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學生姓名 入讀大學

張嘉宏 香港中文大學

黃民信 香港中文大學

李家豪 香港浸會大學

李綺華 香港公開大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郭彥妤 獲取中學文憑試一科5**級，四科5*級成績

葉文英 考獲全級第十三名

高政 考獲全級第十八名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Leung Chun Ya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順利天主教中學

Wong Hiu Kwan Bachelor Degree in Science, CUHK

學生姓名 第二學期校內成績

賴嘉瑤 家政科第一名

馮國傑
全級第三名，全班第三名，英國語文科第三名，

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黃傑祺 全班第三名，科學科第一名

朱淖鎣 全班第二名

蘇卓瑤 體育科第一名，家政科第二名

林家輝 全班第一名，科學科第三名，電腦第二名

梁俊華 體育科第一名

廖千嬅 體育科第二名

黃雅莉 英國語文科第二名

方致程 音樂科第二名

謝梓俊 通識科第一名，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陳盈霖 視覺藝術科第一名，音樂科第一名

陳沅廷
中國語文科第一名，英國語文科第二名，

地理科第一名

鍾家灝 英國語文科第二名，生物科第三名，體育科第二名

文錦忠
全級第一名，全班第一名，數學科第一名，

數學(延伸部份二)第一名，化學科第一名，物理科第一名

袁偉智 體育科第一名

謝梓俊 低碳綠意念及低碳綠行動優異獎

陳盈霖 童夢飛翔我的夢想大獎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林家輝

謝梓俊

王汶淦

童夢飛翔書劵獎勵計劃 優異獎

陳盈霖 晞望獎學金

高嘉謙

梁俊華
團體組銅盃賽 殿軍

廖千嬅

袁偉智
國龍會十一周年紀念盃銅盃賽 殿軍

賴家耀 校際越野比賽2014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廖千嬅 校際越野比賽2014 女子乙組團體第八名

