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中國藝術家協會中國藝術家協會中國藝術家協會中國藝術家協會、、、、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

學會學會學會學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文藝中國文藝中國文藝中國文藝

協會協會協會協會 

第十二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

動全國總評選 

  少年組 

「團體合唱 - 金獎」 

歌詠小組 Harmony 成員： 

王進傑(5A)、蔡宇軒(5E )、黎可淇(4A )、 

何兆峰(4A)、 何龍生(4B)、張小雪(3A)、

葉慧婷(3B)、劉岱岭(3B)、吳繕妤(3B)、

楊梓熙(2A)、黃國銘(2B) 

指揮：曾薇薇副校長 

中國藝術家協會中國藝術家協會中國藝術家協會中國藝術家協會、、、、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

學會學會學會學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教育事業促進會、、、、中國文藝中國文藝中國文藝中國文藝

協會協會協會協會 

第十二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

動全國總評選 

 

 少年組 

「獨  唱  -  金獎」 

葉慧婷  (3B)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獎學金 

李嘉慧(6A)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義工工作嘉許狀銅獎 

2nd Runner-up/ 

Bronze Medal 

(季軍/銅牌得主) 

香柏希(3C)、朱皓天(4A)、許輝龍(4B)、

李耀明(4B)、宋永輝(4B)、王海濤(4B)、 

陳嘉浩(4C)、劉浩鈞(4C)、王安培(6A)、 

梁瑋祺(6D)、明灝知(6E) 

Thai Talent Training ,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Association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總決賽 

Bronze Honor in 

 Grade 8 
顧恭豪(3A)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中學五六年級－男子組 

 

優良獎狀 盧頌賢  (5A)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 

 

優良獎狀 黎欣旗  (5B)、莫依莉  (5B) 

善德基金會善德基金會善德基金會善德基金會、、、、香港科技協進會香港科技協進會香港科技協進會香港科技協進會 

2015 小科學家科技發明／創意比賽 

 

參賽組別：關愛長期病患者產品 

亞軍 戴偉浩(隊長) (4A)、黃星華(4A)、 

吳柏儒(4A)、宋永輝(4B)、王詠淇(4B)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一家一喜事》大募集 

優異獎 林雪晴(2B)、吳繕妤(3B)、宋永輝(4B) 

西貢區社區中心西貢區社區中心西貢區社區中心西貢區社區中心 

2015 不賭盃足球比賽 

高級組季軍 陳啓聰(1C)、韓文龍(1C)、刁凌進(1C)、 

馮浩然(2A)、洪廸朗(2A)、吳卓峯(2A)、 

黃  進(2A)、董家輝(2A)、汪景峰(2C)、 

阮志輝(2C)、鄭志平(2D)、林海傑(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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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周曉朗(3B)、許以信(3B) 

沙田婦女會沙田婦女會沙田婦女會沙田婦女會、、、、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第二屆沙田區傑出學生運動員選舉 

 優異獎狀 呂錠琳 (6A)   

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 

2015-2016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Certificate of Award 

(獎狀)  

洪廸朗 (3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 

男子甲組 

Champion/ 

Gold Medal  

(冠軍/金牌得主)  

何觀強(5A)、勞卓光(5C)、鄧竣升(5D)、 

湯 桓(6A)、郭浩榮(6B)、吳浩寧(6C)、 

藍志軍(6D)、謝東亦(6D)、鄧皓霖(6E)、 

袁子洛(6E)、翁梓浩(6E)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足球比賽(第二組) 

男子甲組 

第四名 黃俊賢(5C)、簡俊源(5D)、郭頌亭(5E)、 

邱嘉禧(5E)、馬灝然(6A)、楊兆賢(6A)、

吳浩寧(6C)、容樂添(6C)、藍志軍(6D)、 

石嘉浚(6D)、謝東亦(6D)、呂詠楠(6E)、 

袁子洛(6E)、吳坤俊(6F)、施健發(6F)、 

翁梓浩(6F)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 

 

2nd Runner-up/ 

Bronze Medal 

 (季軍/銅牌得主)  

周家寶(2C)、郭其首(2C)、蘇志威(2C)、

洪廸朗(3A)、董家輝(3A)、黃進(3A)、 

羅浩揚(3B)、石錦程(3B)、陳有俊(3C)、 

鄭智勇(3C)、梁家略(3C)、勞海勤(3C)、 

鄭志平(3D)、何永豪(3D)、吳宗禧(3D)、 

何兆峰(4A)、張學文(4B)、黎澤霖(4B)、 

許以信(4C)、談建東(4C)、陳佑銘(4D)、 

鄭俊龍(4D)、李樂心(4D)、翁梓鈞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一組) 

