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校外獎學金

(1) 祈良神父教育奬學金 5C 許景翎

(2)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獎學金 6D 關思行

(3)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 6B 林可晴

(4)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4B 劉芷恩

最顯著進步獎

(5)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

中學進步獎 4B 葉佩妍

(6) 青苗學界進步獎

2B 馮嘉敏 2B 廖海淇 2C 何綽琳 2C 黃思慧

3A 張煒彤 3A 李安巧 3B 蘇雪兒 3C 顏僖欣

4B 劉芷恩 4B 葉佩妍 4C 梁穎雯 4D 龐君儀

5A 金麗詩 5B 陳凱晴 5C 林宛宜 5D 吳秋樺

6A 薛綺媚 6B 陳妙東 6C 葉曉彤 6D 彭家明

(7) 潔心獎學金

中一級 1A 陳思穎 1B 林育仟 1B 林寶儀 1B 李翠儀 1B 林霖

中二級 2B 顏紫蔚 2A 謝穎欣 2A 陳影樺 2B 黃芷瑤

中三級 3B 林希妍 3A 董素晶 3A 林東沂

中四級 4C 陳慧程 4D 陳銘茵

中五級 5B 鄭鈺津 5C 許景翎 5D 孫梓綿

(8)   努力學習獎 2A 徐紫瑤 3B 許倩瑤 3B 李家寶

2.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季軍 4B 劉頌亭 5C 王芷晴

3. 自主學習獎項

(1) 初中自主學習最優秀小組

中一級 1A 劉詠欣 1A 李曉彤 1A 梁仟穎 1A 曾靖怡

1B 陳南燕 1B 鄺碩螢 1B 林霖 1B 王融

1C 李嘉瑤 1C 黃永慧 1C 鍾幸怡

1D 陳垣錡 1D 許佩妍 1D 簡鈺瑩 1D 黃茵桐

中二級 2A 陳影樺 2A 邵伊雯 2A 謝穎欣 2A 黃芷晴

2B 陳思諾 2B 鄭嘉穎 2B 馮嘉敏 2B 黃芷瑤

2C 李靖琳 2C 勞敏熙 2C 莫靜桐 2C 黃思慧

2D 陳思敏 2D 呂曉桐 2D 王芷琳 2D 胡海怡

中三級 3A 方凱盈 3A 馮楚翹 3A 黃渝洪 3A 甘慧美

3B 李慧爍 3B 彭美怡 3B 許倩瑤 3B 葉沛怡

3C 周家如 3C 施曉嵐 3C 尹綽羚

3D 何焯僑 3D 何秀鎣 3D 劉慶嘉 3D 魏敏曉

(2) 初中自主學習最優秀組長

中一級 1A 陳思穎 1A 張佳靈 1A 周曉晴 1A 何潤霖 1A 梁仟穎

1A 陸嘉雯 1A 王芷琳 1A 黃志珺 1B 曹嘉琪 1B 何睿凌

1B 林霖 1B 伍穎琛 1B 楊婷君 1C 張嘉蔚 1C 馮樂兒

1C 梁艷彤 1C 黃美琳 1C 黃嬋聰 1C 黃悅蕎 1C 鍾幸怡

1D 許佩妍 1D 馬嘉琦 1D 邢茂芝 1D 葉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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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2A 鄭桂鳳 2A 何樂雯 2A 梁芷晴 2A 聶嘉妍 2A 曾詠榆

