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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校外獎項 

(截至 2017 年 2月 14 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齊心百仁基金 
齊心百仁杯-中文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 
示範賽參賽者 

譚子欣(3A) 
鄧沛如(3A) 

香港教育學院-理性溝通學會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文憑組 

大專入學主題面試決賽 
卓越論手獎 

黎可淇(5A) 

大專入學主題面試 
表現優異 

黎可淇(5A) 、黎欣旗(6B) 

小組討論 - 表現良好 
 

陳耀宇(5A)、黎可淇(5A)、宋永輝(5B)、任鵬達(5B)、
陳栢軒(6B)、陳慧筠(6B)、陳嬿庭(6B)、蔡迦慧(6B)、
徐熒志(6B)、馮嘉欣(6B)、江道權(6B)、李智偉(6B)、
文俊興(6B)、莫依莉(6B)、伍詠賢(6B) 

小組討論 - 表現積極 
 

韓夢華(5A)、張景熙(5B)、李耀明(5B)、王海濤(5B)、
張翠瑩(6B)、梁鎮崎(6B)、潘肖如(6B) 

小組討論 - 出席證書 陳嘉琪(6B)、黎欣旗(6B)、溫子聰(6B)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朗誦 

優異獎狀 林晴昕(5B) 
良好獎狀 李美珩(5D)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詩詞獨誦朗誦/個人演講 

季軍 黎可淇(5A) 
優異獎狀 馮思茵(1D)、鄧凱藍(1C)、余俊宏(1E)、郭泯君(2A)、

陳雅柔(2A)、黃寶穎(2A)、陳妙芯(2A)、陳妙然(2A)、
冼恩儀(2C)、李潔虹(3B)、鄺湋竣(3B)、郭珮沂(3C)、
陳慧怡(4A)、雷天朗(4A)、羅嘉欣(4A)、郭庭深(4A)、
鍾鎧恩(4A)、梁皓然(5A)、何兆峰(5A)、李穎琳(5B)、
王詠淇(5B)、方天豪(6A)、林志暉(6A)、呂詠儀(6A)、
莫依莉(6B) 

良好獎狀 李佩盈(1B)、陳惠妍(1B)、張駿韜(1D)、姚珈瑜(1E)、
何樂兒(3C)、馬正宇(4A)、溫祖立(4A)、陳可兒(4A)、
林子琪(4B)、林 茵(4B)、鄧穎琳(5A)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朗誦 

季軍 方天豪(6A) 
優異獎狀 莊宇桐(2A)、王浩霖(3A)、蔡昱沂(3B)、謝佩怡(5B) 
良好獎狀 王嘉瑩(2A)、林雪晴(3B)、劉穎恩(5B)、韓文佩(5B) 

  

博愛 醫院陳楷 紀念中學  
Pok Oi Hospital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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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科 

視 覺 藝 術 科 

綜 合 科 學 科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育局資優教
育組、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行政長
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2017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 
香港選拔賽 

三等獎 黃琛如(3A)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澳洲聖西西利亞音樂學院 
第 21 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
2016 

五級古典結他組冠軍 劉嘉興(4E) 
古典結他合奏組(大專)

冠軍 
劉嘉興(4E)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中國兒童戲劇研究會、 
中國人生科學學會、 
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多才多藝學校獎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歌詠團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中國兒童戲劇研究會、 
中國人生科學學會、 
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團體合唱(少年組) 
冠軍 

隊名：Charming Star 
方恩琳(2A)、曾嘉雯(2A)、黎瑋樂(2B)、彭星霖(2B)、
曾惠琳(2C)、黃可璇(2D)、吳卓妍(3A)、李潔虹(3B)、
潘祖瑩(3B)、何樂兒(3C)、梁嘉儀(3C)、盧淑婷(3C)、
張紫澄(4C)、陳思穎(5D) 
陳心如(6A)(司琴) 

團體合唱(少年組) 
亞軍 

隊名：Music Motion 
簡嘉曦(2A)、曾宇聰(2A)、楊寶儀(2B)、洪仟穎(2D)、
楊梓熙(3A)、翁天溢(3A)、黃國銘(3B)、張小雪(4B)、
劉岱岭(4B)、蘇紫甄(4B)、葉慧婷(4B)、何兆峰(5A)、
黎可淇(5A)、黃浩然(5A)、李耀明(5B) 
陳心如(6A)(司琴) 

獨唱 冠軍 楊梓熙(3A) 
獨唱 亞軍 劉岱岭(4B) 
獨唱 季軍 葉慧婷(4B) 

博愛醫院  
博愛青年音樂會 2016 

歌唱表演嘉賓 王進傑(6A) 

