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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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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2月 10日)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燕然基金會及新界校長會 合辦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年「燕然盃」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周年 

學生徵文比賽 

高中組亞軍 孫偉權(5B)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菁英盃」作文比賽（初賽） 

一等獎 呂偉彬(4A) 

二等獎 馮菻深(3A)、林心萍(3B)、李佳堂(4A)、廖梓鋒(4B) 

三等獎 林肖祥(3A)、楊泳愉(3A)、蔡逸桐(4A)、譚㼆(4A)、 

黃暐晴(4A)、盧傳慧(4B)、孫偉權(5B)、江柏成(5C)、

劉柏彤(6B)、謝皖希(6B)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教育局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21-22)(8月) 

表揚獎及中華文化獎 吳子熹(3A) 

二等獎 馮菻深(3A) 

奧冠教育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 2022 

（香港賽區） 

三等獎 袁梓朗(2B)、馮菻深(3A)、林肖祥(3A)、許琬琳(3B)、

黎梓源(3B)、梁浩軒(3B)、陳銘鋒(4A)、羅穎龍(4A)、

陳嘉兒(5B)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 15 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視

頻) (21-22)(7月) 

S.1-S.3 管樂獨奏(色士風) 

優秀(金獎) 

陳世鎏(2A) 

S.1-S.3五級(鋼琴) 

冠軍 

黃少游(2B) 

S.1-S.3弓弦樂獨奏(小提琴)  

優秀(銅獎) 
陳樂蕎(4A) 

S.1-S.3獨奏(鋼琴) 

優秀(銅獎) 

許嘉欣(4A) 

S.1-S.3獨唱 

優秀(金獎) 

李佳堂(4A) 

高中組(二人合唱) 

優秀(金獎) 

李阡柔(6C)、黃詠恩(6C) 

高中組(二人合唱) 

優秀(銀獎) 

黃少游(2B)、張楚兒(2B) 

高中組(團體合唱) 

優秀(金獎) 

歌詠小組:Wishes    歌曲：大海啊，故鄉 

張詠欣(3A)、黃子晴(3B)、趙玥晴(3C)、錢熹(5A)、 

鄭仲寶(5E)、袁凱姸(5E)、黃詠恩(6C)、徐佩雯(6D) 

李日正(6A)(司琴) 

亞太優才發展協會主辦 

第二屆青年兒童音樂大賽 2022 

(線上賽) (21-22)(7月) 

校際及考級曲目(二級)

結他獨奏(銀獎) 

黃芷柔(3B) 

少年高級組(15-17歲) 

獨唱(銅獎) 

黃詠恩(6C) 

少年高級組(15-17歲) 

揚琴獨奏(金獎) 

許鈺瑩(5C)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Pok Oi Hospital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校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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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第二屆 香港學界音樂家大賽 2022 

(線上賽) 

高級組(色士風)獨奏 

金獎 

陳世鎏(1C) 

少年初級組(小提琴)獨奏 

優異獎 
陳樂蕎(3A) 

少年初級組(鋼琴)獨奏 

優異獎 

許嘉欣(3A)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石安山(3A) 

少年初級組獨唱 

銅獎 

岑欣桐(4B) 

少年高級組獨唱 

銀獎 

劉俊希(4E) 

中學組弦樂合奏 

銅獎 

歌曲：Cannon in D 

譚凱晴(2E)、鄭仲安(2E)、陳樂蕎(4A)、徐凱琳(4A)、 

姚舒喬(4B)、鄭竣軒(4B)、黃詠珩(4C)、陳嘉兒(5B)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中一至中二組(12-13歲) 

木管樂(色士風)冠軍 

陳世鎏(2A) 

中三至中六組(獨唱) 

銀獎 

黃詠恩(6C) 

中三或以上 

中樂(揚琴) 銀獎 

許鈺瑩(5C) 

中三或以上 

弦樂(小提琴)銅獎 

陳樂蕎(4A) 

高中組(二人合唱) 

銀獎 

李阡柔(6C)、黃詠恩(6C) 

合奏中學組(聲樂合唱) 

銀獎 

歌曲：大海啊，故鄉 

張詠欣(3A)、黃子晴(3B)、趙玥晴(3D)、錢熹(5A)、 

鄭仲寶(5E)、袁凱姸(5E)、黃詠恩(6C)、徐佩雯(6D) 

