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錄(2005-06) 

 
類別 比賽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參賽學生 

第五屆「飛躍香港未來」計劃 香港未來「領袖接班人」 張雅舒 (6B) 
楊龍燦 (6B) 
何家駒 (7B) 

祁良神父紀念獎學金 獎狀及獎學金$1,500 陳愛蓮 (6A) 
尤德爵士紀念基金高中學生獎 獎狀及獎學金$1,000 李嘉輝 (6B)  

獎狀及獎學金$500 李嘉輝 (6B) 
獎狀及獎學金$400 陳愛蓮 (6A)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金 

獎狀及獎學金$300 張雅舒 (6B) 

獅球嘜教育基金最佳進步獎 獎狀及紀念品 黃梓榮 (2A)  吳淑華 (2B)
余政焜 (2C)  余敏華 (3A)
莫敏掀 (3D)  章烈鑫 (4B)
劉婷婷 (4B)  衛思詠 (4C)
王偉健 (4D)  曾善輿 (4E)

第八屆香港青少年數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榮譽獎 萬秉鈞 (3C) 
荃葵青區中學優秀學生 獎學金 $500 李嘉輝 (6B) 

第五十七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中七女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中五女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亞軍
中二男子組英詩詩獨誦       季軍
中一中二粵語男女詩詞集誦   冠軍
中一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中三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中三女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中一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中一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中二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中一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中三女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葉綺雯 (7B) 
梁艷屏 (5E) 
潘艷梅 (5E) 
陳晉軒 (2C) 
中一、中二朗誦隊 
湯凱弛 (1D) 
孫玉珊 (3B)  陳綺琴 (3E) 
黎秋蘭 (3D) 
黃  妹 (3C) 
梁穎媛 (1D)  何曉晴 (1D) 
薛文傑 (1B)  馬化煒 (1E) 
黃梓榮 (2A) 
王煜升 (1C) 
黃  妹 (3C) 

澳洲數學公開比賽 PRIZE 榮譽獎狀 
HIGH DISTINCTION 榮譽獎狀 
DISTINCTION 榮譽獎狀 
 
 
CREDIT 榮譽獎狀 
 
 
 
 
PARTICIPATION 榮譽獎狀 

黃智業 (5E) 
曾善輿 (4E) 
梁藝超 (7B)  陳日明 (5E) 
陳望實 (3D)  洪安琪 (3D) 
陳睿懿 (2C) 
陳澤鑫 (5E)  張兆鈞 (5E) 
霍振邦 (5E)  潘艷梅 (5E) 
張紫恩 (4E)  盧耀芹 (4E) 
李  林 (3D)  楊英澤 (3D) 
梁曉雯 (2B) 
張詩欣 (4E)  周振威 (4E) 
李  彬 (3C)  楊晶晶 (3D) 
朱嘉榮 (2B) 

世界數學測試 2005 12-14 歲組別 榮譽獎狀 李  林 (3D)  李  彬 (3C) 

2006 港澳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 (A 組銅獎) 中一及中二組 
(S 組銅獎) 中三及中四組 

陳睿懿 (2C)  許桂倍 (2C) 
曾善輿 (4E)  周淑嫻 (4E) 

中國歷史徵文比賽 2005-2006 高中組                   推薦獎 林優量 (6A) 

學業 

全港中學專題研習報告大賽 
2005-2006 

金獎 
 
 
銅獎 

錢君婷 (7A)  鄺志榮 (7A) 
趙淑嫻 (7A)  羅浩庭  (7A) 
孫靜嫻 (5A)  梁詠琪 (5A) 
吳國超 (7A)  張浩翰 (7A) 
關晉賢 (7A)  蘇焯然 (7A) 
劉子傑 (6A)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子甲組 200 公尺 胸泳      冠軍
男子甲組 100 公尺 胸泳      季軍
男子乙組 200 公尺 自由泳    季軍
男子乙組 100 公尺 自由泳    亞軍
男子丙組 5 0 公尺 自由泳    冠軍

(破大會紀錄) 
 

女子甲組 200 公尺自由泳     亞軍
女子甲組 200 公尺個人四式   亞軍
女子丙組 5 0 公尺自由泳     季軍
 
男子甲組 4 × 50 公尺自由泳接力 
                           亞軍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男子乙組團體             優異獎
 
 
女子丙組團體             優異獎
 
 

黃兆瑾 (5A) 
劉健倫 (6A) 
梁棋軒 (2E) 
梁棋軒 (2E) 
梁棋軒 (2E) 
 
 
姚子汶 (4A) 
姚子汶 (4A) 
黃芷紅 (2E) 
 
劉健倫 (6A)  梁定邦 (5B) 
黃兆瑾 (5A)  關錦暉 (5D) 
 