博愛醫院  
博愛慈善餐舞會 

歌唱表演嘉賓 黎可淇(5A)、張小雪(4B)、劉岱岭(4B)、葉慧婷(4B)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第四屆國際華人兒童及青少年 
藝術年展 2016 
童油皇國兒童年展 2016 

亞軍 利其謙(2B) 
 

博愛醫院董事局 
博愛醫院第六十八屆 
董事局主席總理 
領呔(男士)及領巾(女士)設計比賽 

冠軍 張靜雯(5B) 
季軍 韓文佩(5B) 

教育局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 
2016 

優異證書 廖詩瑤(5B)、韓文佩(5B)、梁凱盈(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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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科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及康文署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季軍 鍾暘(1B)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一組) 
女子甲乙組 

季軍 張斯澄(3A)、郭巧琝(3A)、文卓琳(3A)、伍芮瑩(3A)、
譚凱盈(3A)、羅嘉欣(4A)、戴子怡(4A)、朱翠瑜(4B)、
何嘉儀(4B)、許倩盈(4B)、湯善童(4B)、葉幸兒(4C)、 
陳湘汶(4E)、呂詠儀(6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甲乙組 

冠軍 張斯澄(3A)、郭巧琝(3A)、文卓琳(3A)、伍芷欣(3D)、
羅嘉欣(4A)、戴子怡(4A)、朱翠瑜(4B)、何嘉儀(4B)、
許倩盈(4B)、湯善童(4B)、葉幸兒(4C)、陳湘汶(4E)、
呂詠儀(6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翟倩盈(1C)、李子婷(1C)、陳可兒(4A)、黎可淇(5A)、
梁凱盈(5A)、鄧穎琳(5A)、韓文佩(5B)、廖美儿(5B)、
陳衍霖(5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鄭 絲(2B)、文卓琳(3A)、羅嘉欣(4A)、戴子怡(4A)、
朱翠瑜(4B)、何嘉儀(4B)、許倩盈(4B)、蘇紫甄(4B)、
湯善童(4B)、葉幸兒(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 

季軍 
 

陳焯瑤(1C)、陳彥心(1C)、張麗香(1A)、何昱鋆(1A)、
施欣儀(1A)、黃詠琳(1A)、梁穎琳(1B)、朱卓琪(1D)、
姚珈瑜(1E)、陳飛燕(2A)、趙佩雯(2A)、王家茵(2A)、
何昱瑩(2B)、陳巧瑩(2C)、陳涴琳(2C)、譚穎琳(1E)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季軍 羅子鋒(4B)、陳麟杰(4D)、何兆峰(5A)、周曉朗(5B)、
鄭澍勳(5B)、張學文(5B)、何文杰(5B)、黎澤霖(5B)、
梁新樂(5B)、徐耀祖(5B)、許以信(5C)、談建東(5C)、
曾俊然(5C)、陳佑銘(5D)、鄭俊龍(5D)、朱增罡(5D)、
李樂心(5D)、翁梓鈞(5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 

亞軍 李澤軒(2E)、黃筠焯(3A)、郭其首(3B)、鄺湋竣(3B)、
蘇志威(3B)、陳啟聰(3C)、周家寶(3C)、狄俊賢(3C)、
李銘均(3C)、王栢熹(3D)、洪廸朗(4A)、雷天朗(4A)、
梁家略(4B)、羅浩揚(4B)、陳有俊(4C)、石錦程(4C)、
何永豪(4D)、吳宗禧(4D)、鄭志平(4E)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 

亞軍 鄺韋庭(1A)、倪永匡(1A)、黃偉賢(1A)、鄭仲名(1B)、
羅智森(1B)、羅 傑(1B)、余浚賢(1B)、陳子傑(1C)、
周資翹(1C)、張駿韜(1D)、李炎燊(1E)、廖卓楠(1E)、 
余俊宏(1E)、梁卓軒(2A)、蘇國鉅(2A)、馮俊耀(2B)、
關梓烽(2B)、謝信賢(2B)、陸兆熙(2E)、譚銳沖(2E)、
譚銳添(2E)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400 米季軍 陳焯瑤(1C)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亞軍 
何昱鋆(1A)、陳焯瑤(1C)、朱卓琪(1D)、王家茵(2A) 

女子丙組跳遠季軍 趙佩雯(2A) 
女子乙組跳高亞軍 朱翠瑜(4B) 
女子乙組鉛球季軍 湯善童(4B) 
女子乙組鐵餅季軍 戴子怡(4A) 
女子甲組 100 米冠軍 鄧穎琳(5A) 
女子甲組跳遠亞軍 鄧穎琳(5A) 
女子甲組鐵餅季軍 黎可淇(5A) 
男子乙組 100 米冠軍 石錦程(4C) 
男子乙組 200 米冠軍 石錦程(4C) 
男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

冠軍 
鄭志平(4E)、蘇志威(3B)、陳有俊(4C)、石錦程(4C) 

