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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年度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十

月 

學習態度進步獎 1A 郭斯珮 黃錦珽 

1B 高昕呈 許肇峻 

1C 陳德揚 劉柏成 

2A 陳婉兒 佘靜雯 

2B 黃嘉楠 黃施恩 

2C 林雅雯 何耀桃 

3A 李小燕 

3B 劉子禧 佘善琪 

3C 詹斌  蔡俊輝 

4A 王莉婷 余健斌 

4B 譚銀裕 許志陽 

4C 譚伊伶 陳皓文 

5A 李冠欣 謝嘉怡 

5B 朱艷姍 林雅詩 

5C 陳倩嵐 

6A 陳子龍 陸文尉 

6B 朱永新 吳文諭 

6C 吳玉華 黃嘉寶 

十

一

月 

中四毅力訓練營 最佳組員 

4A 林嘉美 李惠引 

4B 何世杰 駱泳鈿 

4C 陳雄 鄧世傑 

 

最佳組別 

4A 周雪芬 李惠引 廖翠娜 林映君 

 冼卓寧 蘇欣潼 余麗玲 曾思燕 

 陳梓鑫 何耀康 黃潤鈞 繆子軒 

 鄧家文 

十

二

月 

中一級澳門文化探索之旅 中文作文 

冠軍  1B 高昕呈 

亞軍  1B 呂馨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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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季軍  1A 何周鋒 

優異獎 1A 李凱婷 

 

最佳短片製作 

1A 陳浩威 雷程智 

1B 為國威 曾子成 

1C 何思樂 翁子熹 

 

一

月 

陸運會 男甲 100 公尺 

冠軍：4A 陳梓鑫 

亞軍：5B 周傑楠 

季軍：6A 陳子龍 

 

男乙 100 公尺 

冠軍：2B 張文壕 

亞軍：1A 陳豪杰 

季軍：4B 曹衛俊  

 

男丙 100 公尺 

冠軍：1A 廖嘉明 

亞軍：1C 楊景盛  

季軍：1B 戚國威 

 

女甲 100 公尺 

冠軍：5A 黃思萍 

亞軍：4B 駱泳鈿  

季軍：4A 廖翠娜 

 

女乙 100 公尺 

冠軍：3B 劉天恩 

亞軍：3A 游卓妍 

季軍：2C 吳麗妹 

 

女丙 100 公尺 

冠軍：1A 胡詠姿 

亞軍：1A 李煦怡 

季軍：2B 黃施恩 

 

男甲 200 公尺 

冠軍：4A 黃敏毅 

亞軍：5B 周傑楠 

季軍：5A 李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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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乙 200 公尺 

冠軍：2B 羅偉浩 

亞軍：1B 王育俊 

季軍：4B 呂衍峰 

 

男丙 200 公尺 

冠軍：1A 廖嘉明 

亞軍：1B 戚國威 

季軍：1A 潘理真 

 

女甲 200 公尺 

冠軍：3C 陳凱琳 

亞軍：6C 唐鈺萍 

季軍：4B 麥鳳精 

 

女乙 200 公尺 

冠軍：3B 劉天恩 

亞軍：3A 李小燕 

季軍：3A 游卓妍 

 

女丙 200 公尺 

冠軍：2B 郭婉盈 

亞軍：2C 吳家恩  

季軍：1A 李凱婷 

 

男甲 400 公尺 

冠軍：4B 崔福生 

亞軍：5B 梁榮臻  

季軍：2C 趙善康 

 

男乙 400 公尺 

冠軍：2A 吳國燊 

亞軍：4A 鄧家文 

季軍：3B 周焯希 

 

男丙 400 公尺 

冠軍：2A 楊詩迪  

亞軍：1A 歐陽芷政 

季軍：2A 謝文軒 

 

女甲 400 公尺 

冠軍：5A 鍾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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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亞軍：3B 劉小怡 

季軍：5B 朱艷姍 

 

女乙 400 公尺 

冠軍：3A 李小燕 

亞軍：3B 林明琪 

季軍：3B 劉子禧  

 

女丙 400 公尺 

冠軍：1B 黃靜彤 

亞軍：1B 黃依琳 

季軍：2A 佘靜雯 

 

男甲 800 公尺 

冠軍：6C 郭愉霖 

亞軍：3C 劉智安  

季軍：4B 程皓楠  

 

男乙 800 公尺 

冠軍：3C 凌浩誠 

亞軍：2B 張文壕 

季軍：3C 陳俊康 

 

女甲 800 公尺 

冠軍：4B 陳凱琳 

亞軍：5A 黃勇紅 

季軍：5A 天鳳怡 

 