女子甲組 

 

2nd Runner-up/ 

Bronze Medal 

 (季軍/銅牌得主)  

陳芷淇(5A)、蔡金敏(5A)、鍾巧欣(5A)、 

呂詠萱(5A)、呂詠儀(5A)、蒲美恩(5A)、 

呂錠琳(6A)、曾善怡(6A)、周潔莹(6B)、 

許倩雯(6B)、孫智昕(6B)、談博琳(6B)、 

王鶴靜(6B)、龍天欣(6C)、文潁詩(6C)、 

戴芷晴(6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甲組 

Champion/ 

Gold Medal  

(冠軍/金牌得主)  

鄧穎琳(4A)、陳芷淇(5A)、蔡金敏(5A)、 

鍾巧欣(5A)、呂詠萱(5A)、呂詠儀(5A)、 

呂錠琳(6A)、許倩雯(6B)、談博琳(6B)、 

王鶴靜(6B)、文潁詩(6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女甲團體第七名 翟詠詩(4A)、蔡倩怡(4A)、鄧穎琳(4A)、 

黃詩雅(4C)、陳心如(5A)、黃希兒(5A)、 

陳詩韻(5B)、陳嬿庭(5B)、劉芍盈(5B)、 

馬嘉琪(5C)、黃美玲(5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團體 

 

2nd Runner-up/ 

Bronze Medal 

 (季軍/銅牌得主)  

戴子怡 (3A)、湯善童 (3A)、陳可兒 (3B)、

張雪兒 (3B)、何嘉儀 (3B)、許倩盈  (3B)、

羅嘉欣 (3B)、蘇紫甄 (3B)、朱翠瑜  (3C)、

葉幸兒 (3C)、陳湘汶 (3E)、梁凱盈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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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陳衍霖 (4C)、羅嘉儀 (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50米背泳-冠軍、 

100米背泳-冠軍 

王家茵 (1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女子個人獎項 

女丙跳遠亞軍 

 

文卓琳(2A) 

 

 男乙 4x400米季軍 周家寶(2C) 

 男乙 4x400米季軍、 

男乙 800米季軍 

洪廸朗(3A) 

 女乙鉛球亞軍 湯善童(3A) 

 男乙 4x100米亞軍 董家輝(3A) 

 男乙 4x400米季軍 黃 進(3A) 

 女乙 4x100米亞軍 羅嘉欣(3B) 

 男乙 4x100米亞軍、 

男乙 200米季軍、 

男乙 100米亞軍 

石錦程(3B) 

 女乙跳遠亞軍、 

女乙 4x100米亞軍 

朱翠瑜(3C) 

 女乙 4x100米亞軍、 

女乙標槍亞軍 

葉幸兒(3C) 

 女乙 4x100米亞軍 陳湘汶(3E) 

 男乙 4x100米亞軍 張學文(4B) 

 男乙 4x400米季軍 許以信(4C) 

 男乙 4x100米亞軍 陳佑銘(4D) 

 男甲跳高亞軍 邱嘉禧(5E) 

 女甲 4x100米季軍 鄧穎琳(4A) 

 女甲 4x100米季軍 黃希兒(5A) 

 女甲 4x100米季軍 陳嬿庭(5B) 

 女甲 4x100米季軍 黃美玲(5C) 

   

   

   

   

   

   

   

   

   

   

   

   

   

(頁一至頁三已於頁一至頁三已於頁一至頁三已於頁一至頁三已於 2 月月月月 27 日家長日出日家長日出日家長日出日家長日出)   



4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 

全場總全場總全場總全場總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全場總全場總全場總全場總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00米冠軍 陳湘汶(3E) 

100米季軍 何昱瑩(1B) 

200米冠軍 文卓琳(2A) 

200米亞軍 陳湘汶(3E) 

400米冠軍 葉幸兒(3C) 

400米亞軍 文卓琳(2A) 

800米冠軍 許倩盈(3B) 

1500米冠軍 王家茵(1A) 

100米跨欄季軍 羅嘉欣(3B) 

跳遠冠軍 朱翠瑜(3C) 

跳遠亞軍 羅嘉欣(3B) 

跳高亞軍 朱翠瑜(3C) 

鉛球冠軍 湯善童(3A) 

鉛球季軍 何嘉儀(3B) 

鐵餅冠軍 戴子怡(3A) 

鐵餅亞軍 葉幸兒(3C) 