王樂童 大埔區傑出公民獎

陳盈霖 義工運動 嘉許金狀

賴家耀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 男子D組1500米季軍

大埔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男子D組4X400米接力亞軍

方致程 2014-2015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標槍第八名

賴家耀

2014-2015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1500米第八名

2014-2015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4X400米接力第六名

男子組15-16歲3公里跑 季軍

陳盈霖 第66屆校際朗誦節英文歌詞獨誦 優良

 黎祉齊 多元智能挑戰營 銀笛獎

第三學期校內成績

馮國傑 全班第二名，中國歷史科第一名

雷靖 普通電腦科第三名

黃傑褀 全班第三名

朱淖鎣 全班第二名

黎祉齊 普通電腦科第三名

蘇卓瑤 家政科第二名，體育科(女子組)第一名

林家輝 全級第三名，全班第三名，操行優異奬

廖千嬅 操行優異奬

謝梓俊
全級第一名，通識教育科第一名，中國歷史科第三名，

宗教科第一名，最佳學業成績進步奬，操行優異奬

黃雅莉 英國語文科第一名，最佳學業成績進步奬

方致程 音樂科第一名

鄭頌賢 最佳進步奬

馮金琼 操行優異奬

賴家耀 最佳進步奬

文錦忠

全級第二名，全班第二名，數學(必修部份)第一名，

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二)第一名，化學科第一名，物理科第一名

，

最佳進步奬
陳沅廷 中國語文科第一名，英國語文科第二名，地理科第一名

王樂童 操行優異奬

陳家浩 最佳進步奬

梁子謙
全班第二名，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第二名，

體育(男子組)第二名

謝梓俊 大埔區傑出學生(初中組)傑出學生奬



陳沅廷 大埔區傑出學生(高中組)傑出學生奬

馮金琼 商校家長計劃2014-2015證書

廖千嬅

香港獨木舟總會協辦歐洲捷克國際龍舟邀請賽2015

- 男子2000米季軍

- 男女混合2000米殿軍

- 男女混合500米第六名

- 男子200米殿軍

- 男女混合206米第六名

袁偉智

香港獨木舟總會協辦歐洲捷克國際龍舟邀請賽2015

- 男子2000米季軍

- 男女混合2000米殿軍

- 男女混合500米第六名

- 男子200米殿軍

- 男女混合212米第六名

廖千嬅 沙田青少年龍舟邀請賽2015國際小龍200米中學生女子組冠軍

梁俊華 沙田青少年龍舟邀請賽2015中學生男女子混合組殿軍

廖千嬅 沙田青少年龍舟邀請賽2015中學生男女子混合組殿軍

袁偉智 沙田青少年龍舟邀請賽2015中學生男女子混合組殿軍

高嘉謙 沙田青少年龍舟邀請賽2015中學生公開組第七名

蘇卓瑤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中學組長拳季軍

蘇卓瑤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中學組五步拳冠軍

林俊稀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男子高中組棍術第五名

蘇卓瑤 2015外展教練計劃武術比賽中學組基本功冠軍

迦密柏雨中學

黃海健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一等奬

姚俊樂 Canadian Open Mathematics Challenge Distinction

胡嘉儀 有營煮意獻雙親 - 全港師生烹飪比賽高中組季軍

李曉暉 大埔區學界辯論比賽冠軍

Tse Yuen Wing  Battle of Books Competition亞軍

王曉恩 第十屆香港手鈴節手鈴初級組金奬

陳倩盈 香港學校音樂節全港中樂隊中學高級組亞軍

孫靖淳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2015冠軍

楊梓希 學界乒乓球比賽男丙季軍

陳嘉睿 學界手球比賽女乙殿軍

陳映彤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林泳靈 大埔區十大傑出學生

梁朗妮 成功在望奬勵計劃銅奬

鄭穎彤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

吳顥軒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郭寶慧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

羅卓楹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吳汶蔚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陳可心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蘇沛資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黎緣心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

梁家翹 入讀香港教育學院

蕭麗蕊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羅澤軒 入讀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王肇枝中學校長

嚴康生 入讀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全級年考第四名

林浩然 入讀香港大學理學院

黃卓耀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黃浚杰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

堷正數學邀請賽優異奬

嚴子健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

黃頌賢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第八屆大學文學奬「少年作家奬」傑出少年作家奬

李嘉毅

入讀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

第三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高級組文字報告冠軍

第八屆歷史照片研究比賽學生組亞軍

港鐵X中大青年生活質素先鋒計劃2014優異奬

2013-2014全港青年中文寫作比賽季軍

陳梓豪 入讀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朱文晧 入讀香港樹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吳蓁蓁 入讀恆生管理學院決策科學學院

林冠喬 入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

劉幗瑤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5女子色帶組季軍

林雅蔚
第三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初級組多媒體製作季軍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全年大奬 - 優異奬

何卓男 第八屆歷史照片研究比賽學生組亞軍

黃亦莊 第八屆歷史照片研究比賽學生組亞軍

楊子欣 2015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中學組)冠軍

歐陽家熹 第三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初級組多媒體製作季軍

簡愈明 香港中小學生英文寫作2014-2015比賽高中組最具創意銅奬

陳睿立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4-2015亞軍

全級年考第三名

陳澤生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

「十八區國慶彩旗設計比賽 」大埔區、北區、南區優異奬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4-2015優異表現奬

雷謙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2014-2015第三名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4-2015亞軍

鄭塏威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4-2015亞軍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王倩盈

國慶盃賀辭寫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消費文化考察報告奬2014-2015嘉許作品奬

校際游泳錦標賽50米背泳銅牌

全級年考第一名

程政澔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2014

-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8級考試組冠軍

- 自選鋼琴曲C組季軍

全級年考第三名

林子翱
培正數學邀請賽優異奬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2014-2015第三名

胡凱嵐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4-2015優異表現奬

彭信傑 第九屆國際音樂藝術大賽2014笛子少年A組銀奬

馮芷欣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2014-2015優異表現奬

馮穎桐 消費文化考察報告奬2014-2015嘉許作品奬

鄺芷茵 校際游泳錦標賽50米胸泳銅牌

蕭珮盈 全級年考第四名

何學泓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4周年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2014

- 男子12歲50米胸泳冠軍

-男子12歲50米背泳亞軍

- 男子12歲50米自由泳季軍

校際游泳錦標賽4X50米自由接力金牌

陳卓琳

香港競技體操國際邀請秀賽

- 女子初組自由體操金牌

- 女子初組平衡木銀牌

蔣穎兒 全級年考第五名

Venus Chan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2014  Distinction

HKFYG Voluntary Service Award (200 hours)

HKSAR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Voluntary Service Award Gold

Award

C C Lee Scholarship

was admit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救恩書院

陳芷盈 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程政愷 top 10 percent of the form in 2014-2015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修讀課程名稱

工程學

護理學

工商管理學士 –會計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眼科視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工商管理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人文社會科學院(文學士/ 社會科學學

士)



工商管理
人文社會科學院(文學士/ 社會科學學

士)
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

語文、文化及傳意廣泛學科

創意藝術與文化榮譽文學士(音樂)

工商管理學士 - 會計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