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年度 各項校外比賽成績 

1. 校際朗誦節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1C 孫婧潼 散文獨誦 - 粵語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1D 楊子賢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1D 姚卓鈴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E 劉家麗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良好 

1E 劉殷希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良好 

2A 林芷余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陳塏晴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莊熹澐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B 黃詩雨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B 黃泳林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劉家欣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羅凱頤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B 林芷茵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廖倩怡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魏銘彤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C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A 黃凱兒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S1   散文集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男子或女子或男女合誦 優良 

1A 陳卓詠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A 何沛聰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1B 趙兆康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1B 簡靜怡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B 李銨淇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C 何品萱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周佩儀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A 馬天鴻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2A 黃偉澤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2B 陳塏晴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B 秦雅庭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B 黃詩雨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B 黃文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B 竺婷婷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何澤晨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吳英倫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王藝楠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劉俊雄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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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劉敏琪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宋嘉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鄭思燕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C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D 董佳音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C 林獻程 Solo Prose Reading Non-Open Secondary 1 Girls Merit 

3B 蔡豐楷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蔡豐裕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蔡曉琳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Second 

3B 馮家禧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何雨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Second 

3B 高明蔚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B 劉嘉莉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B 劉家欣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Second 

3B 劉敏琪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B 林芷茵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B 魏銘彤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B 宋嘉瑜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B 黃啟聰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4B 梁頌旻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Boys Proficiency 

4B 寶澄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E 李凱晨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Second 

4E 胡梓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Boys Merit 

5A 李皓民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Boys Merit 

5A 盧佩生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B 范佩雯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B 李洛欣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B 練曦潼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Proficiency 

5B 馬曉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Merit 

5C 梁綺靜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Proficiency 

5D 陳灝雯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Girls Proficiency 

5D 許家豪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Boys Proficiency 

5D 黃冠傑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 Boys Merit 

S1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 Girls Third 

S1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 Boys Merit 

S1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Second 

S1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S1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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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際音樂節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4E 胡梓匡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4C 陳施宇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4B 吳枳龍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4B 馬雪兒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4A 袁沚琪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3B 高明蔚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3B 蔡曉琳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3B 黃詩慧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歌混聲合唱 中學 (新界東) 優良獎狀 

3A 李兆駿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3B 方志斌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4A 覃振誠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4C 黃涴婷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5A 吳家琪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5B 林沛生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5C 鍾詠軒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5C 冼曉鎔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木管樂小組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3B 蔡曉琳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Female Voice Duet-Age 14 or under 優良獎狀 

3B 高明蔚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Female Voice Duet-Age 15 or under 優良獎狀 

6B 吳欣兒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七級 第二名 優良獎狀 

1A 陳卓詠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優良獎狀 

1A 袁進禧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優良獎狀 

1B 李銨淇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良好獎狀 

1D 陸欣彤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七級 良好獎狀 

2D 李凱盈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4B 鄭灼童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優良獎狀 

5B   廖麗琴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良好獎狀 

5D 梁效康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八級 良好獎狀 

5E 鍾子澄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優良獎狀 

1C 劉子瑜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粵曲子喉獨唱 － 中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2E 謝詠芯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3E 林雅悅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3E 任酌瑤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號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優良獎狀 

4B 鄭灼童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4D 陳曉彤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號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5B 馬曉楠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5B 葉朗懷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號獨奏 － 中學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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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濃情‧家書」新地閱讀寫作比賽 

組別 獎項 

中級組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4.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班別 姓名 獎項 

2A 黃偉澤 晉級賽二等獎 

2A 黃偉澤 全國總決賽三等獎 

1B 陳永祺 初賽三等獎 

1B 陳宇軒 初賽二等獎 

1B 程有毅 初賽三等獎 

1B 謝靜潼 初賽三等獎 

2B 文溢陞 初賽三等獎 

2A 黃偉澤 初賽三等獎 

 

5.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英文卷) 

班別 姓名 獎項 

4B 邵偉祐 榮譽證書 

4E 廖雋拔 榮譽證書 

4E 張町程 優異證書 

4E 陸偉民 優異證書 

4E 溫竣仁 優異證書 

3B 何雨濠 優異證書 

3B 周千煦 優異證書 

4A 劉玉華 優良證書 

3B 蔡曉琳 優良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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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中文卷) 

