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年度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 

 

 

 

 

2016-2017年度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進步獎(中學組) 3D 莫志豪   

 

第十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初中組） 4A 李芷彤   

 優秀學生（高中組） 5D 盧美欣   

 

第十一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初中組） 3D 莊雅而   

 優秀學生（高中組） 5B 陳金梅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2016/17學年）」 

6A 姚樂盈 6B 何翠儀 6B 吳俊佳  

 特別嘉許 6B 吳俊佳   

 

第九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初中組） 4A 李芷彤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2017（每名學生獲頒發$5,000獎學金） 

5D 盧美欣 6D 江歷彬 黎偉良（2017年中六畢業生） 

 

2017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4B 朱旖琳    

 優異 3D 莫志豪 4C 鄺文銳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2017/18（獲發$800獎學金） 

6D 丁心怡 6D 張啟哲   

 

2017年廠商會獎學金（獲發$1,000獎學金） 

5B 葉安妮 6D 張啟哲   

 

2017-18年度葛量洪獎學基金（獲發$3,000獎學金） 

5B 葉安妮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Pursuing Excellence and Beyond）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獲發$5,000獎學金） 

 傑出學生 5D 盧美欣   

 

明日領航者計劃 2017 ─ CityRun定向比賽 

 冠軍（高中組） 5A 何均海 5B 陳金梅 5D 盧美欣 

 6D 黃炯輝   

 

「民間‧港‧故事」之「港生活‧港快樂」中學生創業比賽 

 晉身首三強 6B 鄭雪美 6B 劉思淘 6B 董韵瑤 

 6B 邱美詩 6C 鄭雪麗  

 

學術獎項 



學友社 ─ 吾講吾識基本法講座暨競技工作坊 

 亞軍 1C 錢苑琪 1C 李梓澄 2D 劉倬君 

 3C 陳芷妮 3D 黃綺華  

 

第 21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 

 明報校園記者 尹梓維 溫子傑  

 

2017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亞軍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組別)   

1B 林穎垚 1B 周名慧 1B 方俞臻 1D 陸曉晴 

1D 王君頤 1D 黃毅苗   

 一等獎 (超級電容模型船運載大賽)   

5C 韓錦麟 5D 鄭晉謙 5D 趙翊博  

 二等獎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 簡約組)   

1D 蔡梓謙 1D 林嘉棋 1D 文智軒  

 最佳環保物料應用一等獎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精工組)  

1A 陳梓勇 1A 鄒卓盈 1A 劉銘君  

 最佳環保物料應用二等獎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簡約組)  

1D 黃韜樺 1D 林煒喬 1D 鄒凱全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三等獎（初賽） 1B 陳天山 1B 張宇豪 1D 霍銘彥 

 二等獎（初賽） 1D 許銘諾 2B 陳景裕  

華南賽區    

 三等獎（晉級賽） 2B 陳景裕   

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2B 陳景裕  

 

2016/17年度實習學校「優秀教學啟導教師」 

曹順祥老師    

 

第 15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 

 銅獎（決賽） 3D 王潼宇   

 銅獎（初賽） 3D 黎嘉迎   

 優異獎（校際獎） 3D 王潼宇 3D 莊雅而 3D 黎嘉迎 

 3D 賴佩欣   

 

i-Learner第二十七屆「智好學計劃」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金獎 2B 魏暉駿 3C 陳芷妮  

 

i-Learner第二十八屆「智好學計劃」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白金獎 3C 陳芷妮   

 金獎 3D 區詠恩   

 

2018趣味科學比賽 ─ 「缺一不可」 

 低班組波子級三等獎 3D 郭子謙 3D 林諺鋒 

  



 

2017-2018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銅獎（高中組） 4A 王珊   

 三等獎（全國賽） 4A 王珊   

 優異獎 3A 王雅婷 3C 林美螢 3D 馬柔慰 

 5C 徐曉嵐 5B 黃湘茹  

 教師獎狀 曹順祥老師 陳秀華老師 廖玉明老師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亞軍 2C 廖凱羚   

 優良 1A 陳佳妮 1B 鍾樂瑤 1B 李懿 

  1D 鄒凱全 1D 許銘諾 2A 秦卓琳 

  2C 馮敏莉 2C 蘇康然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季軍 2C 廖凱羚   

 詩詞獨誦 – 粵語 季軍 1B 施沅蕎   

 優良 1A 周碧瑜 1B 梁泳姻 2C 何泳琳 

  2D 李天悅 4B 麥依晴 4D 黃榕 

  5D 盧美欣   

 良好 2C 蘇慶然 2C 何英傑 2C 朱星宇 

  2D 張天賜 5B 曾子芹  

 詩詞獨誦 – 英語 亞軍 2C 廖凱羚   

 季軍 1A 區凱晴   

 二人朗誦 – 英語 冠軍 2C 何泳琳 2C 廖凱羚  

 

