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年度 各項校外比賽成績 

1. 校際朗誦節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1B 陳塏晴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B 文溢陞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1B 吳嘉雯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B 黃文靜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B 黃泳林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1B 黃詩雨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1B 蔡穎彤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D 李凱盈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D 林恩晴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D 賴詠希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E 胡衍瑩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E 張芷瑤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A 區倩怡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林芷茵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B 蔡曉琳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魏銘彤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C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D 陳迪亨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2D 譚凱尤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A 張子健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4A 陳樂童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D 陳怡霖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5A 郭巧妍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五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5C 黃嘉欣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五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5D 許芷喬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五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5D 許芷喬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五、六年級 優良 

5D 湯紫盈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五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5D 湯紫盈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五、六年級 優良 

6B 冼朗靖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六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A 馬天鴻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1A 黃偉澤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1A 楊凱貽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A 萬諾謙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1B 陳塏晴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B 黃文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C 陳晓琳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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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陳曉智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1C 蕭燕玲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D 李卓程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2A 何澤晨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A 吳英倫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2A 李潔瑩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方志斌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B 何雨濠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B 葛振宇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B 劉俊雄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2B 劉敏琪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蔡曉琳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魏銘彤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C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D 王肖洒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5A 張鈺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五、六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張子健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3B 王慧瀅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A 江嘉俊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王晴欣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Third 

3B 吳枳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袁沚琪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B 溫竣仁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鄒添芬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C 方奕朗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Third 

3C 陳靖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C 廖柏淳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E 梁頌旻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E 謝君澤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3 Boys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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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Open 

4A 曾謙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Boys Proficiency 

4A 楊燕珊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A 盧佩生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Third 

4B 李洛欣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B 馬曉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B 練曦潼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C 朱子銳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C 寶澄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First 

5A 李寶麗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A 劉可兒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C 李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C 林雅美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C 林靜倪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C 鄭嘉瑩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Proficiency 

5E 陳曉瑩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2. 校際音樂節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班別 學號 姓名   

2A 18 李兆駿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2B 9 方志斌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C 11 覃振誠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C 35 黃涴婷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A 35 吳家琪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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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13 林沛生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C 11 鍾詠軒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C 23 冼曉鎔 木管樂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2E 1 陳俊希 鋼琴獨奏 - 三級 優良獎狀 

3C 7 鄭灼童 
長笛獨奏 - 中學 - 初

級組 

優良獎狀 

4B 20 廖麗琴 鋼琴獨奏 - 五級 優良獎狀 

4B 38 葉朗懷 銅管樂協奏曲獎 優良獎狀 

4B 23 馬曉楠 
長笛獨奏 - 中學 - 初

級組 

優良獎狀 

5A 22 李浚琛 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獎狀 

5E 7 鍾景熙 上低音號獨奏 優良獎狀 

2B 20 劉兆峰 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1C 18 鄺芯瑜 鋼琴獨奏 - 六級 良好獎狀 

1B 7 莊熹澐 鋼琴獨奏 - 七級 良好獎狀 

4D 14 梁效康 鋼琴獨奏 - 八級 良好獎狀 

5A 28 吳欣兒 鋼琴獨奏 - 八級 良好獎狀 

3C 5 陳曉彤 
小號獨奏 - 中學 - 初

級組 

良好獎狀 

 

3. 香港傑出學生藝術家奬 

比賽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學生藝術家聯展」 5 B 賴卓瑩 入圍 

 

4. 北區中學校長會英文說故事及演講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2A  安天祐 初中組亞軍 

4A 盧佩生 高中組季軍 

 

5. 公益少年團 

活動項目 獎項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義賣 優異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環保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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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區學聲廿四集徵集封面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4 A 文芷彤 優異獎 

        

7.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5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2A 唐晶晶 女子 52－55kg 女子色帶組冠軍 

 

8. 2015 年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 - 香港區公開賽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1C Wong Tsz Yiu, 

Chan Ngai Lam, 

Ng Wing Po,  

Pang Nga Tao, 

Tong Ka Wai 

足球 - 常規盃賽（足球 B 

高級組） 

冠軍 

 

9. 新加坡數學競賽 2015(香港賽區初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B 文溢陞 銅獎 

