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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羅⽒慈善基⾦與教育局合辦
應⽤學習獎學⾦ (2020/21 學年) 奬學⾦ $1000 林樂兒 (6C) 歐美莊

Applied Learning Scholarship (2020/21 School Year)

於應⽤學習課程中表現優秀

尤德爵⼠紀念基⾦理事會
尤德爵⼠紀念基⾦中學⽣獎 獎學⾦ $1000 洪兆傳 (6D)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獎學⾦ $1000 古敏儀 (6D)

哈佛⼤學香港校友教育基⾦會
哈佛圖書獎 2022 圖書獎 ⽅啟琛 (5A)
Harvard Book Prize 2022 圖書獎 吳志鴻 (5D)

圖書獎 何詠詩 (5D)

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香港學校⾳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第三名 朱雅姸 (1B) 陳汶豐
優良 林紀芬 (1A) DLP
優良 黎嘉霖 (1B) 陳汶豐

優良 龔萬興 (1A) DLP
優良 ⽯曜榮 (1A)
優良 吳煜錕 (1A)

優良 羅寧寧 (2A) JDS
優良 温珼珼 (2D)
優良 王菀姿 (2D)

中⼆級男⼦組英詩獨誦 優良 潘珀廷 (2A) JDS

優良 陳旖旎 (3A)
良好 李梓欣 (3A)

優良 林孝鏵 (3A)
優良 王昊霖 (3A)

第⼀名 劉俊熙 (5D)
優良 MOHAMMAD AZAAN (5D)

中三級女⼦組英詩獨誦

中三級男⼦組英詩獨誦

王家賢

徐敏怡

羅嘉翹

2021 - 2022年度學⽣校外獲獎紀錄

陳汶豐

⾺昊欣

EV

EV

中五級男⼦組英詩獨誦

中⼀級女⼦組英詩獨誦

中⼀級男⼦組英詩獨誦

中⼆級女⼦組英詩獨誦

朗誦

公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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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香港學校⾳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hinese Speech)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3) 良好 陳秀琦 (4B)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3) 良好 曹康妮 (4D)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4) 良好 李梓欣 (3A) 蕭麗娜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5) 良好 蘇芷欣 (2D) 蔡芷欣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5) 良好 羅寧寧 (2A)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5) 良好 周⼼悅 (2A)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6) 良好 陳芷喬 (1A)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6) 良好 吳燊怡 (1B)
男⼦粵語詩詞獨誦 (315) 良好 王凱雋 (4B)
男⼦粵語詩詞獨誦 (315) 良好 ⾺浚仁 (4B)
男⼦粵語詩詞獨誦 (318) 良好 邱建斌 (1D)
男⼦粵語詩詞獨誦 (318) 良好 黃⼀⾔ (1A)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2) 優良 姚芷晴 (5B) 林思蕾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5) 優良 陳泳霖 (2B) 莊淑君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6) 優良 朱雅妍 (1B)
女⼦粵語詩詞獨誦 (306) 優良 陳熹儀 (1A)
男⼦粵語詩詞獨誦 (314) 優良 楊瀟喆 (5D) 黃惠萌
女⼦普通話詩詞獨誦 (327) 優良 蔡恩怡 (3C)
女⼦普通話詩詞獨誦 (328) 優良 廖幸儀 (1A)
女⼦普通話詩詞獨誦 (328) 優良 吳靖菲 (2A)
女⼦普通話詩詞獨誦 (328) 優良 莊紫茵 (2B)
⼆⼈粵語朗誦 (444) 優良 劉穎芯、陳雅詩 (1B) 林思蕾

羅琪

劉孔維

王俊欣

林靜雯

李浩斌

張爾詠

⽅偉傑

羅嘉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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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會
第四⼗六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The 46th Hong Kong Youth Cultural & Arts Competition

全港青年攝影比賽 冠軍 (學⽣原創組) 余家穎 (6D) ⽯葆淇

香港⼤學中國歷史硏究文學碩⼠課程同學會
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硏習獎勵計劃 優異獎(初級組) 劉湘楹 (3A) 蔡芷欣