李日正(6A)(司琴) 

樂團中學組-聲樂合唱

(歌詠團) 

銀獎、 

最優秀學校、 

最踴躍參與學校 

歌曲：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原士強(2A)、王柏燊(2A)、趙芷莙(2A)、黃少游(2B)、

張楚兒(2B)、賀芯儀(2C)、何卓軒(2C)、李卓耀(2D)、

張詠欣(3A)、黎樂堯(3A)、黃子晴(3B)、陳心怡(3B)、

趙玥晴(3C)、林知淳(3C)、楊錦煊(3D)、陳廸朗(3D)、

林祉澄(4A)、徐凱琳(4A)、楊子熙(4A)、陳嘉柏(4B)、

岑欣桐(4B)、廖梓鋒(4B)、楊新佩(4B)、黃詠珩(4C)、

李卓楠(4C)、黎耀柏(4D)、徐智霖(4C)、錢熹(5A)、 

陳嘉兒(5B)、梁宇程(5A)、鄧苑珊(5B)、謝敬軒(5B)、

彭智新(5C)、何浩霖(5C)、孫麗婷(5C)、鄭仲寶(5E)、

袁凱姸(5E)、李日正(6A)、黃詠恩(6C)、徐佩雯(6D) 

樂團中學組(弦樂團) 

銀獎 

歌曲：《永遠常在》 

譚凱晴(2E)、鄭仲安(2E)、陳浠(3B)、梁籽榆(3B)、 

譚欣兒(3C)、楊錦煊(3D)、陳樂蕎(4A)、譚㼆(4A)、 

徐凱琳(4A)、姚舒喬(4B)、鄭竣軒(4B)、黃詠珩(4C)、

陳嘉兒(5B)、區詠妍(6B)、韓美欣(6B) 

樂團中學組(管樂隊) 

銀獎 

歌曲：Aura Lee 

趙芷莙(2A)、陳世鎏(2A)、余智傑(3B)、余慇桐(3E)、

黎芷怡(4A)、陳嘉怡(5A)、陳朗其(5A)、易甘棠(5A)、

羅晉鏗(5B)、趙麗敏(5C)、何永鋮(5C)、石晉昆(5C)、

孫麗婷(5C)、謝穎妤(5C)、蔡樹洋(6B) 

樂團中學組(中樂團) 

銀獎 

歌曲：阿里山的姑娘 

林子琪(3A)、曾樂霖(3B)、黎梓源(3B)、梁芷珊(3B)、

楊子熙(4A)、温玟慧(4A)、黃芷晴(4C)、梁曉桐(4D)、

謝敬軒(5B)、許鈺瑩(5C)、劉珮瑩(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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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 

2022 粵港澳大灣區正能量歌唱大賽

(香港區賽) 

中學演奏組(鋼琴) 

冠軍 

許嘉欣(4A) 

中學演奏組(色士風) 

冠軍 

陳世鎏(2A) 

中學演奏組(電結他) 

季軍 

陳嘉栢(4B) 

中學演唱組(獨唱) 

亞軍 

李卓耀(2D) 

中學演唱組(獨唱) 

季軍 

何卓軒(2C) 

中學演奏組(鋼琴、小提琴)

季軍 
陳樂蕎(4A)、許嘉欣(4A) 

中學演奏組(二胡、揚琴) 

優異獎 
林子琪(3A)、楊泳愉(3A) 

中學演奏組(小提琴) 

優異獎 

陳樂蕎(4A) 

中學演唱組(獨唱) 

優異獎 

李佳堂(4A) 

中學演奏組(二胡、揚琴) 

優異獎 
林子琪(3A) 

中學合唱 

季軍 

黃少游(2B)、張楚兒(2B) 

中學合唱 

季軍 

李阡柔(6C)、黃詠恩(6C) 

中學組演奏組(中樂器) 

季軍 

歌曲：阿里山的姑娘 

林子琪(3A)、曾樂霖(3B)、黎梓源(3B)、梁芷珊(3B)、

楊子熙(4A)、温玟慧(4A)、黃芷晴(4C)、梁曉桐(4D)、

謝敬軒(5B)、許鈺瑩(5C)、劉珮瑩(6C) 