男子乙組 800 米季軍 洪廸朗(4A) 
男子乙組 800 米冠軍 關梓烽(2B) 
男子乙組鉛球冠球 郭其首(3B) 
男子乙組標槍亞軍 吳宗禧(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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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獎 項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男子乙組鐵餅冠軍 何永豪(4D) 

男子丙組 1500 米亞軍 關梓烽(2B)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

冠軍 
倪永匡(1A)、周資翹(1C)、梁卓軒(2A)、馮俊耀(2B)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亞軍 

譚銳添(2E)、蘇國鉅(2A)、詹翔任(2B)、關梓烽(2B) 

男子丙組跳高亞軍 謝信賢(2B) 
男子甲組 400 米亞軍 梁新樂(5B) 
男子甲組 400 米跨欄 

亞軍 
梁新樂(5B) 

男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
季軍 

周曉朗(5B)、梁新樂(5B)、曾俊然(5C)、李樂心(5D) 

男子甲組鉛球季軍 鄭俊龍(5D) 
男子甲組鐵餅亞軍 鄭俊龍(5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中學校際越野長跑比賽 

女子丙組個人第七名 王家茵(2A) 
男子丙組個人第五名 關梓烽(2B) 
男子乙組個人第三名 洪廸朗(4A)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現代舞 

甲級獎 王嘉瑩(2A)、廖子君(3A)、譚子欣(3A)、林雪晴(3B)、
陳雪盈(3C)、黃愷潼(3D)、陳慧怡(4A)、鍾鎧恩(4A)、
徐梓淇(4C)、陳彥舫(5A)、符文詩(5A)、梁皓然(5A)、
張靜雯(5B)、周思韻(5B)、韓文佩(5B)、許輝龍(5B)、
劉穎恩(5B)、陳嘉浩(5C)、陳偉鵬(5C)、黃諾瑤(5C)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嘉許狀 

季軍 香柏希(4C)、朱皓天(5A)、張景熙(5B)、許輝龍(5B)、
李耀明(5B)、宋永輝(5B)、鄧卓倫(5B)、王海濤(5B)、
劉晧鈞(5C)、趙宏軒(5D) 

童軍總會 
初級航空活動章訓練班 

合格 
 

朱文廸(3A)、黃峻庭(3B)、李耀明(5B)、宋永輝(5B)、
王海濤(5B) 

童軍總會 
童軍天象章技能組訓練班 

合格 
 

張景熙(5B)、李耀明(5B)、王海濤(5B) 
 

童軍總會 
童軍通訊章(技能組)訓練班 

合格 禤皓熙(3A)、羅卓民(3C) 
 

童軍總會 
童軍支部急救章訓練班 

合格 朱文廸(3A)、黃峻庭(3B) 

香港律師會 
青 Teen 講場 2016- 
模擬法庭活動及法律知識野外定向 

最佳證人獎 劉皓鈞(5C ) 
最佳律師獎 談健東(5C ) 
表現優異獎 林靖昕(5B)、郭賀彪(5C)、熊嘉欣(5C)、勞俊文(5C)、

蔡展衡(5C)、黃詩雅(5C)、談健東(5C)、劉皓鈞(5C)、
趙樹添(5C)、陳嘉浩(5C)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新界少青團比賽 2016 
制服檢閱比賽 

A 組季軍 麥璟霖(2A)、柯佩琳(2A)、蘇國鉅(2A)、韋健行(2B)、
黃善本(2B)、陳韋利(2C)、徐銘軒(2D)、馮雅文(3A)、
郭巧琝(3A)、賴懷真(3A)、文卓琳(3A)、陳詩琪(3B)、
丁浩然(3C)、徐傑軒(3C)、陳凱麟(3D)、林枳榤(3E)、
鍾鎧恩(4A)、楊卓穎(5B)、陳佑銘(5D)、黃偉軒(5D)、
楊逸恆(5E)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基礎急救課程 

合格 陳冠岐(1A)、張晉僖(1A)、張家齊(1A)、李雲鴻(1A)、
黃巧恩(1A)、劉子暉(1B)、余浚賢(1B)、郭浩林(1C)、
林哲輝(1C)、游欣婷(1C)、鄭澍笙(1D)、張梓進(1D)、
梁森勇(2B) 

香港青年協會 
2016/17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機械人表現賽 
冠軍 

陳雅柔(2A)、趙佩雯(2A)、莊宇桐(2A)、陳衍樂(2B)、
梅美姸(2B)、鄧悅翹(2B)、陳梓燿(2E)、郭政亨(2E) 

優異獎 韓善文(3A)、麥凱楊(3A)、譚凱盈(3A)、韓文龍(3B)、
余健森(3B)、鄭嘉御(3C)、李潔盈(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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