班別 姓名 獎項 

2C 黃梓曜 榮譽證書 

2B 廖皓朗 優異證書 

2A 黃偉沂 優異證書 

2A 黃偉澤 優異證書 

2B 文溢陞 優異證書 

2B 宋朗達 優良證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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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獎 

 

8. 「愛 和諧 校園」繪畫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3B  楊詠婷 中學組優異奬 

 

9. 明愛盃 2016 明愛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1A  黃煒彤 女子 單人品勢組 亞軍 

2A  萬諾謙 男子 單人品勢組 冠軍 

5C      區欣桐 女子 單人品勢組 亞軍 

2A 萬諾謙 男、女混合雙人品勢組 亞軍 

5C  區欣桐 男、女混合雙人品勢組 亞軍 

4A  劉玉華 女子 搏擊組 冠軍 

4A    袁沚淇 女子 搏擊組 季軍 

4A   袁沚淇 女子雙人品勢組 冠軍 

4A    劉玉華 女子雙人品勢組 冠軍 

 

10. 香港跆拳道學界比賽 2015 

班別 姓名 組別 獎項 

2A  萬諾謙 男子個人品勢 季軍 

4A 袁沚淇 女子個人品勢 冠軍 

2A  萬諾謙 組合品勢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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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紅十字愛心相連大行動 2015籌款活動 

獎項 

長期支持大獎 

傑出愛心校園獎 

 

12. 小型智能機械人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2C  陳浩俊 競跑接力賽亞軍 

2C 胡永健 競跑接力賽亞軍 

3E 廖睿深   競跑接力賽季軍 

2B 馮浩賢 競跑接力賽季軍 

2C 林淼森 擂台賽輕量級冠軍 

 

13. 2016 北區學聲封面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4A  劉嘉穎 優異獎 

4C  譚惠美 優異獎 

4D  張昊懷 優異獎 

 

14.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5/16 

班別 姓名 獎項 

1D 冼樂琳 傑出演員獎 

2E Amreen Kiran 

2B 黃詩雨 

1B 李灝昕 傑出合作獎      

     1C  郭穎茵 

1C  葉可峰 

1D  冼樂琳 

1D  謝悅心 

1D  楊子賢 

1E  陳峻樂 

1E  張心悅 

1E  姚彤炘 

2A  趙梓彤 

2A  何菀菁 

2A  梁思華 

2A  潘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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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黃詩雨 

2B  李嘉敏 

2D 葉芷均 

2D  嚴子菁 

2E 林子軒 

2E  謝詠芯 

2E  Amreen Kiran 

 

15.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2014/15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初中組 3B 蔡曉琳 冠軍 

3B 魏銘彤 優異獎 

歷奇戰略競賽高效戰略團隊獎 

高中組 5A 李皓民 優異獎 

高效戰略團隊獎 

 

1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聯校傑出學生選舉 2015/16 

班別 姓名 獎項 

6D 林嘉茵 最傑出學生獎 

6B 葉浩斯 傑出學生獎 

6D 林馨兒 傑出學生獎 

5A 盧佩生 傑出學生獎 

5A 陳樂童 優秀學生獎 

6E 楊寶怡 優秀學生獎 

6E 古雅文 優秀學生獎 

6A 李嘉威 優秀學生獎 

 

17. 2015-2016 年度中學校際射箭比賽成績 

男子反曲弓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甲組 4C 成樂 亞軍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丙組 2C 姚柏洪  亞軍 

2C 黃梓曜  季軍 

 

女子反曲弓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甲組 4E 余澂宜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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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乙組 3D 蔡兆盈  冠軍 

3C 何焯琳  亞軍 

3D 林穎怡  殿軍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丙組 2A 李倩融  季軍 

1B 蔡佩盈  殿軍 

 

男子組 

組別 獎項 

甲組 殿軍 

乙組 亞軍 

丙組 冠軍 

男子組 全場總冠軍 

 

女子組 

組別 獎項 

甲組 季軍 

乙組 冠軍 

丙組 冠軍 

女子組 全場總冠軍 

 