嘉許獎(初級組) 梁稀瑜 (2B) 蕭麗娜
嘉許獎(初級組) 吳芯姸 (3B) 郭穎詩
嘉許獎(初級組) 陳卓瑩 (4D) 林靖雯
嘉許獎(⾼級組) 吳家慧 (5D)
嘉許獎(⾼級組) 何詠詩 (5D)
嘉許獎(⾼級組) 楊瀟喆 (5D)

香港虛擬⼤學及教育局科學教育組
「化學家在線」⾃學獎勵計劃 2021 鑽⽯級 殷梓健 (6A)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21 鑽⽯級 古敏儀 (6D)

鑽⽯級 王卓然 (6D)
鑽⽯級 陳梓鴻 (6D)
鑽⽯級 鄭⼦揚 (6D)
鑽⽯級 鄭⼦騏 (6D)
鑽⽯級 全希同 (6D)

⽩⾦級 曹耀聰 (6A)

⽩⾦級 余家穎 (6D)

青苗基⾦ Youth Arch Foundation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20-2021 劉芷蕎 (2A)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葉凱平 (2B)

陳泳霖 (2B)
王菀姿 (2D)
詹禮匡 (3A)
⽅寧郴 (3B)
黃浩泓 (3C)
余蒨兒 (3C)
陳宇卓 (4B)
⾼兆英 (4D)
湯浩政 (4D)
陳卓瑩 (4D)
曹宏基 (5A)
謝栢濠 (5C)
黃晞霖 (5D)
吳志鴻 (5D)
饒詠昕 (6A)
鄭嘉軒 (6B)
周耀東 (6C)
呂琳琳 (6D)

杜葉錫恩教育基⾦ Elsie Tu Education Fund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劉希文 (5D)
The 6th HK Junior Improvement Award 曾美⽉ (6D)

徐紫游 (6D)

王俊欣嘉許狀

李芷琪

黎思詠

嘉許狀 王俊欣

文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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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物學素養競賽 Merit 優良 劉俊熙 (5D) 蘇頴敏
Hong Kong Biology Literacy Award

中華電⼒有限公司 沙⽥婦女會
低碳節能⽣活 四格漫畫比賽 2021-22 冠軍 徐紫游 (6D) 陳佩詩
Four-panel comic contest 2021-22

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CSTCB)
聯同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合辦

[新思維，智網未來] 網絡安全創意提案競賽 劉俊文 (5A)
CYBER SECURITY INNOVATION CHALLENGE 郭巧彤 (5D)

香港教育⼤學⼈文學院，中國語⾔學系及宗教教育與⼼
靈教育中⼼

第三屆粵港澳⼤灣區⽣命教育徵文比賽(⾼中組) 劉海博 (5A)
周麗娜 (5A)
龍凱琪 (5A)
何詠詩 (5D)

張晉榮 (4B)
⽯曉詠 (5A)

三等獎 鄺逸朗 (4B)

湯慧琴 (4D)
何梓華 (5B)
劉俊熙 (5D)

何巧怡 (4A)
陳秀琦 (4B)
梁詩蔚 (4D)
李溢朗 (4D)
⽅啟琛 (5A)
吳惠明 (5C)
蔡永達 (5C)
薛惠 (5D)

⾦紫昕 (5D)

Gold Award 李景洲

⼀等獎

優異獎 黃蕙萌老師 及中文科老師

⼆等獎

優秀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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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香港教育⼤學⼈文學院，中國語⾔學系及宗教教育與⼼
靈教育中⼼
第三屆粵港澳⼤灣區⽣命教育徵文比賽(初中組) ⼀等獎 劉湘楹 (3A)

⼆等獎 吳芯妍 (3B)

沈柏熙 (2A)
張雅婷 (2A)
李鈞晴 (2B)

⽯曜榮 (1A)
何智軒 (1A)
陳韻如 (1A)
呂潔儀 (1C)
蘇浩然 (1C)
陳巧怡 (1D)
莊紫茵 (2B)
梁稀瑜 (2B)
陳泳霖 (2B)
羅俊傑 (2B)
饒立濱 (2C)
李皓權 (3B)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屆世界兒童繪畫⼤獎賽 ⾦獎(少年國畫組) 王苑姿 (2D) 區美莊
11th World Children Art Awards 2022

