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年度 各項校外比賽成績 

1. 校際朗誦節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班別 姓名 項目 組別 獎項 

1A 李文莉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A 吳蔚嵐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B 陳源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B 莊嘉靖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B 羅睿哲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1B 黃可穎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C 張曉若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徐嘉怡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王姵勻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黃梓茵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D 林芷晴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E 朱慧盈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E 林儷欣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E 劉家麗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優良 

2E 劉殷希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優良 

3A 馬天鴻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3B 陳塏晴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黃詩雨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李嘉敏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黃泳林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D 李凱盈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4A 魏銘彤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4B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E 羅凱頤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5C 江嘉俊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五、六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中二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或女子

或男女合誦 

優良 

1A 曾梓軒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1C 王姵勻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袁卓盈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C 張鑫杰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2A 陳卓詠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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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何沛聰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A 談皓駿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A 黃煒彤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B 李銨淇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C 周佩儀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A 范玉玲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A 林芷余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馬天鴻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3A 宁茜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黃偉澤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4A 劉敏琪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4A 吳英倫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A 宋嘉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B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梁思華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A 溫焯霖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莊熹澐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Third 

3B 羅子桓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吳政宏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宋朗達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王子楓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陳汶軒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蔡林峰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葉芷均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D 林家樂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劉力文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D 羅啓僖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李凱盈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D 彭竣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彭昆皓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E 何詠瑤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E 曾嘉希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E 王泳心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E 胡衍瑩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4A 劉嘉莉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A 劉敏琪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A 魏銘彤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A 宋嘉瑜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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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廖倩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B 譚巧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C 馬汶羲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D 高明蔚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S1A, 

1C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Boys Second 

S1A, 

1C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Girls Third 

S1B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S1D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S1E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2. 校際音樂節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E 黃紀絃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A 陳詩濼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A 袁穎琳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C 方志斌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D 李兆駿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5A 覃振誠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5C 黃涴婷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2C 葉晴心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6A 吳家琪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6C 鍾詠軒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A 麥景傑 中學初級組 小號獨奏 良好獎狀 

4B 任酌瑤 中學初級組 小號獨奏  優良獎狀 

4E 蔡尚仁 中學初級組 長笛獨奏  優良獎狀 

4A 蔡豐裕 中學初級組 長號獨奏  優良獎狀 

4A 麥順傑 中學初級組 長號獨奏 冠軍 

2C 葉晴心 中學初級組 單簧管獨奏  優良獎狀 

1D 蘇雪穎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優良獎狀 

2A 陳卓詠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優良獎狀 

1B 袁樂呈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優良獎狀 

2A 袁進禧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3D 吳善怡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5B  鄭灼童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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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冬韻管樂節 2016  

項目 獎項 

管樂團高級組比賽 銀獎 

 

4. 新地會「為家人設計一個健康計劃」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C 秦泳琪 優異證書 

5E 廖雋拔 優異證書 

5C 鍾欣恩 優異證書 

/ / 全港參與獎季軍 

 

5.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主辦 2017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2C 吳亦宇 優良證書 

4A 周千煦 優良證書 

4A 吳英倫 優良證書 

4A 王藝楠 優良證書 

5E 陸偉民 優良證書 

5E 温竣仁 優良證書 

1B 李凱文 優異證書 

1E 陳瑜 優異證書 

2D 麥紫瑤 優異證書 

3A 馬天鴻 優異證書 

3A 黃偉沂 優異證書 

3B 秦雅庭 優異證書 

3C 嚴嘉茵 優異證書 

3E 陳曉瑜 優異證書 

3E 李思思 優異證書 

4A 蔡豐裕 優異證書 

4A 蔡曉琳 優異證書 

4A 黃啟聰 優異證書 

5B 邵偉祐 優異證書 

1B 羅辣 榮譽證書 

2A 廖弘杰 榮譽證書 

2C 鄭啟偉 榮譽證書 

3A 黃偉澤 榮譽證書 

3C 黃梓曜 榮譽證書 

3C 卿弋展 榮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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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何雨濠 榮譽證書 

4A 黎浩宏 榮譽證書 

 

6.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主辦 2017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4A 蔡豐裕 校長嘉許證書 

4A 蔡曉琳 校長嘉許證書 

 

