

男子甲組 100米背泳 殿軍 5D 梁恩助 

 男子乙組 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3D 葉進 

  男子乙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3A 陳曉博 

  男子乙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3A 蕭智健 

  男子乙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3B 梁學林 

  男子乙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3D 李沛軒 

  男子丙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1A 黎耀文 

  男子丙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1D 陳宇謙 

  男子丙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2A 曾慶灝 

  男子丙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2B 張展為 

  男子丙組 100米蛙泳 亞軍 2A 曾慶灝 

  男子丙組 200米蛙泳 殿軍 2A 曾慶灝 

  男子丙組 100米自由泳 殿軍 2B 張展為 

  男子丙組 200米自由泳 殿軍 2B 張展為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 殿軍 5B 楊海嵐 

  女子甲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4A 林靖嵐 

  女子甲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5B 楊海嵐 

  女子甲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6A 李玥彤 

  女子甲組 4x50m自由式接力 殿軍 6C 蔡梓琪 

  女子甲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5A 吳穎妍 

女子甲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5B 黃泳榛 

 女子甲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5B 魏敬甄 

  女子甲組 4x50m四式接力 殿軍 5C 袁淑玲 

  女子甲組 200米自由泳 季軍 5A 吳穎妍 

  男子組團體 第六名   

  男子甲組團體 第八名   

  男子乙組團體 第六名   

  男子丙組團體 第八名   

  女子組團體 殿軍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女子乙組團體 第七名   

 葵青區學界 

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高 冠軍 6B 鄧巧晴 

 男子丙組 400米 冠軍 2C 翟俊憲 

  男子丙組 200米 亞軍 2C 翟俊憲 

 葵青區學界 

籃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 第五名   

      香港遊樂場協會 遊協盃 男子組 冠軍   

 清新盃 三人籃球 U19 亞軍 6B 林琦峰 

    6B 鄧駿輝 

    6D 陳建皓 

      中國香港跳繩 

體育聯會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女子組 30秒前繩速度跳 冠軍 5A 吳穎妍 

 女子組 30秒單側迴旋速度 冠軍 5A 吳穎妍 

  女子組 30秒二重跳速度跳 亞軍 5A 吳穎妍 

  女子組 30秒交叉速度跳 季軍 5A 吳穎妍 

  女子組 30秒單側迴旋速度 冠軍 5A 戴恩信 



  女子組 30秒單側迴旋速度 亞軍 1B 甘茜瀅 

  女子組 30秒單側迴旋速度 亞軍 1B 阮珈琳 

  女子組 30秒單側迴旋速度 殿軍 1A 張晞楠 

  女子組 30秒單側迴旋速度 殿軍 1D 羅苑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