18. 2015-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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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拯溺 100米混合拯救賽 男甲 6A 黃建朗 亞軍(破大會紀錄) 

團體 游泳  男甲 / / 第五名 

男乙 / / 季軍 

男丙 / / 殿軍 

女乙 / / 第六名 

女丙 / / 第七名 

個人 游泳 4X50米自由接力 女乙 3A 陳凱盈 冠軍 

3A 葉昫澄 

3B 葉卡琳 

3D 董佳音 

3E 袁樂瑤 

4B 馬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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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50米自由接力 女甲 5E 丘翠雯 季軍 

6A 吳欣兒 

6B 藍詠瑜 

6C 鄭千蔚 

6E 麥綽文 

200米自由泳 女甲 6B 藍詠瑜 季軍 

100米自由泳 男乙 4D 陳俊謙 季軍 

50米蛙泳 男乙 4D 葉文迪 亞軍 

50米背泳 男乙 4D 楊君諾 冠軍 

50米蝶泳 男乙 4D 陳俊謙 亞軍 

200米自由泳 男乙 4D 楊君諾 季軍 

200米個人四式 男乙 4D 葉文迪 季軍 

100米背泳 男丙 2A 楊樂 季軍 

200米自由泳 男丙 2A 楊樂 季軍 

4X50米自由接力 男甲 4B 潘孝裕 亞軍 

5A 梁兆軒 

5A 楊烙銘 

6A 黃建朗 

6B 李巨川 

6E 鍾景熙 

100米自由泳 男甲 6A 黃建朗 冠軍 

50米蝶泳 男甲 6A 黃建朗 冠軍 

團體 越野  男甲 / / 第 5名 

女甲 / / 第 5名 

個人   男甲 5D 呂皓楊 第 5名 

團體 田徑  男甲 / / 亞軍 

男乙 / / 冠軍 

男丙 / / 冠軍 

女甲 / / 冠軍 

女乙 / / 殿軍 

女丙 / / 冠軍 

男子組 / / 全場總冠軍 

女子組 / / 全場總冠軍 

個人  4X100 男甲 5C 鄒肇基 亞軍 

6B 鄧智健 

6C 鍾卓熹 

5D 萬庭軒 

4X100 男乙 3C 李浩智 亞軍 

2B 黃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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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楊光灝 

3C 鄭之恒 

4C 鄭諾行 

4D 白榮宗 

4X100 男丙 1A 彭俊賢 季軍 

2B 馮浩添 

1B 胡希正 

1A 胡諾言 

1B 陳永祺 

4X100 女甲 4E 葉嘉琳 冠軍 

5B 譚亦晞 

5B 鍾樂兒 

6D 廖藹明 

4X400 男乙 4B 羅偉鴻 冠軍 

2A 趙穗源 

4B 謝志高 

3A 陳冠曦 

4E 鄭皓匡 

3C 蘇俊清 

4X400 男丙 2D 丘日 亞軍 

2A 曾肇和 

2A 楊樂 

2A 潘文健 

4X400 女甲 6C 李泳琪 冠軍(破大會紀錄) 

4A 周芷菁 

6E 梁翠娟 

5B 曾翠滢 

400米 女乙 2D 區凱蕙 亞軍 

鐵餅 女乙 3E 陳美諺 冠軍(破大會紀錄) 

鉛球 女乙 3E 陳美諺 季軍 

標槍 女乙 4B 沈嵐 季軍 

鉛球 女丙 1A 彭倩盈 季軍 

跨欄 女丙 2B 黃泳林 亞軍 

跳遠 女丙 2B 徐宓柔 冠軍 

100米 女丙 2C 沈雅妮 冠軍 

跳遠 女丙 2C 沈雅妮 亞軍 

200米 女丙 2D 賴詠希 冠軍 

400米 女丙 2D 賴詠希 冠軍 

鉛球 女丙 2E 譚琛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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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高 女甲 4A 張淑莹 亞軍 

