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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錄(06-07) 

 
類別 比賽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參賽學生 

澳洲數學公開比賽 
 

DISTINCTION 榮譽獎狀 
 
 
 
 
CREDIT 榮譽獎狀 
 
 
 
 
PARTICIPATION 榮譽獎狀 
 

吳梓年 (2D) 陳俊傑 (2E) 
林周日 (3A) 石旻浩 (3B) 
陳睿懿 (3B) 許桂倍 (3B) 
陳望實 (4E) 曾善輿 (5E) 
 
洪安琪 (4E) 李  林 (4E) 
萬秉鈞 (4E) 周淑嫻 (5E) 
沙穎珣 (5E) 楊龍燦 (7B) 
謝文樂 (7B) 張皓婷 (7B) 
 
李  彬 (4E) 盧耀芹 (5E) 
陳奕中 (7B) 李菁菁 (7B) 

學業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中四女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中四女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中一、中二粵語詩文集誦      冠軍 
中二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中二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中二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中三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中三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中四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中四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中五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中五女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中六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中二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中二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中三女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中三女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中四女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中四女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中四女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李玟蓉 (4A) 
馮敏軒 (4E) 
 
中一、中二 
湯凱弛 (2B) 
沈敏珠 (2A) 
梁穎媛 (2C) 
鄧偉成 (3B) 
鍾茂玲 (3A) 
洪安琪 (4E) 
黎秋蘭 (4E) 
何卓東 (5E) 
林景盈 (5E) 
林海健 (6B) 
 
王煜升 (2D) 
彭益東 (2E) 
林詩敏 (3B) 
張  倩 (3A) 
黃  妹 (4A) 
黃湘閩 (4B) 
陳綺琴 (4C) 

運動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子甲組 50 公尺  蛙泳       冠軍 
男子甲組 50 公尺  胸泳       季軍 
男子乙組 50 公尺  自由泳     季軍 
 
女子乙組 50 公尺  自由泳     季軍 
女子乙組 100 公尺 自由泳     亞軍 
 
男子甲組團體               優異獎

 
 

梁棋鋒 (2B) 
劉健倫 (7A) 
梁棋軒 (2C) 
 
黃芷紅 (3D) 
黃芷紅 (3D) 
 
梁棋鋒 (2B) 何駿賢 (5C) 
楊鴻威 (5D) 張殷誌 (6B) 
劉健倫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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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中學校際排球錦標賽 
 

女子甲組                    殿軍 
 
 
 

胡寶儀 (4E) 林芷蔚 (5A) 
梁芷珊 (5A) 譚淳　 (5A) 
許舒琦 (5B) 朱佩瑩 (5C) 
潘艷梅 (6B) 

葵青區中學校際籃球錦標賽 
 

男子乙組                    亞軍 
 
 
 
 
 
 
男子甲組                  優異獎 

麥梓豪 (2A) 羅燦煌 (3D) 
陳文謙 (3D) 陳嘉俊 (4A) 
卓宇恆 (4A) 葉俊傑 (4C) 
林嘉聲 (4D) 梁進僑 (4D) 
謝家會 (4D) 馮宇揚 (4E) 
羅文浩 (4E) 
 
陳嘉龍 (3D) 吳楚江 (4A) 
陳健輝 (4A) 潘潤林 (4A) 
羅  健 (4C) 魏俊德 (5A) 
蔡明理 (5B) 馬偉發 (5B) 
袁小龍 (5C) 張偉賢 (6A) 
劉啟文 (6A) 李港粦 (6B) 

2006-2007 年度葵青區滅罪盃七人足

球賽 
 

冠軍 
 

陳文威 (3E) 黃中希 (4C) 
朱家坤 (4C) 謝嘉誠 (4C) 
林家聲 (4D) 古庭峰 (4B) 
林家麟 (5B) 陳紀灝 (5D) 
張仕彥 (6A) 潘立燊 (6A)  
譚健華 (7A) 馮振發 (7A)  

運動 

葵青區中學校際羽毛球錦標賽 女子甲組                  優異獎 
 

胡寶儀 (4E) 王思穎 (4E) 
李倬嬈 (4D) 梁芷珊 (5A) 
梁茵琪 (6A) 梁潔瑩 (6A) 

葵青區第十三屆學界精英書法比賽 毛筆組優異獎 葉芷君 (4D) 鄧偉良(4E) 
鄧偉棠 (5B) 

第四十三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等獎 
 

莫艷瑜 (3A) 鍾婉瑩 (3C) 
陳凱琪 (3E) 陳銥雯 (3E) 
吳寶怡 (3E) 李汶蓉 (4A) 
李施霆 (4A) 何芍瑩 (4B) 
洪麗婷 (4B) 張曼娜 (4C) 
方凱欣 (4D) 梁綺寶 (4D) 
莫海姸 (4D) 馮敏軒 (4E) 
王思穎 (4E) 陳鈺淇 (5A) 
李郁姸 (5A) 倫彩儀 (5A) 
莫艷彤 (5A) 劉妙妹 (5E) 

葵青區聯校象棋比賽 中學組個人賽                冠軍 陳睿懿 (3B) 
2006 Rummikub 世界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全港第九名 謝文樂 (7B) 
全港中學生健康美食創作比賽 亞軍 鍾南珍 (5A) 王穎欣 (5D) 

興趣 

食得有「營」煮得有「型」健康食譜

設計及烹飪大賽 
最積極參與學校獎 
 

冼晉霆 (1C) 王澤森 (1C) 
陳佩詩 (3D) 梁維委 (3D) 
洪麗婷 (4B) 廖威娜 (4B) 
黃湘閩 (4B) 胡寶儀 (4E) 
鍾南珍 (5A) 王穎欣 (5D) 

香港青年協會 『有心校園』              優異獎 學生成長小組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關愛校園』              優異獎 學生成長小組 

服務 

『老有所為活動計劃』 荃葵青區『最佳活動計劃』 學生成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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