女乙 800 公尺 

冠軍：4A 李惠引 

亞軍：4C 黃靖惠 

季軍：4C 吳美璇 

 

女丙 800 公尺 

冠軍：2A 李煦怡 

亞軍：2B 郭婉盈 

季軍：2C 吳家恩 

 

男甲 1500 公尺 

冠軍：6C 郭愉霖 

亞軍：5A 梁啟宗 

季軍：4C 黃栢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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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乙 1500 公尺 

冠軍：3C 陳俊康 

亞軍：3C 胡銘澄 

季軍：3A 曾傲程 

 

男丙 1500 公尺 

冠軍：2A 歐陽芷政 

亞軍：2A 謝文軒  

季軍：2A 劉銘信  

 

女甲 1500 公尺 

冠軍：4A 林嘉美  

亞軍：5B 林雅詩 

季軍：5B 李怡  

 

女乙 1500 公尺 

冠軍：4A 冼卓寧 

亞軍：4C 黃靖惠 

季軍：4A 李惠引 

 

男甲 110 公尺高欄 

冠軍：5C 葉德賢 

亞軍：3A 陳梓鑫 

季軍：1B 靳凱明 

 

男甲 4x100 公尺社際接力 

冠軍：品社  亞軍：敦社  季軍：學社 

 

男乙 4x100 公尺社際接力 

冠軍：品社  亞軍：學社  季軍：勵社 

 

男丙 4x100 公尺社際接力 

冠軍：敦社  亞軍：學社  季軍：品社 

 

女甲 4x100 公尺社際接力 

冠軍：勵社  亞軍：敦社  季軍：品社 

 

女乙 4x100 公尺社際接力 

冠軍：學社  亞軍：品社  季軍：勵社 

 

女丙 4x100 公尺社際接力 

冠軍：敦社  亞軍：學社  季軍：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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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甲跳高 

冠軍：4A 陳梓鑫 

亞軍：4A 黃敏毅 

季軍：5B 林溢康 

 

男乙跳高 

冠軍：2B 張文壕 

亞軍：3C 陳俊康 

季軍：2C 劉嘉俊 

 

男丙跳高 

冠軍：2A 楊詩迪 

亞軍：2A 張顯譯 

季軍：1A 潘理真 

 

女甲跳高 

冠軍：3B 劉小怡 

亞軍：4A 林嘉美 

季軍：5C 何家欣 

 

女乙跳高 

冠軍：3B 劉子禧 

亞軍：3A 李小燕 

季軍：3B 張慧瑩 

 

女丙跳高 

冠軍：1A 郭斯珮 

亞軍：1A 李凱婷 

季軍：1B 何曉琳 

 

男甲跳遠 

冠軍：5A 梁啟宗 

亞軍：4C 陳錦森 

季軍：5B 李源祥 

 

男乙跳遠 

冠軍：2B 羅偉浩 

亞軍：3B 劉軒駿 

季軍：4B 何世杰 

 

男丙跳遠 

冠軍：1C 劉柏成 

亞軍：1A 張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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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季軍：1C 曾臻 

 

女甲跳遠 

冠軍：6C 唐鈺萍 

亞軍：6C 林麗純 

季軍：4A 廖翠娜 

 

女乙跳遠 

冠軍：3B 劉天恩 

亞軍：4C 吳美璇 

季軍：3B 張慧瑩 

 

女丙跳遠 

冠軍：2B 郭婉盈 

亞軍：2C 吳家恩 

季軍：1B 黃靜彤 

 

男甲三級跳遠 

冠軍：6B 羅樹謙 

亞軍：4B 黃頌文 

季軍：6A 張嘉龍 

 

男乙三級跳遠 

冠軍：3A 何海杰 

亞軍：3A 曾憲澧 

 

男甲推鉛球 

冠軍：5C 陳桂茂 

亞軍：4A 蔡秋松 

季軍：4C 鄭志華 

 

 

男乙推鉛球 

冠軍：3C 黃仲乾 

亞軍：3B 劉軒駿 

季軍：2B 羅偉浩 

 

男丙推鉛球 

冠軍：2B 林兆浚 

亞軍：1A 林周峰 

季軍：2B 張偉文 

 

女甲推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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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冠軍：4B 駱泳鈿 

亞軍：4A 廖翠娜 

季軍：4A 蘇欣潼 

 

女乙推鉛球 

冠軍：4A 李惠引 

亞軍：3A 彭佩雯 

季軍：3B 胡依玲 

 

女丙推鉛球 

冠軍：1A 盧天兒 

亞軍：2A 周宛蔚 

季軍：1B 黃靜彤 

 

男甲擲標槍 

冠軍：5A 梁啓宗 

亞軍：5A 蔡景爍 

季軍：6A 陳子龍 

 

