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年度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 

 

 

 

 

教育局、南聯教育基金合辦「首屆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 

 中學組傑出獎    

 

2015-2016年度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進步獎(中學組) 3D 陳樂瑤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獎學金及特別嘉許獎 6D 黎偉良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獎學金（各獲獎學金$800） 

6B 冼銚南 6D 李綺林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 

 優秀中學生獎 2D 賴佩欣 3D 鍾銀珍 3D 郭浩軒 

 3D 李芷欣 3D 譚美兒 3D 王敏楠 

 4B 袁斯灝 5D 丁心怡 6D 李綺琳 

 成績進步獎 5B 莊婉淇 5D 馬俊諾 5D 楊諾霖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獲暑期英國遊學課程） 

 最佳進步獎 4C 鄺碩然   

 

第九屆黃大仙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4C 李沂芳   

 優秀學生 6D 梁思韵   

 

第十屆黃大仙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3D 李芷彤   

 優秀學生 4D 盧美欣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5-2016 

 特別嘉許獎 3D 林俊立   

2A 潘燕婷 2B 麥芷茵 2C 鄭嘉怡 2D 張璟煒 

3A 賴智豪 3D 冼筱欣 3D 陳樂瑤 3D 林俊立 

4B 譚錄輝 4B 袁斯灝 4C 鄺碩然 4D 姚躍羚 

5B 鄭雪美 5C 梁嘉暉 5D 張啟哲 6A 許偉豪 

6B 李浠哲 6C 金焯庭 6D 黃光政  

 

「成功在望」計劃之「全港青少年學業進步獎」 

 卓越獎（獎學金$2,000） 3B 鄺文銳   

 優異獎（獎學金$500） 3D 王敏楠   

 

行樂社慈善基金「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 2017」 

 行樂優異獎學金($1000) 3D 鍾銀珍   

 

第二十六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公開組優異獎 吳碩駿老師   

學術獎項 



 

「民間‧港‧故事」叁之自家味道中學生創業比賽 

 最具自家風貌獎 5B 李凱婷 6A 李栢鎣 6B 向紀柔 

 6B 崔慧愉 陳金梅（2016-17年度美國交流生） 

 

「手機拍我想法」短片拍攝比賽 

 優異獎：獎金$1,000 4B 黎穎芯 4D 陳俊杰 4D 錢梓暘 

 4D 姚躍羚  

 

第 20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明報校園記者 4A 梁梓甄 4A 黃令筠 5D 陳鄧杰 

 5D 張啟哲   

 

托福考試（The TOEFL Junior Tests）初中組 

 金獎 3D 潘天蔚 4C 李沂芳 4D 黃錦聰 

 銀獎 3D 蘇俊方 4B 黎穎芯 4D 陳睿軒 

 銅獎 3C 陳穎儀 3D 陳珮嘉 3D 李綽琳 

 3D 郭浩軒   

 

2016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 

 二等獎 4D鄭晉謙 4D關兆熙 4D趙翊博 

 

2016-2017年度「哈佛圖書獎」 

 第一名 5D 張啟哲   

 第二名 5D 丁心怡 5D 楊諾霖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7 

 初中組優異 2D 鄧淑文   

 

第十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 

 最受歡迎網上投票獎 2C 陳芷妮 3A 關子康 3B 麥依晴 

 4A 謝少玲 4B 黎穎芯  

 

第九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 

 少年作家獎 5A 葉嘉慧   

 

2016-2017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優異獎 5A 高子進 5B 張綺琪 5D 陳鄧杰 

 

i-Learner第二十六屆「智好學計劃」─「智愛中文閱讀計劃」 

 金獎 3D 鍾銀珍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模擬考試」2016/17 

 第一名（商業模組） 6B 冼銚南   

 

《悅讀悅寫 ─ 全港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初中組冠軍 3D 王敏楠   

  



第 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亞軍 1C 廖凱羚   

 季軍 1A 葉凱盈   

 優良 1A 秦卓琳 1C 葉莉淇 2D 鄭茝鑾 

  2D 莊雅而 2D 鄧淑文 3B 駱詠瑤 

  3C 高慧汶 3C 梁靖瑩 4D 盧美欣 

  5B 張倩如   

 詩詞獨誦 – 粵語 亞軍 1D 關穎恩 4D 盧美欣  

 季軍 4C 李沂芳   

 詩詞獨誦 – 英語 亞軍 1D 李天悅   

 季軍 1C 廖凱羚 4D 盧美欣  

 優良 (Merit) 1C 陳港鈞 1D 劉思穎 2D 鄭茝鑾 

  2D 何依琳 3C 陳穎儀 3C 溫寶珊 

  3C 黃樂怡 3D 陳珮嘉 3D 李綽琳 

  3D 孫靜怡 4C 李沂芳 5B 李凱婷 

  5C 何式妤   

 良好 (Proficiency) 1C 朱星宇 5C 曾永鏵  

 詩詞集誦 – 英語 中二級優良    

 中三級優良    

 二人朗誦 – 英語 季軍 5B 李凱婷 5C 何式妤  

 演講（個人賽） 優良 4D 盧美欣 5D 楊諾霖  

 演講（小組賽） 優良 5D 張啟哲 5D 蔡子軒 5D 丁心怡 

 

 

 

 

 

紅十字青少年「2015-2016年度最佳服務主題計劃比賽」 

團隊服務證書 35年    

 

公益少年團「2016-2017關愛服務活動冊設計比賽」 

 亞軍    

 

