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 年度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 
 
 
 
 
2014-2015 年度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進步獎(中學組) 6D 葉凱晴   

 
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獲得$20,000 獎學金） 
羅雪瑩 (2014-15 年度中六畢業生)   

 
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特別嘉許獎 6C 何家燕   

 
第 19 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可參與未來一學年的培訓及實習活動) 
4D 丁心怡 4D 楊諾霖   

 
第八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 4B 陳金梅 6E 黃增銳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每人榮獲$5,000） 
4D 丁心怡 5D 李綺琳 高綽霙(2014-15 年度中六畢業生)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榮獲$1,000） 
6E 胡浩勤   

 
「原來我得架」美國交流計劃獎學金 
4B 陳金梅   

 
香港印度商會六十週年教育信託基金 Nehru Memorial Trust Scholarship 
何家俊(2015 年畢業生) 譚熙文(2015 年畢業生)  

 
行樂社慈善基金「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 2016」（獎學金$3,000） 
 行樂卓越獎學金 3D 黎穎芯  

 
第九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3D 李沂芳  
 優秀學生 5D 梁思韵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4-2015 
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1,000） 4B 鄭景釗  
2A 陳梓灝 2B 蕭凱而 2C 駱詠瑤 2D 李芷欣 
3C 麥潔媚 3C 姚焯霖 3D 李諾軒 4B 鄭景釗 
4C 周澄兒 4D 陳進健 4D 馬善恒 5C 韓俊良 
6A 譚穎儀 6B 王志傑 6C 余芷雯 6D 葉凱晴 

 
2015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手搖發電機智能機械型車挑戰賽組） 
 殿軍 3D 黃錦聰 3D 錢梓暘  

  

學術獎項 



 
「感動‧敢動」小記者比賽 2015 
 銀獎 (中文組) 4D 丁心怡   
 銅獎 (英文組) 4B 陳金梅   

 
黃大仙區聯校「無人機」障礙賽 
 團體計分賽（初中組）冠軍   
 團體計時賽（初中組）冠軍   
 個人計分賽（初中組）亞軍 3D 李諾軒  
 個人計分賽（初中組）季軍 1A 李嘉浩  

 
「2015-2016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優異 2A 何凱茵 3C 蘇凌岸 3D 黃錦聰 
 4D 鄭茝燁 4D 江歷彬 4D 丁心怡 

 
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 習報告比賽 
 冠軍 4A 陳紫芬 4A 李潁賢 4A 葉嘉慧 
 4A 姚樂盈   

 
「與你同行」獎勵計劃 2016 
 嘉許狀 1C 陳芷妮 1D 賴佩欣 2B 冼筱欣 
 3D 黎穎芯 4B 李凱婷 4C 李雅麗 

 
哈佛圖書獎 
5B 鍾穎詩 5D 李綺琳 5D 梁思韵 

 
i-Learner 第二十四屆「智好學計劃」 -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金獎 1A 邢蘊晴 1B 麥傑淳 2A 王敏楠 
 2D 鍾銀珍 2D 譚美兒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電影欣賞及感想報告比賽 
 優異 陳珮嘉   

 
香港理工大學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 
生物科學比賽    
 參與 Participation 5D 何漢森 5D 阮翹 5D 張宇伶 
 優良 Credit 5D 陳令祺 5D 關錦威 5D 梁思韵 
 優異 Distinction 5D 李綺琳   
化學科學比賽    
 參與 Participation 5D 陳家濤   
 良好 Proficiency 5D 關錦威   
 優良 Credit 5D 陳令祺 5D 李綺琳 5D 吳擇而 
 優異 Distinction 5D 練昱澤   
 高級優異 High Distinction 5D 梁思韵   
物理科學比賽    
 參與 Participation 5D 李綺琳   
 良好 Proficiency 5D 梁思韵   
 優異 Distinction 5D 吳擇而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2015-2016 
生物科學比賽    
 踴躍參與 Active Participation5A 蔡尚樂 5A 郭若鈴 5A 胡家豪 
 5C 林愷欣 5C 吳紫聰 6B 吳新杰 
 6D 歐沛元 6D 蘇啟鴻 6D 廖志鏗 
 6D 安展彤 6D 柯文軒 6D 黃洛鋒 
 6E 程浩鈿 6E 馬卓朗 6E 胡浩勤 
 6E 楊樂倫   
 優異 Merit 6B 陳鎮梁 6 D 王星月  
 三等榮譽 Third Class Honour 6E 潘耀興 6E 盛培傑  
 二等榮譽 
 Second Class Honour 