400米 女甲 4A 周芷菁 亞軍 

鉛球 女甲 5B 鍾樂兒 季軍 

100米 女甲 5B 譚亦睎 冠軍 

100米 女甲 5B 鍾樂兒 亞軍 

200米 女甲 5B 譚亦睎 亞軍 

跨欄 女甲 6D 廖藹明 季軍 

400米 女甲 6E 梁翠娟 冠軍 

200米 女甲 6E 梁翠娟 冠軍 

1500米 女甲 5B 曾翠滢 亞軍 

800米 女甲 5B 曾翠滢 冠軍 

400米 男乙 3A 陳冠曦 冠軍 

800米 男乙 3A 陳冠曦 亞軍 

鐵餅 男乙 4C 張曉培 季軍 

鉛球 男乙 4C 張曉培 冠軍 

200米 男乙 4D 白榮宗 季軍 

標槍 男乙 4E 歐宇揚 季軍 

鐵餅 男丙 1A 許鈞洛 亞軍 

100米 男丙 1A 胡諾言 冠軍 

200米 男丙 1A 胡諾言 冠軍 

跳遠 男丙 1B 胡希正 冠軍 

400米 男丙 2A 曾肇和 季軍 

800米 男丙 2A 楊樂 季軍 

200米 男丙 2B 馮浩添 亞軍 

100米 男丙 2B 馮浩添 亞軍 

鐵餅 男甲 4B 鄭朝日 季軍 

鉛球 男甲 5D 萬庭軒 季軍 

200米 男甲 6B 鄧智健 季軍 

跨欄 男甲 6C 鍾卓熹 亞軍 

籃球  男乙 / / 冠軍 

女甲 / / 亞軍 

女乙 / / 第 5名 

女丙 / / 亞軍 

手球  男甲 / / 冠軍 

男乙 / / 冠軍 

男丙 / / 冠軍 

精英賽 / / 殿軍 

女甲 / / 冠軍 

女乙 / /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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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丙 / / 冠軍 

精英賽 / / 殿軍 

足球  男甲 / / 第 5名 

男丙 / / 殿軍 

排球  女丙 / / 第五名 

羽毛球  女丙 / / 第五名 

乒乓球  女甲 / / 第 5名 

團體 室內賽艇  男甲 / / 第七名 

女甲 / / 亞軍 

女乙 / / 第六名 

女丙 / / 第七名 

個人 500米 女乙 3E 陳美諺 冠軍(破大會紀錄) 

4X500米接力 女乙 3E 陳美諺 亞軍 

4A 馬雪兒 

4A 袁沚琪 

3D 戴婉穎 

300米 女丙 1A 彭倩盈 第 10名 

1000米 女丙 2A 李倩融 第 8名 

500米 女丙 1B 梁恩恆 第 9名 

500米 女甲 5C 陳靖尤 第 10名 

2000米 女甲 5C 陳美靜 亞軍(破大會紀錄) 

4X500米接力 女甲 5C 陳美靜 殿軍 

5B 廖麗琴 

4A 張淑莹 

5C 陳靖尤 

2000米 男乙 4E 胡梓匡 第 10名 

1000米 男丙 2A 楊樂 第 8名 

500米 男甲 5D 萬庭軒 第 9名 

500米 男甲 4B 鄭朝日 第 9名 

團體 射箭  男甲 / / 殿軍 

男乙 / / 亞軍 

男丙 / / 冠軍 

女甲 / / 季軍 

女乙 / / 冠軍 

女丙 / / 冠軍 

男子組 / / 總冠軍 

女子組 / / 總冠軍 

個人 反曲弓 男乙 1E 鄔仕仁 第五名 

4C 明博謙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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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丙 2C 姚柏洪 亞軍 

男丙 2C 黃梓曜 季軍 

男丙 1A 黃浩文 第七名 

女乙 3D 蔡兆盈 冠軍 

女乙 3C 何焯琳 亞軍 

女乙 3D 林穎怡 殿軍 

女乙 3C 李嘉欣 第六名 

女丙 2A 李倩融 季軍 

女丙 1B 蔡佩盈 殿軍 

女丙 1E 鄧凱彤 第五名 

女甲 4E 余澂宜 季軍 

團體 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 / / 季軍 

女子組 / / 亞軍 

個人 全能傑出運動員  6E 梁翠娟 / 

 

19. 2015 - 2016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姓名 班別 獎項 

3E  陳美諺 十優運動員 

6A  黃建朗 拯溺運動員 

3D  蔡兆盈 射箭運動員 

4C  成樂 射箭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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