 

 

 

 

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積極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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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4B 陳穎儀 4B 麥依晴   

 

第十七屆校際郵集設計比賽 

 冠軍（C組） 4B 麥依晴   

  

藝術獎項 

服務獎項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合作獎 3A 鄭茞鑾 3A 余諾敏 3A 許桐茵 

 3A 周展鵬 3B 盧昱兆 3C 陳芷妮 

 3C 黃綺婷 3C 李嘉銘 3D 許婉儀 

 3D 方晞晴 3D 林天耀 4B 麥依晴 

 4D 吳煒畧 5C 鄭振威 5D 鄭晉謙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8 

 銀獎（中學合唱組 ─ 挑戰組）   

1B 陳沛鎣 1C 陳嘉穎 1C 錢宛琪 1C 許晉朗 

1C 林柏怡 1C 王桂琳 1C 楊喬茵 1C 葉祉娸 

1D 傅錦漩 1D 黎倩雯 1D 林煒喬 1D 蘇智茵 

1D 陸恩傑 1D 蘇銘龍 1D 黃毅苗 2A 陳希娜 

2A 陳裕敏 2B 陳景裕 2B 董浩霖 2B 林柏怡 

2B 呂綉宜 2B 余凱盈 3A 祝巧兒 3A 伍瑋寧 

3A 伍綺穎 3B 黎月晴 3B 林淑儀 3B 余卓穎 

3C 李嘉銘 3C 邢蘊晴 3D 莊雅而 3D 何依琳 

3D 潘燕婷 3D 謝樂鍁 4A 張淨慈 4A 傅錦蔚 

4B 陳芷澄 4B 鄧雅晴 4D 莊學勤 4D 黃榕 

 古箏獨奏（中學高級組） 金獎 2B 羅汝靜  

 長笛獨奏（中學中級組） 銀獎 1C 李梓澄  

 

第 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樂器獨奏 

 六級鋼琴獨奏 冠軍 2A 朱將弘  

 木笛二重奏 季軍 2B 何淑儀 4B 陳穎儀 

 揚琴獨奏（初級組） 良好 2A 吳卓蒑  

 長笛獨奏（中學初級組） 良好 1C 李梓澄  

聲樂 

 聲樂獨唱（14歲或以下） 良好 3D 潘燕婷  

 聲樂獨唱（16歲或以下） 良好 3C 李嘉銘 4A 張淨慈 

 女聲二重唱 良好 3D 何依琳 3D 潘燕婷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6D 黃炯輝    

 

學界體育比賽 

羽毛球 男子乙組 殿軍 2A 余雄杰 2C 黃智信 

  3A 黃嘉煒 3A 李嘉浩 

  3B 霍逸恆 4A 余偉楠 

  4B 談學謙 4C 陳榮天 

排球 女子甲組 第五名 4B 黎芍怡 5B 盧思敏 

  6A 周澄兒 6B 譚美勻 

  6C 趙婉雯 6C 李雅麗 

  6D 劉慧琳  

游泳 男子乙組 團體殿軍   

 男子乙組 4x50米四式接力 冠軍 2A 潘文睿 3A 鄭德晉 

  3C 張睿行 4D 陳梓灝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亞軍 1D 蔡樂瑤  

沙灘排球 女子甲組 冠軍 5B 盧思敏 6A 周澄兒 

  6C 趙婉雯 6C 李雅麗 

 女子團體 總亞軍   

越野賽 男子丙組 第五名   

 

學界體育比賽 

田徑    

 男子甲組 800米 季軍 5A 藍子諾  

 男子乙組 800米 季軍 5A 藍子諾  

 跳高 第五名 3D 曾嘉銘  

 男子丙組 跳高 亞軍 2A 張佳銘  

 4x100接力 亞軍 1C 范卓聖 2A 嚴子釗 

  2B 鍾逸朗 2D 梁子建 

  2D 沈頌軒  

 女子甲組 鉛球 殿軍 4B 黎芍怡  

 女子乙組 200米 冠軍 3A 王雅婷  

 400米 季軍 3A 王雅婷  

 4x100接力 殿軍 3A 王雅婷 3C 羅曉文 

  3C 刑蘊晴 3D 馬柔慰 

 女子丙組 跳高 季軍 2A 程泳詩  

  殿軍 2A 林詩婷  

  

體育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