2A 謝穎欣 2A 徐紫瑤 2B 周姝琪 2B 黎泳璇 2B 黃芷瑤

2B 胡文盈 2B 阮正心 2C 陳沛玲 2C 何綽琳 2C 李靖琳

2C 袁穎芊 2D 蔡映怡 2D 呂曉桐

中三級 3A 張慧恩 3A 鍾惠晴 3A 方凱盈 3A 何雅慧 3A 林東沂

3A 李芷穎 3A 董素晶 3A 屈曉琳 3B 陳欣怡 3B 鄧小柔

3B 古曉盈 3B 李家寶 3C 陳幸林 3C 陳樂瑤 3C 周家如

3C 李翊琳 3C 顏僖欣 3D 何秀鎣 3D 劉潔婷

4. 45周年校慶比賽獎項

(1) 中文科徵文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郭芷玲

亞軍 1B 郭鎧盈

季軍 1A 曾靖怡

中二級 冠軍 2A 黃嘉盈

亞軍 2A 聶嘉妍

季軍 2B 廖海淇

中三級 冠軍 3D 陳玥澄

亞軍 3B 陳欣怡

季軍 3A 羅凱琳

中四級 冠軍 4C 何泠萱

亞軍 4A 林彥廷

季軍 4A 何穎琪

中五級 冠軍 5C 謝茵茵

亞軍 5B 麥凱婷

季軍 5C 潘璟虹

中六級 冠軍 6D 關思行

亞軍 6C 葉曉彤

季軍 6C 張美儀

(2) 中文科書籤設計比賽

中二級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書籤設計比賽

冠軍 2B 廖海淇

亞軍 2B 黎泳璇

季軍 2B 李惠群

中三級 曲 • 畫 • 情」書籤設計比賽 -- 設計獎

冠軍 3D 陳玥澄

亞軍 3A 黃嘉寶

季軍 3B 劉凱欣

曲 • 畫 • 情」書籤設計比賽 -- 文字描述獎

冠軍 3C 蘇曉琳

亞軍 3B 毛嘉棋

季軍 3A 李天恩



中四級 「嘉言雋語」書籤設計比賽-- 設計獎

亞軍 4A 方詠詩

季軍 4C 張玉燕

「嘉言雋語」書籤設計比賽-- 文字描述獎

冠軍 4C 蔡映好

亞軍 4C 楊寶怡

季軍 4C 陳慧程

(3) 中文科「我的人生座右銘」寫作比賽

中五級 冠軍 5D 孫梓棉

亞軍 5C 潘璟虹

季軍 5B 陳曉雯

(4) 中文科硬筆書法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李雯熙

亞軍 1B 王芷珊

季軍 1D 葉敏儀

中二級 冠軍 2B 廖海淇

亞軍 2C 林姿均

季軍 2A 徐紫瑤

中三級 冠軍 3B 李愷穎

亞軍 3B 蔡曉琳

季軍 3A 屈曉琳

中四級 冠軍 4C 陳慧程

亞軍 4D 蘇穎思

季軍 4A 林淑麗

中五級 冠軍 5C 謝茵茵

亞軍 5C 王芷晴

季軍 5B 陳凱晴

中六級 冠軍 6B 陳家欣

亞軍 6C 余鈺婷

季軍 6D 關思行

(5) 文學科對聯創作比賽

中四級 冠軍 4B 戴芷媛

亞軍 4C 馮子玶

季軍 4B 周嘉寶

中五級 冠軍 5C 陳鄭丹丹

亞軍 5C 潘璟虹

季軍 5C 謝文鳳



(6) 英文科寫作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黃志珺

亞軍 1B 林育仟

季軍 1D 談佩芝

中二級 冠軍 2A 謝穎欣

亞軍 2A 梁芷晴

季軍 2D 徐緣

中三級 冠軍 3B 劉詠琳

亞軍 3D 何嘉欣

季軍 3A 鄧佩鈴

中四級 冠軍 4C 馮子玶

亞軍 4B 張彤欣

季軍 4C 高烺瑜

中五級 冠軍 5B 張嘉怡

亞軍 5C 廖沅娸

季軍 5A 李翠兒

(7) 英文科硬筆書法比賽

中一級 冠軍 1A 徐鈺怡