劉健倫 (6A)  梁定邦 (5B) 
黃兆瑾 (5A)  關錦暉 (5D) 
黎敏行 (5B)  梁子浩 (5D) 
楊鴻威 (4D)  吳廣博 (3C) 
 
梁棋軒 (2E)  何駿賢 (4C) 
羅文浩 (3C)  凌柏陽 (3E) 
 
黃芷紅 (2E)  周樂心 (2B) 
梁曉雯 (2B)  陳銥雯 (2A) 
鍾靜汶 (2D)  陳雪儀 (1B) 

天主教教區陸運會 
 

男子甲組跳高               季軍
男子甲組三級跳             殿軍

黃華君 (7B) 
黃華君 (7B) 

葵青區中學校際排球錦標賽 女子甲二組                 亞軍
 
 
 

林芷蔚 (4A)  梁芷珊 (5A) 
何靜雯 (5B)  馬司涴 (5C) 
林翔瑜 (5D)  呂敏婷 (5D) 
潘艷梅 (5E)  歐陽佩家 (5E)

葵青區中學校際乒乓球錦標賽 女子甲組團體               季軍 梁芷珊 (5A)  何靜雯 (5B) 
周德盈 (6A)  陳慧欣 (6A) 
蕭方婷 (6B) 

葵青區滅罪盃七人足球賽 冠軍 林俊賢 (7A)  朱志緯 (7A) 
吳國超 (7A)  黃宗漢 (7A) 
張浩瀚 (7A)  譚健華 (6A) 
馮振發 (6A)  彭春庭 (5B) 
陳嘉誠 (5D)  陳紀灝 (4D) 
謝嘉誠 (3A)  朱家坤 (3A) 

葵青區中學校際足球錦標賽 男子甲二組                 冠軍
 

林俊賢 (7A)  朱志緯 (7A) 
吳國超 (7A)  黃宗漢 (7A) 
張浩瀚 (7A)  陳俊華 (7B) 
譚健華 (6A)  馮振發 (6A) 
彭春庭 (5B)  許建業 (5B) 
鄭穎豪 (5B)  陳俊麒 (5C) 
陳嘉誠 (5D)  徐浩權  (5D) 
陳紀灝 (4D)  朱家坤 (3A) 
謝嘉誠 (3A)  

運動 
 

2005 香港國際草地滾球比賽 雙人賽                     亞軍 李嘉浩 (5C) 
葵青區傑出少年警訊頒獎典禮 2005 最佳學校支會獎 

活躍領袖會員獎  
本校 
陳  潔 (7B) 

香港明愛青少年及社區服務主辦 
社會參與獎勵計劃 2005 

全情投入獎狀 
 
傑出表現組員獎狀 

余月媞 (2E)  李玉儀 (3D) 
區惠珊 (3E) 
孫玉珊 (3B)  王思穎 (3D) 
林雪珍 (3C) 

新界社團聯會 NTAS、新界社團聯會
社會服務基金 NTASCS 合辦 
社區愛心顯關懷 –  
傑出義工嘉許禮 2005 

十大傑出義工 陳  潔 (7B) 

公益少年團 傑出團員大連交流 吳學宇 (6B) 

服務 
 

2006 年葵青區公益少年團環保為公
益慈善清潔籌款 

亞軍  



2006 年中學義工訓練及社區服務獎
勵計劃 

優異 趙蒨嫻 (2A)  許桂倍 (2C) 
許桂炳 (2E)  葉碧霞 (2C) 
陳俊強 (2C) 

2006 年公益少年團 紫章 
 
 
橙章 
 
 
 
 
 
 
 
綠章 
 
 
黃章 

林雪珍 (3C)  黃  妹 (3C) 
胡寶儀 (3C)  吳學宇 (6B) 
陳  潔 (7B) 
許傑智 (1B)  許桂倍 (2C) 
葉碧霞 (2C)  許桂炳 (2E) 
黃  妹 (3C)  李玉儀 (3D) 
崔寶渝 (4A)  莫詠欣 (4E) 
葉欲靜 (4E)  吳潔儀 (4E) 
庾嘉雯 (5A)  賴泳兒 (5E) 
蕭亦然 (6B)  楊龍燦 (6B) 
陳  潔 (7B) 
劉艷華 (1B)  許傑智 (1B) 
張婉彤 (1E)  趙蒨嫻 (2A) 
施楚紅 (2A)  葉碧霞 (2C) 
劉艷華 (1B)  鍾穎儀 (1B)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 
 

銀章 
 
銅章 
 

林雪珍 (3C)  吳穎霞 (離校)
葉榮鈞 (7B) 
葉榮鈞 (7B)  吳志豪 (7B) 
林雪珍 (3C)  黃  妹 (3C) 
胡寶儀 (3C) 