1B 廖皓朗 銅獎 

 

10.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香港賽區初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B 宋朗達 三等獎 

1B 文溢陞 三等獎 

 

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4/15 

班別 姓名 獎項 

5D 鄒浩洋 傑出演員獎 

 

12. 射箭比賽 

i. 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 2014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6D 楊杰 冠軍 

 

ii.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14-15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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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3B 明博謙  冠軍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2D 林穎怡 季軍 

2D  蔡兆盈 殿軍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4A 林穎淇 季軍 

 

iii. 2014-2015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 

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乙組反曲弓  3B 余澂宜 殿軍 

女子丙組反曲弓 

  

 2D 蔡兆盈 亞軍 

 2D 林穎怡 殿軍 

男子甲組反曲弓  4C 羅君道 冠軍 

男子乙組反曲弓  3B 明博謙 季軍 

男子丙組反曲弓  1C 黃梓曜 殿軍 

女子乙組複合弓 

  

 4E 羅潔妍 亞軍 

 4A 林穎淇 殿軍  

團體複合弓 / / 殿軍 

 

iv. 青少年室內賽 

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男子反曲弓甲組 

  

 6D 楊杰 殿軍 

 5B 黃兆聰 亞軍 

男子反曲弓丁組 

  

 1C 黃梓曜 冠軍 

 1E 許珺瑜 殿軍 

女子反曲弓甲組  6A 練旖琦 冠軍 

女子反曲弓丁組  1C 張樂霖 殿軍 

女子複合弓乙組  4E 羅潔妍 亞軍 

 

v. Samsung第 58屆體育節射箭比賽 

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男子反曲弓甲組  3A 溫皓軒 季軍 

女子複合弓乙組 

  

 4E 羅潔妍 亞軍 

 4A 林穎淇 季軍 

 

13. 2014-2015年度 大埔及北區分會比賽成績     

大埔及北區學界體育聯會 

組別  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個人 

  

拯溺 50m Manikin Carry 男甲 5A 黃建朗 季軍 

100m Rescue Medley 男甲 5A 黃建朗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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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游泳 

  

  

  

  

  

  

 / 男甲 /  /  亞軍 

 / 男乙 /  /  季軍 

 / 男丙   /  季軍 

 / 女甲 //  /  第 7名 

 / 女丙 /  / 冠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丙 1A 楊樂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丙 1A 林重澤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丙 1B 蕭海亮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丙 2C 鄭諾謙 亞軍 

4X50米四式接力 女丙 1D 尹子婷 冠軍 

4X50米四式接力 女丙 2A 陳凱盈 冠軍 

4X50米四式接力 女丙 2A 葉昫澄 冠軍 

4X50米四式接力 女丙 2B 葉卡琳 冠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乙 3A 楊君諾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乙 3D 葉文迪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乙 3D 陳俊謙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乙 4B 梁兆軒 亞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甲 5A 黃建朗 冠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甲 6B 周梓聰 冠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甲 6D 盧子希 冠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甲 6E 馮逸滔 冠軍 

 個人 

  

  

  

  

  

  

 游泳 

  

  

  

  

  

  

200米自由泳 男丙 1A 楊樂 季軍 

200米自由泳 男丙 2C 鄭諾謙 冠軍 

200米自由泳 女甲 5C 藍詠瑜 亞軍 

200米自由泳 男甲 6E 馮逸滔 亞軍 

100米自由泳 女丙 2A 葉昫澄 季軍 

100米自由泳 男丙 2C 鄭諾謙 亞軍 

100米自由泳 男甲 5A 黃建朗 冠軍 

50米自由泳 女甲 5C 藍詠瑜 季軍 

50米自由泳 男甲 6B 周梓聰 冠軍 

100米背泳 男乙 3A 楊君諾 亞軍 

50米背泳 女丙 2B 葉卡琳 季軍 

50米背泳 男乙 3A 楊君諾 季軍 

100米蛙泳 女丙 2A 陳凱盈 亞軍 

100米蛙泳 男甲 6B 周梓聰 季軍 

50米蛙泳 女丙 1D 尹子婷 冠軍 

50米蛙泳 男乙 3D 葉文迪 亞軍 

200米蛙泳 女丙 2A 陳凱盈 亞軍 

200米蛙泳 女丙 2A 葉昫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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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蝶泳 男甲 5A 黃建朗 冠軍 