6B 楊志行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季軍 1D 余泳琳   
 詩詞獨誦 – 粵語 季軍 4B 陳楚怡   
 優良 1B 伍瑋寧 2D 溫寶珊 4A 陳紫芬(2 項) 
  4B 張倩如 4D 丁心怡 5D 梁思韵 
  5D 吳漢暉   
 良好 1A 區詠恩 2A 麥依晴 4A 葉嘉慧 
  4D 江歷彬 5D 黎偉良  
 詩詞獨誦 – 英語 亞軍 5B 陳嘉兒 5D 梁詩韵  
 優良 1A 區詠恩 1A 卓穎欣 1A 余卓穎 
  1A 余愛琳 1C 許桐茵 1D 鄭茝鑾 
  1D 莊雅而 1D 李嘉銘 1D 黎嘉迎 
  2C 翁昱璇 2D 陳珮嘉 2D 陳穎儀 
  2D 林碧琪 2D 李綽琳 2D 孫靜怡 
  2D 溫寶珊 2D 黃樂怡 4B 李凱婷 
  4D 丁心怡 4D 黃炯輝 5B 向紀柔 
  5D 張宇伶   
 戲劇話劇 – 英語 亞軍 5B 陳嘉兒 5D 阮  翹  
 優良 4B 李凱婷 4C 何式妤  
 詩詞集誦 – 英語 中三級冠軍 3C 梁梓甄 3C 黃令筠 3C 胡可兒 
  3C 姚躍羚 3D 陳俊杰 3D 陳家樂 
  3D 陳睿軒 3D 陳煒櫻 3D 鄭晉謙 
  3D 鄭淀濠 3D 張迦誠 3D 錢梓暘 
  3D 蔡翩賢 3D 周依霖 3D 馮德祥 
  3D 何嘉雯 3D 關智軒 3D 關兆熙 
  3D 郭惠怡 3D 黎家潤 3D 黎穎芯 
  3D 劉浩楠 3D 李沂芳 3D 梁浚銘 
  3D 梁梓正 3D 李俊鵬 3D 李諾軒 
  3D 廖穎真 3D 蕭  遙 3D 譚浩翹 
  3D 譚良志 3D 黃錦聰 3D 黃雅盈 
  3D 葉均盛 3D 葉安妮 3D 袁斯灝 
 中二級優良    
  



 
 
 
 
蕉夫@東九競技慈善賽 
 青年組最高籌款獎 4B 麥穎妮 4B 譚美勻 5B 陳嘉兒 

 
「與你同行」獎勵計劃 
 嘉許狀 1C 陳芷妮 1D 賴佩欣 2B 冼筱欣 
 3D 黎穎芯 4B 李凱婷 4C 李雅麗 

 
「2015-2016 關愛服務」活動冊設計比賽 
 冠軍    

 
「與你同行」獎勵計劃 2016 
 嘉許證書 賴佩欣 黎穎芯 陳芷妮 
 冼筱欣 李雅麗 李凱婷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遠足活動籌款 
 優異獎    

 
 
 
 
 
第三屆 2015「生命的誕生」兒童藝術年展 
 金獎 2A 關子康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4A 黎栩萬 5B 向紀柔   

 
2016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公開組銀獎 4D 張啟哲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3A 林澤鋒 3D 袁斯灝 5D 何祿琴 
 5D 李綺琳   
 傑出導演獎 3D 李諾軒 5D 劉嘉泳  
 傑出演員獎 3D 鄭晉謙 3D 李諾軒 4A 黃德天 
 5D 劉嘉泳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活動攝影比賽 
 季軍 何式妤   
 優異獎 曾永鏵   

  

藝術獎項 

服務獎項 



 
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樂器獨奏 
 七級鋼琴獨奏 優異 1D 鄧淑文  
獨唱 
 初級組女聲獨唱 優異 1A 潘燕婷 1D 李嘉銘 
  3D 李沂芳  
 高級組女聲獨唱 優異 4C 曾永鏵 5D 梁思韵 
 
 
 
 
 
明日領航者計劃 2015 ─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2015 
 初中組全場總冠軍 3C 何均海 3D 馬泳揚 4B 陳金梅 
 4C 黃永樂 4D 黃炯輝 4D 譚智聰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2016 
6C 劉達釗    

 
品勢大師盃及菁英賽 2016 
 季軍 1C 陳芷妮   

 
學界體育比賽 
籃球 男子甲組 第五名   
 男子丙組 第六名   
 男子團體 殿軍   
足球 男子丙組 第五名   
羽毛球 男子乙組 第五名   
 男子丙組 亞軍   
 男子團體 季軍   
游泳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式 殿軍 2A 陳梓灝  
室內賽艇 男子丙組 第五名 2A 陳梓灝  

  

體育獎項 



 
學界體育比賽 
田徑    
 男子甲組 200 米 第六名 5C 陳健東  
 男子乙組 跳遠 季軍 4A 方子熙  
 標槍 第五名 4D 黃炯輝  
 4x100 米接力 第五名 3B 莫家 聰 4A 方子熙 
  4A 高子進 4C 李浩謙 
  4D 越富恆  
 女子甲組 跳高 第五名 4B 譚美勻  
 4x100 米接力 第五名 3D 何嘉雯 4A 張穎 
  4B 譚美勻 5C 霍塏煊 
 100 米 第六名 4B 譚美勻  
 1500 米 第六名 5B 向紀柔  
 4x400 米接力 第六名 4C 李雅麗 5A 呂晴晴 
  5B 向紀柔 5C 林愷欣 
 女子乙組 100 米跨欄 第八名 4A 蔡欣澄  
 跳遠 第八名 4B 何翠儀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第七名 1A 刑蘊晴 1B 王雅婷 
  2A 林佩欣 2C 李芷彤 
  2C 王珊  
 200 米 第八名 1B 王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