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德育德育德育德育 2011年度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年度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年度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年度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

(2011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 荔景天主教中學

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 遊戲設計 亞軍荔景天主教中學

攤位佈置 優異獎荔景天主教中學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學校2005-2012 荔景天主教中學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涌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

「「「「關愛長者關愛長者關愛長者關愛長者、、、、全民護老全民護老全民護老全民護老」」」」 荔景天主教中學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10,000小時義工服務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1/2012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年度公益少年團葵青區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優異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王永豪(5B)　岑敏中(6A)

　　　　傑出團員傑出團員傑出團員傑出團員 學生代表往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交流 卓錦娜(5A)

     主題活動繪畫比賽主題活動繪畫比賽主題活動繪畫比賽主題活動繪畫比賽

              《愛己愛人知感恩 　關懷共融惠社 海報設計比賽 (高中組) 冠軍張善怡(5C)

亞軍張蕾(5C)

優異獎洪榆(5C)　金瑋林(5C)

合和合和合和合和‧‧‧‧仁愛堂極地之旅仁愛堂極地之旅仁愛堂極地之旅仁愛堂極地之旅────珠穆朗瑪峰珠穆朗瑪峰珠穆朗瑪峰珠穆朗瑪峰

出征大使 學生代表到珠穆朗瑪峰考察 胡鎮善(4B)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傑出學生獎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傑出學生獎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傑出學生獎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傑出學生獎 邱嘉幸(6B)

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與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與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與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與 卓錦娜(5A)　譚　明(5A)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合辦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合辦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合辦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合辦 最具創意攤位遊戲獎(中學組) 朱曉琪(5B)　黃億民(5B)
「無毒校園嘉年華」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最佳攤位設計獎(中學組) 吳善程(5D)　李碩灝(5E)

朱家誠(5E)　趙家豪(5E)

關愛穎(5E)　黃曉華(5E)

葵青區青少年發展協會葵青區青少年發展協會葵青區青少年發展協會葵青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生命CEO」專題研習比賽 冠軍鄭貴耀(3D)　李崇遠(3B)

及四間社會服務機構合辦及四間社會服務機構合辦及四間社會服務機構合辦及四間社會服務機構合辦 吳焯邦(4A)　何文傑(5D)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小童群益會　　　　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香港遊樂場協會香港遊樂場協會香港遊樂場協會　　　　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優異獎陳美婷(5B)　朱家蔚(4B)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楊婷伃(3D)　胡清儀(3E)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 周素茹(4D)　蔡霖鎇(4D)

陳玉琼(4D)　吳玉瑤(4D)

彭惠心(4D)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梁妙穎(6B)

蔡霖鎇(4D)　彭惠心(4D)

周素茹(4D)　李貝樂(4E)

鄭美莉(5A)　葉惠康(5B)

陳美婷(5B)　譚秀怡(5E)

黃曉華(5E)　林秋屏(6D)

紫章(高級章）

最佳攤位遊戲獎(中學組)

優良服務獎

義務工作嘉許金狀

義務工作嘉許銀狀

三星嘉許狀

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1/7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德育德育德育德育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高卓榮(2A)　吳玉瑤(4D)

陳玉琼(4D)　梁嘉慧(5A)

洪　榆(5C)　何文傑(5D)

杜肇謙(5E)　方佩儀(5E)

蘇駿文(6D)　黃志傑(6E)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獎狀及獎學金$1,500 廖文波(4E)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劉允康(5E)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2011-2012)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獎狀及獎學金$1,000 劉允康(5E)

林國鑫(6E)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第一名　 獎狀及獎學金$500 林國鑫(6E)

第二名　 獎狀及獎學金$400 彭敬曦(6E)

第三名 　獎狀及獎學金$300 伍詩偉(6C)

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1-2012) 獎狀及獎學金$500 李銘澤(6C)

青苗基金主辦青苗基金主辦青苗基金主辦青苗基金主辦 獎狀及吉野家餐券 周樂旻(2A)　馮惠詩(2A)

「「「「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 陳淑愉(2B)　吳麗瑩(2B)

張浩然(2D)　莫詠深(3A)

唐嘉晞(3B)　張美怡(3C)