團體 

  

  

  

  

  

越野 

  

  

  

  

  

 / 男甲 /  /  第 5名 

 / 男乙 /  /  季軍 

 / 男丙 /  /  第 7名 

 / 女甲 /  /  第 6名 

 / 女乙 /  /  第 5名 

 / 女丙 /  / 第 7名 

個人 

  

  

越野 

  

  

 / 男甲 6E 馮逸滔 第 8名 

 / 男乙 4D 呂皓楊 亞軍 

 / 女乙 4B 曾翠滢 冠軍 

團體 

  

  

  

  

  

  

  

  

  

  

  

  

  

  

  

  

  

  

  

田徑 

  

  

  

  

  

  

  

  

  

  

  

  

  

  

  

  

  

  

  

  

  男甲 /  / 殿軍 

 / 男乙 /  / 冠軍 

 / 男丙 /  / 冠軍 

 / 女甲 /  / 冠軍 

 / 女乙 /  / 冠軍 

 / 女丙 /  / 冠軍 

 / 女子組 /  / 全場總冠軍 

4x100米 男丙 1B 黃樂天 季軍 

4x100米 男丙 2B 吳晉軒 季軍 

4x100米 男丙 2C 鄭之恒 季軍 

4x100米 男丙 2C 李浩智 季軍 

4x100米 女丙 1C 沈雅妮 季軍 

4x100米 女丙 1C 鄭曉昕 季軍 

4x100米 女丙 2A 吳穎瑤 季軍 

4x100米 女丙 2E 黃卓嵐 季軍 

4x400米 女丙 1D 區凱蕙 亞軍 

4x400米 女丙 1D 賴詠希 亞軍 

4x400米 女丙 2A 葉煦澄 亞軍 

4x400米 女丙 2E 袁樂瑤 亞軍 

4x400米 男乙 2A 陳冠曦 季軍 

4x400米 男乙 3B 謝志高 季軍 

4x400米 男乙 3C 白榮宗 季軍 

4x400米 男乙 4D 呂皓楊 季軍 

4x100米 女乙 3C 葉嘉琳 冠軍 

4x100米 女乙 3E 關加恩 冠軍 

4x100米 女乙 4B 鍾樂兒 冠軍 

4x100米 女乙 4B 譚亦睎 冠軍 

4x400米 女乙 3C 周芷菁 冠軍 

4x400米 女乙 3D 黃業欣 冠軍 



 8 

4x400米 女乙 3D 沈嵐 冠軍 

4x400米 女乙 4B 曾翠滢 冠軍 

4x400米 男甲 4A 馮錦鴻 亞軍 

4X400米 男甲 5B 鄧智健 亞軍 

4X400米 男甲 5B 梁海輝 亞軍 

4x400米 男甲 6D 盧曉峰 亞軍 

4x400米 女甲 5C 李泳琪 冠軍 

4x400米 女甲 5D 廖藹明 冠軍 

4x400米 女甲 5E 梁翠娟 冠軍 

4x400米 女甲 6D 鍾寳欣 冠軍 

 個人 

  

  

  

  

  

  

  

  

  

  

  

  

  

  

  

  

 田徑 

  

  

  

  

  

  

  

  

  

  

  

  

  

  

  

  