亞軍 1A 梁仟穎

季軍 1C 李敏儀

中二級 冠軍 2B 何善雯

亞軍 2B 簡淑瑩

季軍 2A 張雅詩

中三級 冠軍 3A 董素晶

亞軍 3D 陳靜怡

季軍 3B 李愷穎

中四級 冠軍 4C 何詠欣

亞軍 4A 鄭佩雯

季軍 4C 林宛欣

中五級 冠軍 5D 黃曉彤

亞軍 5B 鄭鈺津

季軍 5B 陳曉彤 5D 魏子容

(8) 視覺藝術科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5C 陳心兒

亞軍 4C 李芷薇

季軍 4B 周穎琪



5. 音樂比賽獎項

(1) 香港青年中樂匯演

銅獎 1B 陳名尉 2A 葉芷穎 2A 王格致 2A 黃芷晴

3A 張煒彤 3A 趙珮君 3A 方凱盈 3A 馮楚翹

3A 何雅慧 3A 袁縈縈 3B 陳樂童 3B 何詠彤

3B 林嘉敏 3B 雷銥琳 3C 帥采林 3C 尹綽羚

3D 陳靜怡 3D 陳筠妍 3D 黎詠嵐 4D 陳綽盈

5B 張嘉怡 5C 何詠詩 6D 周靖汶

(2) 亞洲學生音樂比賽

揚琴獨奏組 亞軍 3D 黎詠嵐

高中組獨唱 亞軍 4B 李莉芬

季軍 5D 林琛悅

琵琶獨奏組 金獎 3A 方凱盈

初中獨唱組 金獎 4A 何樂欣

金獎 3D 張穎彤

初中合唱組 金獎 3A 趙珮君 3B 鍾巧琳 3C 何曉嵐 3C 林嘉盈

3C 帥采林 3C 尹綽羚 3D 陳靜怡 3D 陳慧婷

3D 溫梓晴

鋼琴獨奏組 銀獎 2A 謝穎欣

6. 體育比賽獎項

(1)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E組

壘球  亞軍 1A 吳紫晴

(2) 女子D組

跳高 季軍 2A 張美鳳

鐵餅 季軍 4D 陳焯瑩

800米  季軍 2B 李鳳玲

1500米  季軍 2B 李鳳玲

4X400米 亞軍 2B 李鳳玲 2D 程美琪 3B 龔兆俞 4A 李冠琳

4X100米 季軍 2A 張雅詩 2C 張欣雅 2D 蔡映怡 3D 黃雅珊

(3) 女子C組

跳遠 亞軍 5A 鄧若希

100米 亞軍 5B 蔣雙霞

200米  亞軍 5B 蔣雙霞

400米 亞軍 5C 謝文鳳

800米  冠軍 5C 謝文鳳

4X400米 冠軍 4C 蔡映好 5B 蔣雙霞 5C 謝文鳳 6D 張慧姿

(4) 黃大仙區四角籃球賽

女子組 冠軍 3A 林東沂 3A 鄧佩鈴 3B 蘇卓琳 3C 胡芷欣 

4A 蕭筠怡 4A 譚穎珈 4B 譚曉瑩 4C 韓采微

4C 高烺瑜 4C 李佳頤 4C 黃愷婷 4D 歐梓晴

4D 陳焯瑩 6A 高麗珊 6B 黎潔華 6B 李詠琪



7. 路德會青彩中心與黃大仙區撲滅罪行委員合辦

「蛻變新衣」禁毒及滅罪時裝設計比賽

季軍 5A 金麗詩 5A 李諾文 5B 吳華君 5B 羅佩君

最佳繪畫大獎 4A 陳嘉禧 4B 陳清嵐 4C 李沅蔚 4C 黃愷婷

8. 黃大仙區議會

黃大仙區環保設計比賽

亞軍 5C 方韻詩

季軍 5C 陳心兒

9. 教育局高中視覺藝術作品集2016-17

傑出作品集 陳彥霖 (2015-2016 graduate)

10. 銀行透視計劃 

我是Banker

冠軍 5B 吳芷盈 5C 周翠怡 5C 林楚蕘 5C 謝文鳳

11. 青年工程師暑期體驗計劃2016

專題研習優秀表現獎

亞軍 6D 張慧姿 6D 梁惠敏 6D 彭家明 6D 李美潔

6D 袁敏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