中學組合唱 

優異獎 

歌詠小組:Wishes    歌曲：大海啊，故鄉 

張詠欣(3A)、黃子晴(3B)、趙玥晴(3C)、錢熹(5A)、 

鄭仲寶(5E)、袁凱姸(5E)、黃詠恩(6C)、徐佩雯(6D) 

李日正(6A)(司琴) 

中學組演奏組(弦樂) 

優異獎 

歌曲：《永遠常在》 

譚凱晴(2E)、鄭仲安(2E)、陳  浠(3B)、梁籽榆(3B)、

譚欣兒(3C)、楊錦煊(3D)、陳樂蕎(4A)、譚  㼆(4A)、

徐凱琳(4A)、姚舒喬(4B)、鄭竣軒(4B)、黃詠珩(4C)、

陳嘉兒(5B)、區詠妍(6B)、韓美欣(6B) 

中學組演奏組(管樂) 

優異獎 

歌曲：Aura Lee 

趙芷莙(2A)、陳世鎏(2A)、余智傑(3B)、余慇桐(3E)、

黎芷怡(4A)、陳嘉怡(5A)、陳朗其(5A)、易甘棠(5A)、

羅晉鏗(5B)、趙麗敏(5C)、何永鋮(5C)、石晉昆(5C)、

孫麗婷(5C)、謝穎妤(5C)、蔡樹洋(6B)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主辦 

聯校音樂大賽 2022 

中學(歌唱組) 

銅獎 

徐智霖(4C) 

中學合奏(弦樂團) 

銅獎 

譚凱晴(2E)、鄭仲安(2E)、陳樂蕎(4A)、徐凱琳(4A)、

姚舒喬(4B)、鄭竣軒(4B)、黃詠珩(4C)、陳嘉兒(5B) 

中學合唱 

銀獎 

歌詠小組:Wishes    歌曲：大海啊，故鄉 

李日正(6A)(司琴) 

張詠欣(3A)、黃子晴(3B)、趙玥晴(3C)、錢  熹(5A)、

鄭仲寶(5E)、袁凱姸(5E)、黃詠恩(6C)、徐佩雯(6D) 

中學合唱小組(歌詠團) 

銀獎 

李日正(6A)(司琴) 

何卓軒(2C)、張詠欣(3A)、黎樂堯(3A)、黃子晴(3B)、

林知淳(3C)、趙玥晴(3C)、岑欣桐(4B)、梁宇程(5A)、

錢  熹(5A)、陳嘉兒(5B)、鄧苑珊(5B)、謝敬軒(5B)、

彭智新(5C)、何浩霖(5C)、孫麗婷(5C)、鄭仲寶(5E)、

袁凱姸(5E)、黃詠恩(6C)、徐佩雯(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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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中區 x 秀荗坪區少年警訊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 73周年 

團體花劍 劍擊邀請賽 

季軍 宋旻韜(1A) 

香港劍擊學院香港劍擊學院第三季劍

擊比賽 

U17男子重劍 

季軍 

徐逸熹(5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沙西區校際籃球比賽男子甲組(第一

組) 

冠軍 李雲軒(4E)、梁永健(5B)、陳迪煌(5C)、古栩維(5D)、

蘇嘉偉(5E)、葉尤榮(5E)、余俊宏(5E)、謝韞軾(5E)、

周耀榮(6B)、鍾柏淘(6C)、羅智森(6D)、孫梓烽(6D)、

羅智粮(6E)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 

校際游泳比賽 

男乙 100 米蛙式 

季軍 

陳子鋒(4B) 

男乙 200 米蛙式 

殿軍 

陳子鋒(4B) 

男丙 50米蛙式 

殿軍 

尹孝禮(2C) 

大北體育會 

北區青少年手球錦標賽女子七人手球

賽(金盃組) 

亞軍 蕭曉恩(2D)、黎梓源(3B)、鍾梓珊(4B)、周焯嵐(4C)、

卓樂兒(4D)、劉凱雯(5C)、孫麗婷(5C)、方慧瑩(5D)、

彭子慧(5E) 

加非體育會 

2022第一屆手球四角聯賽 

季軍 蔡舒楹(1C)、韋綽瑩(2A)、陳雅詩(2B)、甘穎橦(2D)、

蕭曉恩(2D)、黎梓源(3B)、周焯嵐(4C)、劉紫盈(4C)、

卓樂兒(4D)、劉凱雯(5C)、方慧瑩(5D)、彭子慧(5E)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2022-2023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甲組 