4x100米冠軍 羅嘉欣(3B)、朱翠瑜(3C)、葉幸兒(3C)、 

陳湘汶(3E) 

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 

女子初級組 

4x400米冠軍 許倩盈(3B)、張雪兒(3B)、文卓琳(2A)、

王家茵(1A) 

100米亞軍 黃希兒(5A) 

200米亞軍 陳嬿庭(5B) 

400米冠軍 黃美玲(5C) 

800米亞軍 陳衍霖(4C) 

1500米亞軍 陳衍霖(4C) 

100米跨欄冠軍 蔡金敏(5A) 

跳遠亞軍 鄧穎琳(4A) 

跳遠季軍 蔡金敏(5A) 

跳高冠軍 黃美玲(5C) 

跳高亞軍 陳心如(5A) 

鉛球季軍 呂詠儀(5A) 

鐵餅季軍 呂詠儀(5A) 

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 

女子高級組 

4x100米冠軍 鄧穎琳(4A)、黃希兒(5A)、陳嬿庭(5B)、

黃美玲(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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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第八屆聯校運動第八屆聯校運動第八屆聯校運動第八屆聯校運動會會會會 

女子高級組 

4x400米季軍 黎可淇(4A)、陳衍霖(4C)、劉芍盈(5B)、

馬嘉琪(5C) 

100米冠軍 石錦程(3B) 

100米季軍 董家輝(3A) 

200米冠軍 石錦程(3B) 

200米季軍 董家輝(3A) 

400米冠軍 周家寶(2C) 

800米冠軍 洪廸朗(3A) 

1500米冠軍 洪廸朗(3A) 

100米跨欄冠軍 阮智輝(3C) 

100米跨欄季軍 程澤濤(1E) 

跳遠亞軍 鄭智勇(3C) 

跳遠季軍 李澤軒(2E) 

跳高亞軍 勞海勤(3C) 

鉛球冠軍 郭其首(2C) 

鉛球亞軍 吳宗禧(3D) 

鐵餅冠軍 麥善雄(3D) 

4x100米冠軍 程澤濤(1E)、董家輝(3A)、石錦程(3B)、

陳有俊(3C) 

4x100米季軍 李澤軒(2E)、阮智輝(3C)、鄭志平(3D)、

鄭智勇(3C) 

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 

男子初級組團體冠軍 

 

4x400米冠軍 周家寶(2C)、洪廸朗(3A)、羅浩揚(3B)、 

勞海勤(3C) 

100米亞軍 邱嘉禧(5E) 

200米季軍 郭頌亭(5E) 

400米冠軍 梁新樂(4B) 

400米季軍 許以信(4C) 

800米亞軍 黃 進(3A) 

1500米亞軍 黃 進(3A) 

400米冠軍 梁新樂(4B) 

400米亞軍 張學文(4B) 

三級跳遠亞軍 張學文(4B) 

三級跳遠季軍 李樂心(4D) 

跳高冠軍 邱嘉禧(5E) 

跳高亞軍 翁梓鈞(4D) 

鉛球冠軍 鄭俊龍(4D) 

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 

男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鉛球季軍 陳灝鋒(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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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鐵餅冠軍 鄭俊龍(4D) 

鐵餅亞軍 談建東(4C) 

4x100米季軍 張學文(4B)、陳佑銘(4D)、邱嘉禧(5E)、 

郭頌亭(5E) 

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博愛醫院屬校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第八屆聯校運動會 

男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4x400米亞軍 黃 進(3A)、梁新樂(4B)、曾俊然(4C)、

許以信(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女子組全全全全年年年年總總總總錦標錦標錦標錦標 
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組 

總冠軍 趙佩雯(1B)、何昱瑩(1B)、陳飛燕(1C)、

李紫晴(1C)、陳巧瑩(1D)、陳涴琳(1E)、

張斯澄(2A)、郭巧琝(2A)、文卓琳(2A)、

伍芷欣(2D)、戴子怡(3A)、湯善童(3A)、

何嘉儀(3B)、許倩盈(3B)、羅嘉欣(3B)、

朱翠瑜(3C)、葉幸兒(3C)、陳湘汶(3E)、

鄧穎琳(4A)、羅嘉儀(4C)、陳芷淇(5A)、

蔡金敏(5A)、鍾巧欣(5A)、呂詠萱(5A)、

呂詠儀(5A)、呂錠琳(6A)、許倩雯(6B)、

談博琳(6B)、王鶴靜(6B)、文潁詩(6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冠軍/金牌得主 戴子怡(3A)、湯善童(3A)、何嘉儀(3B)、