鐵餅 男丙 2C 張梓軒 亞軍 

鐵餅 女乙 2E 陳美諺 冠軍 

鐵餅 男乙 3A 鄭朝日 冠軍 

鐵餅 女乙 4B 吳律盈 季軍 

100米欄 男丙 2C 蘇俊清 冠軍 

100米欄 女甲 5D 廖藹明 亞軍 

400米欄 男甲 4A 馮錦鴻 季軍 

100米 男丙 2C 李浩智 冠軍 

100米 男乙 3A 黃禮嵐 冠軍 

100米 女乙 4B 譚亦睎 亞軍 

100米 女甲 5E 梁翠娟 冠軍 

400米 女乙 3C 周芷菁 冠軍 

400米 男甲 5B 梁海輝 亞軍 

400米 女甲 6D 鍾寳欣 亞軍 

跳遠 男丙 2C 李浩智 冠軍 

跳遠 男乙 3A 黃禮嵐 冠軍 

鉛球 女乙 2E 陳美諺 亞軍 

鉛球 男乙 3A 鄭朝日 冠軍 

鉛球 女乙 4B 鍾樂兒 冠軍 

1500米 女乙 4B 曾翠滢 冠軍 

1500米 男乙 4D 呂皓楊 亞軍 

200米 女乙 4B 譚亦睎 冠軍 

200米 女乙 4B 鍾樂兒 亞軍 

200米 女甲 5E 梁翠娟 冠軍 

800米 女乙 4B 曾翠滢 冠軍 

三級跳 男乙 4C 張國銓 季軍 

三級跳 男甲 5B 梁海輝 冠軍 

標槍 男甲 5D 萬庭軒 季軍 

標槍 女甲 6D 楊穎欣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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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 男甲 /  / 亞軍 

 / 男乙 /  / 第 5名 

 / 男丙 /  / 冠軍 

 / 女甲 /  / 亞軍 

 / 女乙 /  / 冠軍 

 / 女丙 /  / 第 5名 

手球 

  

  

  

  

  

  

  

  

  

 / 男甲 /  / 冠軍 

 / 男乙 /  / 冠軍 

 / 男丙 /  / 季軍 

 / 精英賽 /  / 殿軍 

 / 女甲 /  / 冠軍 

 / 女乙 /  / 冠軍 

 / 女丙 /  / 冠軍 

 / 精英賽 /  / 殿軍 

 / 男子組 /  / 總冠軍 

 / 女子組 /  / 總冠軍 

足球 

  

  

  

 / 男甲 /  / 冠軍 

 / 男乙 /  / 冠軍 

 / 男丙 /  / 第 5名 

 / 女子組 /  / 第 5名 

團體 

  

  

室內賽艇 

  

 / 男乙 /  / 優異 

 / 男丙 /  / 優異 

 / 女乙 /  / 優異 

個人 

  

  

  

  

  

  

  

  

  

  

  

  

  

500米 男甲 5D 萬庭軒 第 7名 

500米 男乙 3A 鄭朝日 第 7名 

2000米 男乙 4A 李卓穎 第 5名 

1000米 男丙 2C 蘇俊清 第 9名 

500米 男丙 2C 李若寧 亞軍 

1000米 女甲 5C 陳美靜 冠軍 

500米 女乙 2E 陳美諺 冠軍 

團體 

  

  

  

  

  

  

  

射箭 

  

  

  

  

  

  

 / 男甲 /  /  冠軍 

 / 男乙 /  / 亞軍 

 / 男丙 /  / 冠軍 

 / 男子組 /  / 總冠軍 

 / 女甲 /  / 冠軍 

 / 女乙 /  / 亞軍 

 / 女丙 /  / 冠軍 

 / 女子組 /  / 總冠軍 

個人   反曲弓 男甲 3A 溫皓軒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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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 男甲 6D 楊杰 季軍 

反曲弓 男甲 4C 羅君道 殿軍 

反曲弓 男乙 4E 余宗羲 亞軍 

反曲弓 男乙 4B 葉鈺鵬 季軍 

反曲弓 男丙 1C 黃梓曜 亞軍 

反曲弓 男丙 2B 葛振宇 季軍 

反曲弓 男丙 2E 陳俊希 殿軍 

反曲弓 女乙 4D 梁恩童 季軍 

反曲弓 女丙 2C 何焯琳 亞軍 

反曲弓 女丙 2D 蔡兆盈 季軍 

反曲弓 女丙 2D 林穎怡 殿軍 

  

  

  

  

全年總錦標 

  

 / 

  

男子組 /  / 冠軍 

女子組 /  / 亞軍 

全能傑出運動員    2E  陳美諺  / 

 

14. 2014-2015全港學界跳繩比賽(中學組) 

組別 獎項 

男子組 冠軍 

 

15. 2014 - 2015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姓名 班別 獎項 

3A 鄭朝日 十優運動員 

4C   羅君道 射箭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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