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九龍倉全港中學⽣繪畫比賽 2021-22 冠軍 何依潁 (6A) 陳佩詩
The Whar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Art Competition 2021-2022

中國銀⾏(香港)
新春 Whatsapp Stickers 創作比賽 曾美⽉ (6D)
Chinese New Year Whatsapp Stickers Design competition 徐紫游 (6D)

黃愷琳 (4A)

香港城市⼤學
「第六屆中學⽣傑出作品展 2021」
HONG KONG Stamp Design Competiton
中學⽣傑出作品展 (繪畫) 傑出作品 黃愷琳 (4A) 陳佩詩

教育局
學⽣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1/22 ⾦獎 叶靖繁 (6A)
Exhibition of Student visual artwork 2021/22 何依潁 (6A)

徐紫游 (6D)
嘉許狀 曾美⽉ (6D)
入圍參展 蔡恩怡 (3C)

教育局教育⼼理服務(新界⻄)組
教育局「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計劃「強項為本⼩
組」-⾼⾶任務

⾼⾶任務-無⼈機編程班 鄒智軒 (4B)
蘇隆基 (4D)

出席證書及
「傑出編隊⾶⾏表演獎」

莊淑君

銀獎
陳佩詩

優異獎

優秀作品獎

陳佩詩優異獎

黃蕙萌老師 及中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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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國兩制」與《基本法》標語創作比賽 2021 中學組季軍 張浩文 (4C) 莊淑君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中學⼀年級組三等獎 何智軒 (1A)

中學⼆年級組三等獎 陳泳霖 (2B)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青年資訊科技⼤使獎勵計劃 銅章 冷慧琳 (4D) 李景洲
Young IT Ambassador Award (YITAA)

書寫我城 HKWRITE
書寫我城-第⼀屆徵文比賽 冠軍  (⾼中組) 何詠詩 (5D) 梁淑蓓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21-22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表揚計劃 蘇楚棋 (4D) 麥希賢
21-22 HKEAMA Outstanding Students' Award

屈⾂⽒集團
屈⾂⽒集團香港學⽣運動員獎 2021-2022 樊碧瑩 (5C) 麥希賢
Hong Kong Student Sports Awards 2021-2022

沙⽥區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2021 沙⽥區傑出青年選舉 傑出青年獎 何智聰 (5D) 麥希賢
2021 SHA TIN DISTRICT YOUNG PEOPLE SELECTION

沙⽥區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2020 沙⽥區傑出青年選舉 何詠詩 (4D) 麥希賢
2020 SHA TIN DISTRICT YOUNG PEOPLE SELECTION

啟瀚科技教育
國際編程精英挑戰賽 2022 Ozaria 故事及遊戲創作比賽

ICE Challenge 2022 Ozaria SheCreates Competition

利⽤編程構建互動故事及遊戲創作 證書 陳泳霖 (2B)
證書 吳芯姸 (3B)

比賽項⽬ 獎項／名次 學⽣姓名（班別） 負責老師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
獅⼦會盃-全港跳繩挑戰賽 2021
Lions Club Hong Kong Jump Rope Challenge 2021

45 秒個⼈花式挑戰賽 亞軍 (中學女⼦組) 蘇楚棋 (4D) 麥希賢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葵青區體育會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22
45 秒個⼈花式挑戢賽 (13-15歲女⼦組) 冠軍 蘇楚棋 (4D) 郭穎詩

佛⼭市南海區武術協會
2019 南洋武術⼤會 Nanhai wushu contest 2019
女⼦初中組各類傳統南拳-梅花拳 三等獎 潘芯穎 (4A) 麥希賢

傑出青年獎
社會服務獎

NA
(學⽣獲校⽅提名後即可獲獎)

NA
(學⽣獲校⽅提名後即可獲獎)

陳重軒

陳建源

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