許倩盈(3B)、羅嘉欣(3B)、朱翠瑜(3C)、

葉幸兒(3C)、陳湘汶(3E)、羅嘉儀(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一組) 

女子乙組 

優異 戴子怡(3A)、湯善童(3A)、何嘉儀(3B)、

許倩盈(3B)、羅嘉欣(3B)、朱翠瑜(3C)、

葉幸兒(3C)、陳湘汶(3E)、羅嘉儀(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丙組 

亞軍/銀牌得主 趙佩雯 (1B)、何昱瑩(1B)、陳飛燕(1C)、

李紫晴(1C)、陳巧瑩(1D)、陳涴琳(1E)、

張斯澄(2A)、郭巧琝(2A)、文卓琳(2A)、

伍芷欣 (2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一組) 

女子丙組 

優異 趙佩雯 (1B)、陳飛燕(1C)、陳詠詩(1C)、

李紫晴(1C)、徐雪瑩(1C)、邱芷琳(1C)、

陳巧瑩(1D)、鄭 絲(1E)、張斯澄(2A)、

文卓琳(2A)、伍芮瑩 (2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沙田及西貢區)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 

男子丙組 

團體殿軍 謝信賢(1A)、譚銳沖(1D)、郭政亨(1E)、

譚銳添(1E)、王浩霖(2A)、陳耀朗(2B)、

屈頌謙(2B)、許梓泓(2C)、盧錦銓(2D) 

屈智聰(2D)、李澤軒(2E) 

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 

2015/16 香港機關王競賽 

冠軍/金牌得主 

最具創意奬 

陳耀宇(4A)、韓夢華(4A)、黎可淇(4A)、

吳柏儒(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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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ASME Hong Kong , 

Hong Kong Branch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 2016 

太陽能船設計比賽 

 

最佳效率設計獎 

季軍 

戴偉浩(4A)、廖詩瑤(4B)、宋永輝(4B)、

王詠淇(4B) 

香港中學校長會香港中學校長會香港中學校長會香港中學校長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學者協會香港學者協會香港學者協會香港學者協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 

2016趣味科學比賽 –《成在錙銖》 

 

高班組浮動級 

最佳工藝獎  

梁昭琪(4A)、黃浩然 (4A) 

GNET STAR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銅獎 李卓南(2B)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香港當代藝術學院香港當代藝術學院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少年 A 組素描 

季軍 

李卓南(2B)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 

「大放義彩」義工訓練及實踐計劃 

金獎及書券 

金獎及書券 

銀獎 

金獎及書券 

書券 

何兆峰(4A) 

林恩妍(5B) 

張翠瑩(5B) 

陳慧筠(5B) 

潘肖如(5B) 

 

「「「「凝凝凝凝，，，，音樂坊音樂坊音樂坊音樂坊 Da Capo Music」」」」 

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 

結他獨奏  

冠軍  

 

劉嘉興 (3E)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兒童中國兒童中國兒童中國兒童

戲劇研究會戲劇研究會戲劇研究會戲劇研究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 

第十二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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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梓熙(2A)、黃國銘(2B)、張小雪(3A)、

劉岱岭(3B)、葉慧婷(3B)、吳繕妤(3B)、

何兆峰(4A)、黎可淇(4A)、黃浩然(4A)、

何龍生(4B)、李耀明(4B)、王進傑(5A)、

蔡宇軒(5E) 

 

陳心如(5A)(司琴)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兒童中國兒童中國兒童中國兒童

戲戲戲戲劇研究會劇研究會劇研究會劇研究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 

第十二屆《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 香港區賽 

團體合唱(少年組) 

 

 

 

 

 

亞軍 

楊寶儀(1C)、吳卓妍(2A)、陳芷恩(2B)、

李潔虹(2B)、潘祖瑩(2B)、周詠茵(2C)、

呂嘉穎(3B)、蘇紫甄(3B)、陳思穎(4D)、

黎欣旗(5B) 

 

陳心如(5A)(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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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兒童中國兒童中國兒童中國兒童

戲劇研究會戲劇研究會戲劇研究會戲劇研究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教育事業促進會 

第十二屆《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 香港區賽 

獨唱(少年組) 

 

 

 

 

亞軍 

 

 

 

 

葉慧婷(3B) 

 

符文詩(4A) (司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事務處音樂事務處音樂事務處音樂事務處 