公益少年團「2016-2017年度環保為公益遠足活動攝影比賽」 

 亞軍 4C 李沂芳   

 優異 4C 盧伯禧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2016/17 

 嘉許證書 1A 陳希娜 1A 陳裕敏 1B 林柏怡 

 1C 伍芷慧 1C 葉莉淇 2A 潘燕婷 

 2A 黃皓祺 2B 陳銘梅 2B 李淑晶 

 2D 張睿行 3A 王樺瀧 3B 陳思忠 

 3B 譚思杰 3C 陳芷澄 3C 陳梓灝 

 3C 雷嘉欣 3D 陳珮嘉 3D 甘子輝 

 3D 李綽琳 3D 李芷欣  

  

服務獎項 



 

 

 

家在黃大仙 ─ 齊心共「創」2016：減罪、和諧及正向人生微電影創作比賽 

 優異獎 4B 黎穎芯 5D 黃炯輝 6A 李栢鎣 

 陳金梅（2016-17年度美國交流生）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 

4D 姚躍羚 5C 王家豪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青少兒中樂香港公開賽 

 冠軍（古箏獨奏） 1B 羅汝靜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16-17 

 入圍獎 5B 余婉雯   

 

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恩典太美麗」徵文及攝影比賽 

 優異獎（高中組） 5C 羅頌雅   

 

第十六屆校際郵集設計比賽 

 冠軍（B組） 3B 麥依晴   

 B組學校冠軍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6/17 

 傑出劇本獎 5A 陳思穎 5C 王海燕  

 傑出演員獎 2C 許桐茵 2C 黃綺婷 2C 余諾敏 

 2C 盧昱兆 2D 方晞晴 2D 鄧淑文 

 3B 麥依晴 4D 鄭晉謙 4D 李諾軒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第 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樂器獨奏 

 八級鋼琴獨奏 亞軍 5D 張啟哲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1B 梁景恆  

 良好 5A 黎嘉美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5C 何沚康 5C 曾永鏵 

 直笛獨奏 (14歲或以下) 優良 1B 何淑儀  

 良好 3C 陳穎儀  

 古箏獨奏 (高級組) 優良 1B 羅汝靜  

獨唱 

 聲樂獨唱 (初級組) 良好 2A 潘燕婷 2D 李嘉銘 

  3D 黃榕 3D 鄧雅晴 

 聲樂獨唱 (高級組) 良好 4C 李沂芳 5D 楊諾霖 

 女聲二重唱 良好 5A 馮文希 5C 曾永鏵 

 

  

藝術獎項 



 

 

 

2016耳聽心言基金室外三人籃球賽 

 丙組亞軍 2A 方文軒 2A 何澤佳 2B 林子豪 

 2D 陳俊禧   

 

第 28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青年組第六名 5D 黃炯輝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5A 周澄兒    

 

學界體育比賽 

羽毛球 男子團體 總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1A 余雄杰 3A 陳榮天 

  3A 霍逸恆 3A 談學謙 

  4A 何均海 4C 韓錦麟 

 男子丙組 殿軍 1A 何溢彬 1A 林俊浩 

  1B 葉皜麟 1D 張天賜 

  2A 李嘉浩 2B 潘文睿 

  2B 黃智信 2B 黃嘉煒 

  2C 莫志豪 2C 潘朗晴 

 女子乙組 第五名 2C 周錦慧 2C 廖芯儷 

  2D 黎嘉迎 3C 梁靖瑩 

  3C 高慧汶 3C 施雅雯 

  3D 潘天蔚  

籃球 男子丙組 第五名 1A 嚴子釗 1A 羅子藝 

  1B 林坤嶸 1C 馬縉樑 

  1C 周紹龍 1C 陳港鈞 

  1D 黃浚鋒 2A 方文軒 

  2A 鍾奕楠 2B 朱浩言 

  2B 林子豪 2C 陳俊熹 

  2D 黎嘉洋 2D 姚逸晞 

游泳 男子乙組 50米蝶泳 殿軍 3C 陳梓灝  

 男子乙組 50米自由泳 殿軍 4A 黃兆熙  

沙漢排球 女子甲組 第五名 5A 周澄兒 5B 何翠儀 

  5B 譚美勻 5C 李雅麗 

室內賽艇 男子乙組 1000米 第八名 3C 陳梓灝  

 

學界體育比賽 

田徑    

 男子甲組 400米 第五名 5A 高子進  

 200米 第八名 5A 高子進  

 標槍 第八名 5C 廖駿傑  

 男子乙組 4x100米 第六名 2B 陳冠霖 2C 李卓軒 

  3A 吳梓軒 3B 譚坤霖 

  4C 高偉晴  

 4x400米 第八名 3A 陳榮天 3A 鄭灝朗 

  3A 霍逸恆 3A 關子康 

  3A 黃卓堯 3B 徐豐樂 

  3D 甘子輝 4A 藍子諾 

體育獎項 



學界體育比賽 

 100米跨欄 第八名 4A 何均海  

 男子丙組 跳高 殿軍 2A 曾嘉銘  

 女子甲組 跳遠 冠軍 5B 何翠儀  

 標槍 亞軍 5A 周澄兒  

 跳高 第六名 5B 譚美勻  

 1500米 第八名 4D 盧美欣  

 女子丙組 200米 亞軍 2B 王雅婷  

 400米 亞軍 2B 王雅婷  

 跳高 亞軍 1A 林詩婷  

 跳遠 殿軍 2A 邢蘊晴  

 100米 第五名 2A 邢蘊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