社會福利署荃葵青義工服務嘉許狀
頒獎典禮 
 

金狀 (超過 200 小時義工服務) 
 
 
銀狀 (超過 100 小時義工服務) 
 
 
 
 
 
銅狀 (超過 50 小時義工服務) 
 
 
 
 
 
 
 
 

胡寶儀 (3C)  林雪珍 (3C) 
李玉儀 (3D)  吳學宇 (6B) 
 
黃  妹 (3C)  王思穎 (3D) 
廖安琪 (5A)  賴泳兒 (5E) 
周德盈 (6A)  鄭文威 (6B) 
陳奕中 (6B)  林慧婷 (7B) 
黃麗雯 (7B) 
 
鄧偉成 (2C)  譚健忠 (3A) 
余敏華 (3A)  陳美儀 (3D) 
鄧偉良 (3D)  蔡皓民 (3D) 
區惠珊 (3E)  黃佩欣 (4D) 
羅俊健 (4D)  凌佐漢 (4D) 
游  芳 (5A)  何穎欣 (5A) 
趙恆傑 (5B)  李嬌紅 (5B) 
招俊偉 (5B)  鄒妙婷 (5B) 
張淑芬 (5D)  蕭潔瑩 (5D) 
郭淑敏 (5E)  戴嘉慧 (5E) 
梁美茵 (7B)  黃敏鈺 (7B) 
黃文玲 (7B)  陳佩瑜 (7B)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青鳥行動) 
 

青鳥章 
 

陸建衡 (1E)  劉俊傑 (1E) 
陳俊傑 (1E)  李靜敏 (1E) 
黃淦熙 (2A)  邱希瑩 (2A) 
張浩鈿 (2C)  黎志輝 (2C) 
何俊賢 (2C)  林淑文 (2C) 
陳睿懿 (2C)  高智翀 (2C) 
陳詠施 (2C)  陳晉軒 (2C) 
余政焜 (2C)  李絢文 (2C) 
黃錦豪 (2C)  李汶娸 (2C) 
王焯蘭 (2C) 

葵青區聯校象棋比賽 隊制冠軍 
 

陳睿懿 (2C)  蔡冠廷 (2C) 
鄧偉良 (3D)  麥燦烽 (4E) 

葵青區第十二屆學界精英書法比賽 中學硬筆組               優異獎 陳秀婷 (4E) 
『Lisa 味道』第七屆全港中學生烹飪
比賽 

味力飛凡大獎 
全場亞軍 

王穎欣 (4D)  羅裕婷 (4E) 
家政學會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聯盟(香港) 
 

海報及書簽設計比賽         冠軍
優異獎

林民銘 (7A) 
程達生 (4A) 

興趣 

2005(職業性失聰補償基金)主辦 
 

護耳顯關懷平面海報設計比賽 
學生組金獎  

 
林民銘 (7A) 



第十九屆葵青舞蹈比賽 
 
 
 
 
 
 
 
 
 
 
 
 

青少年組                  優等獎
 
 
 
 
 
 
 
 
 
 
 
 

陳銥雯 (2A)  吳寶怡 (2A) 
陳佩珊 (2B)  莫艷瑜 (2B) 
梁碧婷 (2D)  陳凱琪 (2E) 
鍾婉瑩 (2E)  劉麗婷 (2E) 
方凱欣 (3A)  何芍瑩 (3B) 
廖威娜 (3B)  洪麗婷 (3C) 
李玟蓉 (3C)  黃  妹 (3C) 
梁綺寶 (3D)  李施霆 (3D) 
曾秋然 (3D)  王思頴 (3D) 
張曼娜 (3E)  莫海妍 (3E) 
陳鈺淇 (4A)  李郁妍 (4A) 
倫彩儀 (4A)  莫艷彤 (4A) 
黃懿君 (4B)  劉妙妹 (4E) 

第四十二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組                  優等獎
   

陳銥雯 (2A)  吳寶怡 (2A) 
陳佩珊 (2B)  莫艷瑜 (2B) 
梁碧婷 (2D)  陳凱琪 (2E) 
鍾婉瑩 (2E)  劉麗婷 (2E) 
余月緹 (2E) 
方凱欣 (3A)  何芍瑩 (3B) 
廖威娜 (3B)  洪麗婷 (3C) 
李玟蓉 (3C)  黃  妹 (3C) 
梁綺寶 (3D)  李施霆 (3D) 
曾秋然 (3D)  王思頴 (3D) 
張曼娜 (3E)  莫海妍 (3E) 
陳鈺淇 (4A)  李郁妍 (4A) 
倫彩儀 (4A)  莫艷彤 (4A) 
黃懿君 (4B)  劉妙妹 (4E) 

 

綠田園基金 香港野花攝影比賽 2005       季軍 林翔瑜 (5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