音樂‧動力 學校聯演 

「魅力台風表現獎」

及 

「傑出表演獎」 

方恩琳(1A)、簡嘉曦(1A)、司徒偉傑(1A)、

鄧子聰(1A)、蔡嘉偉(1A)、曾嘉雯(1A)、

王家茵(1A)、陳雅柔(1B)、黎瑋樂(1B)、

彭星霖(1B)、曾宇聰(1B)、陸兆熙(1C)、

譚嘉俊(1C)、徐雪瑩(1C)、黃卓軒(1C)、

黃可璇(1C)、楊寶儀(1C)、洪仟穎(1D)、

冼恩儀(1D)、鄧嘉文(1D)、鄭銀紫(1D)、

曾惠琳(1D)、江美樺(2A)、譚子欣(2A)、

吳卓妍(2A)、黃琛如(2A)、楊梓熙(2A)、

翁天溢(2A)、林雪晴(2B)、李潔虹(2B)、

盧淑婷(2B)、潘祖瑩(2B)、黃國銘(2B)、

何樂兒(2C)、梁嘉儀(2C)、鄧詠禧(2C)、

王艷浩(2C)、劉緻琛(2D)、伍芷欣(2D)、

張小雪(3A)、余紫瑩(3A)、劉岱岭(3B)、

呂嘉穎(3B)、蘇紫甄(3B)、葉慧婷(3B)、

吳繕妤(3B)、張紫澄(3D)、楊芷珊(3D)、

黎可淇(4A)、黃浩然(4A)、何兆峰(4A)、

何龍生(4B)、許輝龍(4B)、李耀明(4B)、

陳思穎(4D)、王進傑(5A)、蔡宇軒(5E)、

郭珮沂(2D) 

 

符文詩(4A)(司琴)、吳天慧(4A)(司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 

季軍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方天豪(5A) 

陳彥舫(4A)、林志暉(5A)、陳嘉琪(5B) 

鄭 絲(1E)、王浩霖(2A)、林雪晴(2B)、

蔡迦慧(5B)、江道權(5B)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及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及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及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及    

香港資優教師協會香港資優教師協會香港資優教師協會香港資優教師協會    

香港資優創意繪畫大賽 2016    

亞軍  利其謙(1C) 

沙田崇真學校及沙田崇真學校及沙田崇真學校及沙田崇真學校及「「「「言論自由行言論自由行言論自由行言論自由行」」」」    

「拍住上﹕中小學辯論賽」    

優勝隊伍、 

最佳合作 

 

最佳辯論員、 

最佳回應 

蘇彧澔(2A)、譚子欣 (2A)、鄧沛如 (2A)、

陳依琳 (2B)、林雪晴(2B)、陳偉樂 (2D) 

 

譚子欣 (2A)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郭泯君(1A)、劉柏明(1A)、梁卓軒(1A)、

梁森勇(1A)、莫兆樑(1A)、方錦濠(2B)、

蘇紫甄(3B)、譚喜謙(3B)、黃星華(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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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李耀明(4B)、宋永輝(4B)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有限公司數理教育學會有限公司數理教育學會有限公司數理教育學會有限公司 

2015/16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參與證書 陳嘉奕(1B)、韋健行(1B)、陳耀朗(2B)、

方錦濠(2B)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友愛同行 無毒社區攝影比賽 

 

入選入圍作品 狄俊賢(2C) 

Hong Kong Biolog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15/2016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Merit 林振權(5A) 

ASME, Hong Kong Branch, HKI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Young Inventor Competition 2016 

 

Certificate of Award 戴偉浩(4A)、廖詩瑤(4B)、宋永輝(4B)、

王詠琪(4B)、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 

沙田區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 十大傑出學

生團隊競賽 

得奬隊伍 

黎可淇(4A) 

台灣中華數學協會台灣中華數學協會台灣中華數學協會台灣中華數學協會 

2016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 

 

(中學一年級組) 

三等獎 

梁森勇(1A) 

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 

青 TEEN 講場 2015 –  

「私隱解碼」法律情景角色演繹比賽 

 

卓越成績 -  

最具邏輯思維獎 

馬正宇(3B)、黎可淇(4A)、趙宏軒(4B)、

陳芷淇(5A)、林振權(5A)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校際朗誦節 – 英文朗誦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鄧子聰(1A)、羅鎂瑩(1C)、莊宇桐(1D)、

陳衍樂(1E)、鄺湋竣(2B)、鍾鎧恩(3A)、

顧恭豪(3A)、楊 宗(3A)、羅嘉欣(3B)、

馬正宇(3B)、蘇紫甄(3B)、吳繕妤(3B)、

汪景峯(3C)、何兆峰(4A)、黎可淇(4A)、

梁昭琪(4A)、梁皓然(4A)、梁凱盈(4A)、

鄧穎琳(4A)、李穎琳(4B)、廖詩瑤(4B)、

王詠淇(4B)、陳芷淇(5A) 