季軍 周焯嵐(4C)、卓樂兒(4D)、鍾翠珊(5B)、劉凱雯(5C)、

劉祉攸(5C)、孫麗婷(5C)、張靜雯(5C)、方慧瑩(5D)、

彭子慧(5E) 

新界喇沙中學 

手球錦標賽 女子青年草地七人手球賽

(金盃組) 

冠軍 翁雅雯(1A)、韋綽瑩(2A)、陳雅詩(2B)、何芷晴(2D)、

甘穎橦(2D)、麥曉晴(2D)、黎梓源(3B)、謝詠彤(3B)、

蔡梓鎣(3B)、温苑琪(4B)、周焯嵐(4C)、劉紫盈(4C)、

卓樂兒(4D)、劉凱雯(5C)、孫麗婷(5C)、方慧瑩(5D)、

彭子慧(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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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團體總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團體冠軍 

女子團體總亞軍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團體第五名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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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殿軍 魏俊達(5C) 

400米 冠軍 楊翰威(5B) 

400米 殿軍 謝韞軾(5E) 

800米 季軍 謝韞軾(5E) 

鉛球 亞軍 羅智森(6D) 

鉛球 季軍 李耀中(6A) 

鐵餅 冠軍 羅智森(6D) 

標槍 季軍 蘇嘉偉(5E) 

跳高 亞軍 葉尤榮(5E) 

三級跳 季軍 鍾柏淘(6C) 

400米跨欄 冠軍 楊翰威(5B) 

4X100 米接力 亞軍 魏俊達(5C)、古栩維(5D)、余俊宏(5E)、鍾柏淘(6C) 

4X400 米接力 冠軍 李雲軒(4E)、楊翰威(5B)、謝韞軾(5E)、葉尤榮(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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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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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殿軍 嚴智耀(4D) 

200米 冠軍 卓鈞賢(4E) 

200米 殿軍 嚴智耀(4D) 

400米 冠軍 卓鈞賢(4E) 

800米 亞軍 袁心友(3C) 

1500米 季軍 袁心友(3C) 

3000米 殿軍 張志越(3E) 

鉛球 冠軍 袁傲朗(4E) 

鐵餅 冠軍 袁傲朗(4E) (破紀錄) 

鐵餅 季軍 莫若行(4C) 

跳高 冠軍 李文朗(2E) 

跳高 殿軍 林滋恩(3E) 

跳遠 冠軍 李文朗(2E) 

三級跳 殿軍 林滋恩(3E) 

100米跨欄 殿軍 朱嘉棋(3B) 

4X100 米接力 亞軍 李焯熙(2D)、朱嘉棋(3B)、林滋恩(3E)、嚴智耀(4D) 

4X400 米接力 冠軍 李文朗(2E)、袁心友(3C)、徐智霖(4C)、卓鈞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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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殿軍 宋梓輝(1C) 

200米 亞軍 宋梓輝(1C) 

200米 季軍 劉昊臨(1E) 

400米 冠軍 吳柏其(1B) 

800米 季軍 陳滙峯(1A) 

1500米 季軍 陳滙峯(1A) 

鉛球 冠軍 林澤鈞(2D) 

跳遠 季軍 劉宇琛(1D) 

100米跨欄 季軍 黃樂政(1D) 

100米跨欄 殿軍 林澤鈞(2D) 

4X100 米接力 亞軍 陳昊駿(1A)、宋梓輝(1C)、劉昊臨(1E)、林澤鈞(2D) 

4X400 米接力 冠軍 宋旻韜(1A)、吳柏其(1B)、劉宇琛(1D)、黃樂政(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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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殿軍 梁善童(2C) 

200米 冠軍 梁善童(2C) 

400米 季軍 彭子慧(5E) 

800米 季軍 鄭炳康(4D) 

800米 殿軍 彭子慧(5E) 

鉛球 亞軍 卓樂兒(4D) 

鉛球 季軍 劉珮瑩(6C) 

鐵餅 冠軍 陶鈞蓓(6B) 

標槍 冠軍 卓樂兒(4D) 

100米跨欄 殿軍 廖學凝(4E) 

4X400 米接力 殿軍 鄭炳康(4D)、廖學凝(4E)、彭子慧(5E)、李曉樺(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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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冠軍 梁沛悠(4C) 