男乙擲標槍 

冠軍：4A 鍾肇彬 

亞軍：3C 黃仲乾 

季軍：3B 鄭晉軒 

 

 

女甲擲標槍 

冠軍：4A 林映君 

亞軍：6A 符美霞 

季軍：6B 黃永琴 

 

男丙擲壘球 

冠軍：1B 戚國威 

亞軍：1B 陳鎮灃 

季軍：2A 楊詩迪 

 

女丙擲壘球 

冠軍：1B 黃依琳 

亞軍：1A 盧天兒 

季軍：2A 佘靜雯 

 

女甲個人全場冠軍 4A 廖翠娜 

女乙個人全場冠軍 3B 劉天恩 

女丙個人全場冠軍 2B 郭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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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男甲個人全場冠軍 4A 陳梓鑫 5A 梁啟宗 

男乙個人全場冠軍 2B 張文壕 

男丙個人全場冠軍 2A 楊詩迪 

社際女子團體總冠軍：敦社 

社際男子團體總冠軍：品社 

社際全場總冠軍：敦社 

時代廣場盃四社接力賽冠軍：敦社 

一

月 

社際歌唱比賽 

 

合唱組冠軍 

3B 周焯希 

4C 陳皓文 

5A 梁啟宗 

6A 張嘉龍 陸文尉 

6C 梁灝賢 譚朗然 

 

 

合唱組季軍 

4A 李惠引 林映君 

 

獨唱組冠軍 

4B 駱泳鈿 

 

獨唱組亞軍 

4C 陳皓文 

 

獨唱組季軍 

3C 劉智安 

一

月 

勤學力行計劃(上學期) 優異獎 

1B 馬嘉豪 

2A 李煦怡 

2A 蔡凱然 

3B 鄺汶慧 

3C 蔡俊輝 

4C 廖桂城 

6C 陳佑瑭 

 

 

良好獎 

1A 郭斯珮 

1B 何曉琳 高昕呈 羅頌詩 黃靜彤 

 黃依琳 陳鎮灃 陳家希 文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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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魏佑融 曾子成 

1C 陳德揚 鄭杰文 周嘉耀 楊景盛 

2A 周宛蔚 何采儀 佘靜雯 鄭志聰 

刁漢基 簡國石 劉銘信 梁振鴻 

吳國燊 岑志遠 楊詩迪 

2C 林雅雯 朱僑偉 

3B 張栲妍 何昕瞳 劉天恩 林明琪 

劉小怡 佘善琪 施穎怡 陳晉豪 

劉丞淦  

3C 陳俊亨 陳俊杰 張奕熙 詹斌 

蔡祉熹 黎錦榮 謝冠傑 

4A 陳美怡 林映君 蘇欣潼 孫宇婷 

王莉婷 陳俊樑 陳梓鑫 黃敏毅 

4B 李靜欣 樊榮祺 許志陽 呂衍峰 

4C 陳皓文 陳錦森  

5A 程珈渝 鍾沛恩 高婉珍 李冠欣 

蕭珮誼 謝嘉怡 黃勇紅  

5B 朱艷姍 李怡  廖佳妮 

5C 梁伙群 

6A 符美霞 黎渭琳 李穎培 翁凱詩 

6B 吳詩嫚 朱永新 劉成富 葉小邦 

6C 林麗娥 郭愉霖 梁灝賢 呂明熹 

吳銘浚 

 

勤學力行獎 

1A 郭斯珮 

1B 黃靜彤 

1C 陳德揚 

2A 楊詩迪 

2B 梁芷琦 

2C 林雅雯 

3A 游卓妍 

3B 施穎怡 

3C 黎錦榮 

二

月 

公民教育委員會與中文科合辦中四級作文比賽 冠軍  4A 繆子軒 

亞軍  4A 曾思燕 

季軍  4B 翁子健 

三

月 

中六級學業獎 第一名 6A 符美霞 

第二名 6A 黃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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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項／得獎者 

第三名 6A 翁凱詩 

三

月 

中六級學科獎 中國語文  6A 符美霞 

英國語文  6A 符美霞 

數學   6A 黃沃文 

通識教育  6A 符美霞 

地理   6B 柯穎琳 

中國歴史  6B 朱永新 

經濟   6A 符美霞 

組合科學  6A 譚嘉豪 

生物   6A 符美霞 

資訊及通訊科技 6A 陳建旭 

旅遊與款待 6A 李穎培 

視覺藝術  6C 連穎欣 

體育   6B 杭芷晴 6C 郭愉琳 

三

月 

進步獎 第一名 6C 陳佑瑭 

第二名 6A 蒙婉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