郭珮沂(2D)、伍芷欣(2D)、屈智聰(2D)、

陳之寧(6D)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九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團體合唱(少年組) 

冠軍 楊寶儀(1C)、洪仟穎(1D)、楊梓熙(2A)、

黃國銘(2B)、張小雪(3A)、葉慧婷(3B)、

吳繕妤(3B)、蘇紫甄(3B)、何兆峰(4A)、

黃浩然(4A)、李耀明(4B)、何龍生(4B)、

王進傑(5A)、蔡宇軒(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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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司琴：陳心如(5A)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九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團體合唱(少年組) 

亞軍 簡嘉曦(1A)、曾嘉雯(1A)、方恩琳(1A)、

彭星霖(1B)、曾宇聰(1B)、鄭銀紫(1D)、

曾惠琳(1D)、吳卓妍(2A)、李潔虹(2B)、

盧淑婷(2B)、何樂兒(2C)、梁嘉儀(2C)、

呂嘉穎(3B)、陳思穎(4D) 

司琴：陳心如(5A)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九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獨唱(少年組) 

冠軍 

亞軍 

嘉許證書 

王進傑(5A)   司琴：陳心如(5A) 

楊梓熙(2A)   司琴：陳心如(5A) 

葉慧婷(3B)   司琴：符文詩(4A)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14歲或以下女聲獨唱(普通話歌曲) 

亞軍 

季軍 

優良獎狀 

 

洪仟穎(1D)、劉岱岭(3B) 

楊寶儀(1C) 

鄭銀紫(1D)、吳卓妍(2A)、張小雪(3A)、

葉慧婷(3B) 

司琴：符文詩(4A)、朱皓林(4A) 

14歲或以下男童聲獨唱 

(普通話歌曲) 

優良獎狀 簡嘉曦(1A)、彭星霖(1B)、曾宇聰(1B) 

司琴：姚智筠(5B)、吳天慧(4A) 

鋼琴第七級獨奏 優良獎狀 李珈欣(4A) 

鋼琴第六級獨奏 優良獎狀 陳穎甜(3A)、符文詩(4A) 

結他中級組獨奏 優良獎狀 劉嘉興(3E) 

14歲或以下高音木笛獨奏 良好獎狀 蔡嘉偉(1A)、鄧子聰(1A)、鄧悅翹(1B) 

司琴：姚智筠(5B)、吳天慧(4A) 

小號初級組獨奏 良好獎狀 黎可淇(4A) 

古箏初級組獨奏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陳可兒(3B) 

徐梓淇(3C)、廖詩瑤(4B) 

柳琴初級組獨奏 良好獎狀 梁嘉儀(2C) 

揚琴初級組獨奏 良好獎狀 徐曉汶(4A) 

弦樂獎學金 優良獎狀 陳心如(5A) 

本校圖書館本校圖書館本校圖書館本校圖書館、、、、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 

哈佛圖書獎：大獎 

優異獎 

呂詠儀(5A) 

林志暉(5A)、蔡金敏(5A)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中學生龍虎榜 – 讀後感比賽 

初中組推薦獎 

高中組推薦獎 

楊梓熙(2A) 

林振權(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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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香港學界舞蹈協會香港學界舞蹈協會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現代舞比賽 

甲級獎 譚子欣(2A)、林雪晴(2B)、陳慧怡(3A)、

鍾鎧恩(3A)、徐梓淇(3C)、羅雪寧(3D)、

魯珉軒(3E)、陳彥舫(4A)、符文詩(4A)、

梁皓然(4A)、周思韻(4B)、韓文佩(4B)、

許輝龍(4B)、劉穎恩(4B)、黃詠欣(4B)、

黃諾瑤(4C)、江道權(5B)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世界公民獎勵計劃 

銅獎 楊梓熙(2A)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與你同行」獎勵計劃 2016 

嘉許證書 曾嘉雯(1A)、莊宇桐(1D)、禤皓熙(2A) 、 

周家寶(2C)、戴子怡(3A)、陳湘汶(3E) 、 

黎可淇(4A)、李穎琳(4B) 、陳芷淇(5A)、 

任振滔(5E)、王鶴靜(6B)、劉紫園(6D)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HKMO)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三等獎 梁森勇(1A) 、朱文迪(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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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普及閱讀計劃 