200米 冠軍 梁沛悠(4C) 

鐵餅 殿軍 謝詠彤(3B) 

4X100 米接力 亞軍 何芷晴(2D)、麥曉晴(2D)、謝詠彤(3B)、梁沛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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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米 殿軍 徐欣彤(1C) 

800米 季軍 吳貝珈(1D) 

1500米 亞軍 吳貝珈(1D) 

鉛球 冠軍 何靜宜(1C) 

4X100 米接力 殿軍 孫可兒(1A)、蔡舒楹(1C)、徐欣彤(1C)、陳雅詩(2B) 

4X400 米接力 季軍 翁雅雯(1A)、林祉悠(1D)、吳貝珈(1D)、甘穎橦(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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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項 目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機關王競賽(21-22)(8月) 

機關整合組(高中組) 

冠軍 

關璟釗(5A)、劉嘉淇(5A)、梁宇程(5A)、易甘棠(5A) 

機關整合組(初中組) 

亞軍 

劉天恒(4B)、莫若行(4C)、郭皓晉(4D)、葉峻宏(4D) 

2022 World GreenMech Contest 

Oversea STEAM Education 

Contribution Award(21-22)(8月) 

Advanced 關璟釗(5A)、劉嘉淇(5A)、梁宇程(5A)、易甘棠(5A) 

國際青少年創科奧林匹克大賽 2022 

無人機編程賽(21-22)(8月) 

中學組 

優異獎 

何卓軒(2C)、譚本賢(4A)、楊子熙(4A) 

APRA 亞太機械人聯盟 2022 

香港賽 - 防疫新秩序 

高級組 

亞軍 
廖思淇(2B)、譚家薇(2B)、陳詠淇(2C) 

香港教育大學 

夢想成真產品設計比賽 2022 

優異獎 陳世鎏(2A)、黃家樂(2A)、廖思淇(2B)、譚家薇(2B)、

陳寧(2C)、何卓軒(2C) 

最佳表現獎 黃家樂(2A) 

 

 

 

 

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香港教育城 

21-22年度閱讀約章獎勵計劃(第三期) 

(6 月至 8 月) 

金章 施靜怡(5B)、孫偉權(5B)、張崇希(5C)、蔣彥恒(6A)、

馮芷晴(6A)、文曉榆(6A)、吳倩瑩(6A)、温曉桐(6A) 

銀章 馮菻深(3A)、黃科銘(3A)、黎芷怡(4A)、陳仲禮(5B)、

梁天恩(6A)、李阡柔(6C) 

銅章 吳泉澔(2A)、張譯心(2C)、賀芯儀(2C)、林俊鈞(2D)、

陳慧儀(3A)、陳伊藍(3A)、張詠欣(3A)、樊暐彤(3A)、

何美兒(3A)、吳子熹(3A)、楊泳愉(3A)、陳慧愷(3B)、

許琬霖(3B)、黎梓源(3B)、梁浩軒(3B)、謝詠彤(3B)、

黃芷柔(3B)、黃仕爍(3C)、王卓源(3C)、楊新凱(3C)、

余展帆(3D)、余立文(3D)、黃凱欣(3E)、余慇桐(3E)、

張志越(3E)、石安山(4B)、鄧梓樂(4C)、楊舒晴(4C)、

鍾翠珊(5B)、徐逸聰(5B)、列耀權(5B)、謝敬軒(5B)、

葉澤慧(5B)、陳浩泓(6B)、劉芷欣(6C) 

香港沙田區小學校長會及沙田區中學

校長會主辦 -玉清慈善基金贊助 
飛躍表現獎勵計劃提名(21-22)(8月) 

體育範疇 畢業生：梁慧敏、施欣儀、倪永匡 

學業範疇 畢業生：梁文杰 

譚皓文(5A)、李宛靜(6A) 

童軍總會 

童軍公共衞生章章(服務組)訓練班 

童軍專科徽章證書 陳昊賢(3C) 

童軍總會 

童軍原野烹飪(技能組)訓練班 

童軍專科徽章證書 蔡瀚賢(2A)、曾卓然(2A)、陳嘉建(2E) 

童軍總會 

連續三年獲選為優異旅團 2019-2021 

獎狀 本校童軍旅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