7. 第十屆「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B  羅  辣  初賽一等獎 

1B 李富鈞 初賽二等獎 

1B 李靖宇 初賽二等獎 

2B 方曉嵐 初賽二等獎 

2C 吳亦宇 初賽二等獎 

3B 廖皓朗 初賽二等獎 

1B 陳建諾 初賽三等獎 

1B 李岷澄 初賽三等獎 

1B 王梓聰 初賽三等獎 

2B 陳宇軒 初賽三等獎 

2B 朱潔瑩 初賽三等獎 

2B 譚翔仁 初賽三等獎 

2B 謝靜潼 初賽三等獎 

2C 鄭啟偉 初賽三等獎 

2E 陳智杰 初賽三等獎 

2E 林保杰 初賽三等獎 

3A 馬天鴻 初賽三等獎 

3A 黃偉澤 初賽三等獎 

3A 黃偉沂 初賽三等獎 

3B 盧葦浩 初賽三等獎 

3B 文溢陞 初賽三等獎 

3B  宋朗達  初賽三等獎 

1B 李富鈞 香港晉級賽三等獎 

3A 馬天鴻 香港晉級賽三等獎 

3A 黃偉澤 香港晉級賽三等獎 

1B 李富鈞 全國總決賽三等獎 

3A 馬天鴻 全國總決賽三等獎 

3A 黃偉澤 全國總決賽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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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 A  劉嘉穎 「優秀設計圖獎」 

 

9. 第 9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班別 姓名 獎項 

3E  方嘉怡 學校代表 

 

10.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智能機械人邀請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3B  馮浩賢 RCJ足球示範邀請賽 亞軍 

4C 陳梓謙 

4C 廖睿琛 

4E 陳琛博 

 

11. 公益少年團 

活動項目 獎項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義賣 殿軍 

「環保為公益」慈善環保 良好獎 

 

12.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 

班別 姓名 獎項 

4E 陳琛博 傑出舞台效果獎：  

 5A  陳子軒 

5B  馬雪兒 

5B 朱嘉嵐 

5D  譚健朗 

5E  温竣仁 

1A  范慧賢 傑出合作獎      

     

     

     

     

     

     

 

1A  李文莉 

1A  李詠盈 

1A  彭月美 

1B  廖映茜 

1B  黄可穎 

1C  鍾卓瑩 

1D  陳詠茵 

2C  郭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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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葉可峰 

2D  楊子賢 

2E  陳雍晴 

2E  賀嘉莉 

 

13.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16-17 

班別 姓名 獎項 

3B 竺婷婷 優異 

 

14. 2016-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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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團體 游泳  男甲 季軍 

男乙 亞軍 

男丙 亞軍 

女乙 第 6名 

團體 越野      

   

男甲 殿軍 

男乙 殿軍 

男丙 第 6名 

女丙 冠軍 

團體 田徑  男甲 亞軍 

男乙 冠軍 

男丙 冠軍 

女甲 冠軍 

女乙 亞軍 

女丙 亞軍 

男子組 全場總冠軍 

女子組 全場總冠軍 

籃球     

     

     

 

男甲 季軍 

男乙 亞軍 

女甲 冠軍 

女乙 冠軍 

女丙 季軍 

男子組 總冠軍 

女子組 總冠軍 

手球  

    

     

 

男甲 冠軍 

男乙 冠軍 

男丙 冠軍 

精英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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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甲 冠軍 

女乙 冠軍 

女丙 冠軍 

精英賽 季軍 

男子 總冠軍 

女子 總冠軍 

足球      

    

 

男甲 冠軍 

男乙 亞軍 

男丙 季軍 

男子組 總冠軍 

排球  女丙 亞軍 

個人 劍擊  花劍 男乙 3E 許珺瑜  季軍 

團體 室內賽艇     

  

女甲 第 8名 

女丙 第 7名 

團體 射箭     

  

 

    

     

     

     

     

男甲 亞軍 

男乙 冠軍 

男丙 冠軍 

女甲 亞軍 

女乙 冠軍 

女丙 冠軍 

男子組 總冠軍 

女子組 總冠軍 

團體 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 冠軍 

女子組 冠軍 

/ 女子組 最佳進步獎 

 

15. 2016-17新界地域中學傑出運動員選舉 

姓名 班別 獎項 

4B    陳美諺 全能傑出運動員 

6A  鍾樂兒 全能傑出運動員 

 

16.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6D  黃俊灝 手球最有價值球員 

 

17. 2016- 2017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姓名 班別 獎項 

3A 楊樂 十優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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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黃俊灝 手球運動員 

4C      何焯琳 射箭運動員 

3C  黃梓曜 射箭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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