青章 陳妙芯(1A)、陳妙然(1A)、陳慧文(1A)、

陳銳軒(1A)、周文信(1A)、方恩琳(1A)、

詹翔任(1A)、簡嘉曦(1A)、郭泯君(1A)、

郭珮琪(1A)、劉柏明(1A)、羅佳朗(1A)、

李晉尚(1A)、梁卓軒(1A)、梁森勇(1A)、

廖梓淇(1A)、廖仁福(1A)、麥璟霖(1A)、

莫兆樑(1A)、蘇國鉅(1A)、司徒偉傑(1A)、

鄧芊穎(1A)、鄧子聰(1A)、蔡嘉偉(1A)、

曾嘉雯(1A)、謝信賢(1A)、王家茵(1A)、

王嘉瑩(1A)、吳虹穎(1A)、陳雅柔(1B)、

陳韋利(1B)、陳奕嘉(1B)、張銘揚(1B)、 

趙佩雯(1B)、何嘉敏(1B)、何沚寯(1B)、

何昱瑩(1B)、鄺閏誠(1B)、黎瑋樂(1B)、

李振泰(1B)、李沛雯(1B)、梁俊聰(1B)、

羅鍵峰(1B)、呂奕彥(1B)、梅美姸(1B)、

吳浩天(1B)、伍啓聰(1B)、伍子泓(1B)、

柯佩琳(1B)、彭星霖(1B)、戎大鴻(1B)、

鄧悅翹(1B)、曾梓彬(1B)、曾宇聰(1B)、

韋健行(1B)、王榮達(1B)、汪敬恩(1B)、

黃善本(1B)、葉韋岐(1B)、余嘉誠(1B)、

陳子華(1C)、陳飛燕(1C)、陳嘉燁(1C)、

陳冠峰(1C)、陳詠詩(1C)、周超鴻(1C)、

張凱晴(1C)、林遨然(1C)、林一峰(1C)、

劉正嵐(1C)、羅鎂瑩(1C)、利其謙(1C)、

李紫晴(1C)、梁惠瑩(1C)、李迎璋(1C)、

陸兆熙(1C)、蘇靖嵐(1C)、蘇啓進(1C)、

譚嘉俊(1C)、湯子欣(1C)、徐雪瑩(1C)、

黃卓軒(1C)、黃可璇(1C)、邱芷琳(1C)、

楊寶儀(1C)、區城俊(1D)、陳巧瑩(1D)、

陳俊翔(1D)、莊宇桐(1D)、周曉烽(1D)、

馮俊耀(1D)、洪仟穎(1D)、江穎臻(1D)、

郭籽言(1D)、林俊傑(1D)、冼恩儀(1D)、

譚銳沖(1D)、鄧嘉文(1D)、鄭銀紫(1D)、

曾惠琳(1D)、徐銘軒(1D)、王彩妮(1D)、

胡婥琳(1D)、屈智朗(1D)、陳衍樂(1E)、

陳泇璇(1E)、陳梓燿(1E)、陳涴琳(1E)、

鄭 絲(1E)、程澤濤(1E)、何立康(1E)、

何慧婷(1E)、孔婉婷(1E)、郭政亨(1E)、

李文浩(1E)、林詠嫺(1E)、盧錦嬅(1E)、

蘇智賢(1E)、譚銳添(1E)、曾世東(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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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普及閱讀計劃 

藍章 歐幸琳(2A)、陳俊諺(2A)、陳希庭(2A)、

張斯澄(2A)、馮雅文(2A)、韓善文(2A)、

禤皓熙(2A)、江美樺(2A)、江逸明(2A)、

關詠賢(2A)、郭巧琝(2A)、賴懷真(2A)、

李紀賢(2A)、麥凱楊(2A)、文卓琳(2A)、

吳卓妍(2A)、吳梓新(2A)、伍芮瑩(2A)、

顏綽男(2A)、蘇彧澔(2A)、譚凱盈(2A)、

譚子欣(2A)、鄧沛如(2A)、曹美怡(2A)、

王浩霖(2A)、王景熙(2A)、黃筠焯(2A)、 

黃琛如(2A)、叶騰龍(2A)、楊梓熙(2A)、

楊芷菱(2A)、翁天溢(2A)、陳易晞(2B)、

陳詩琪(2B)、陳芷恩(2B)、陳依琳(2B)、

陳耀朗(2B)、周玉萍(2B)、朱文廸(2B)、

方錦濠(2B)、韓文龍(2B)、鄺湋竣(2B)、

林雪晴(2B)、劉啟康(2B)、羅卓民(2B)、

李潔虹(2B)、李嘉聰(2B)、李銘均(2B)、

李子健(2B)、廖子君(2B)、盧淑婷(2B)、

麥孝維(2B)、吳穎豪(2B)、潘祖瑩(2B)、

蘇睿康(2B)、譚頌雯(2B)、鄧振翹(2B)、

屈頌謙(2B)、黃俊然(2B)、黃國銘(2B)、

黃峻庭(2B)、余健森(2B)、陳雪盈(2C)、

周家寶(2C)、蔡承佑(2C)、周浩賢(2C)、

鍾穎欣(2C)、鍾瑩瑩(2C)、狄俊賢(2C)、

方嘉樂(2C)、何樂兒(2C)、許梓泓(2C)、

郭其首(2C)、劉梓鋒(2C)、梁嘉儀(2C)、

李潔盈(2C)、蘇志威(2C)、鄧詠禧(2C)、

刁凌進(2C)、徐傑軒(2C)、黃愷潼(2C)、

王栢熹(2C)、王艷浩(2C)、葉游揚(2C)、

周詠茵(2C)、李 浩(2C)、陳曉榆(2D)、

陳啟聰(2D)、陳偉樂(2D)、鄭明楷(2D)、

何卓然(2D)、郭珮沂(2D)、林奕希(2D)、

盧錦銓(2D)、莫浩然(2D)、吳国暉(2D)、

伍芷欣(2D)、潘映蒨(2D)、丁浩然(2D)、

王浩銘(2D)、王珮琪(2D)、屈智聰(2D)、

余嘉琪(2D)、歐陽兆東(2E)、陳淑欣(2E)、

曹興杰(2E)、周瀚民(2E)、何志良(2E)、

鄺志和(2E)、林枳榤(2E)、李澤軒(2E)、

梁志恒(2E)、李憲龍(2E)、李嘉淇(2E)、

文仲豪(2E)、曾曉琳(2E)、王潼潼(2E)、

邱浚祺(2E)、葉富銓(2E)、原綺鏵(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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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校外獎項 
(截止 2016年 6月 27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人員專業協會人員專業協會人員專業協會 

普及閱讀計劃 

紫章 陳頌琳(3A)、陳凱珊(3A)、陳慧怡(3A)、

陳穎甜(3A)、周卓盈(3A)、張倬斌(3A)、

張小雪(3A)、鍾鎧恩(3A)、范志謙(3A)、

馮浩然(3A)、何俊晞(3A)、許莉容(3A)、

洪廸朗(3A)、顧恭豪(3A)、郭庭深(3A)、

劉文希(3A)、梁詠茵(3A)、梁穎彥(3A)、

蒙家寶(3A)、戴子怡(3A)、湯善童(3A)、 

董家輝(3A)、溫祖立(3A)、黃 進(3A)、

黃龍媖(3A)、尤倩茵(3A)、余彩芝(3A)、

楊 宗(3A)、余紫瑩(3A)、袁煒燊(3A)、

陳志衡(3B)、陳可兒(3B)、陳映銣(3B)、

張雪兒(3B)、程貴康(3B)、招凱迪(3B)、

莊晙霖(3B)、何嘉儀(3B)、何旻晉(3B)、

許卓謙(3B)、許倩盈(3B)、葉頌豪(3B)、

黎俊頴(3B)、林子琪(3B)、劉岱岭(3B)、

羅嘉欣(3B)、羅浩揚(3B)、呂嘉穎(3B)、

雷天朗(3B)、馬正宇(3B)、吳卓峯(3B)、

石錦程(3B)、岑浩鋒(3B)、薛智軒(3B)、

蘇紫甄(3B)、譚喜謙(3B)、謝嘉華(3B)、

韋嘉妍(3B)、葉慧婷(3B)、姚智耀(3B)、

陳有俊(3C)、徐梓淇(3C)、鄭智勇(3C)、

張珈烽(3C)、周凱恒(3C)、朱翠瑜(3C)、

方衍驊(3C)、方綺紅(3C)、香柏希(3C)、

葉幸兒(3C)、林茵(3C)、李康華(3C)、

梁俊(3C)、梁曉瑩(3C)、梁家略(3C)、

梁籽蕎(3C)、梁偉明(3C)、勞海勤(3C)、

馬俊杰(3C)、麥景竣(3C)、翁柳菁(3C)、

張紫澄(3D)、許靖瑜(3D)、吳宗禧(3D)、

陳湘汶(3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