林淳軒(3C)　陳浩基(3E)

陳子亨(4B)　葉駿灝(4E)

林嘉彥(4E)　吳浩然(4E)

孫嘉洋(4E)　曾俊傑(5A)

嚴嘉欣(5B)　許軒晴(5C)

何家峰(5D)　王睿智(5E)

鍾賀彤(6A)　邱嘉幸(6B)

余綽姿(6C)　馬文傑(6D)

鄭嘉穎(6E)　黃琬珊(7A)

佘偉強(7B)

2011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初中組 一等獎盧昊東(3A)　馮葦欣(3A)

(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區選拔賽) 張觀榮(3B)　潘志豪(3B)

伍洛葹(3E)　仇亦昇(3E)

高中組 一等獎李國成(5C)　施翌琪(5C)

王肇為(5D)

澳洲數學公開比賽澳洲數學公開比賽澳洲數學公開比賽澳洲數學公開比賽(2011) 石雯彥(4E)　周旻禧(5E)

吳梓年(7B)

韓筠生(2A)　張　良(2B)

唐瑋亮(4E)　劉允康(5E)

陳希沂(6E)　蘇明輝(6E)

伍詩偉(6E)　徐英澤(6E)

陳俊傑(7B)　譚銘強(7B)

第第第第29屆教區數學比賽屆教區數學比賽屆教區數學比賽屆教區數學比賽 冠軍劉允康(5E)　周旻禧(5E)

杜肇謙(5E)　石雯彥(4E)

唐瑋亮(4E)

優異學生獎

榮獲(CREDIT)榮譽獎狀

榮獲(DISTINCTION)榮譽獎狀

義務工作嘉許銅狀

2/7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及數學閱讀報告比賽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及數學閱讀報告比賽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及數學閱讀報告比賽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及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二等獎白曉林(1A)

《《《《神奇數學神奇數學神奇數學神奇數學117》》》》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白曉林(1A)　招志強(1D)

資優教育組聯合舉辦資優教育組聯合舉辦資優教育組聯合舉辦資優教育組聯合舉辦 韓筠生(2A)　張　良(2B)

第四屆香港中學數學第四屆香港中學數學第四屆香港中學數學第四屆香港中學數學

澳洲國家化學測驗澳洲國家化學測驗澳洲國家化學測驗澳洲國家化學測驗(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 High distinction 劉允康(5E)　李家明(5D)

鄧俊賢(5D)

Distinction 何文健(6E)　楊瑩瑩(6E)

馬文傑(6D)　周旻禧(5E)

譚秀怡(5E)　蕭泳珊(4E)

Credit 陳廣釋(6E)　林國鑫(6E)

彭敬曦(6E)　蘇明輝(6E)

黃忠康(6D)　黃曉華(5E)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金章劉焯杰(6A)　陳偉聰(6B)

鄧浚濠(6D)　彭敬曦(6E)

盧振昭(6E)　林子歡(6E)

陳曉東(6B)　周銀生(6C)

薛　莉(6D)　林駿興(6C)

鄒偉欣(6D)　黃肇麟(6D)

銀章何靖羚(6E)　孫葆琪(6C)

林駿興(6C)　李賢慧(6D)

陳詠心(5A)　薛頌韻(5E)

楊東凱(5E)　洪　榆(5C)

劉　俊(6C)

銅章何靖羚(6E)　孫葆琪(6C)

趙芷菁(4A)　李芷晴(4B)

白麗珊(4B)　謝秀英(4B)

石雯彥(4E)　鄭佩佩(4E)

第第第第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學一、二年級　二人朗誦 ─粵語 季軍何詠翹(2D)　唐嘉鎂(2D)

中七級女子組散文獨誦─粵語 亞軍梁穎媛(7A)

季軍胡嘉麗(7A)

中一級男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王上賜(1A)

中一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鄭嘉麗(1A)

中三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冠軍彭　霞(3A)

中三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胡秀寧(3A)

中三級女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季軍彭　霞(3A)

中五級女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亞軍卓錦娜(5A)

中一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查曉宇(1A)

季軍葉詠翹(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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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獲獎者

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校外獲獎紀錄((((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中一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張淳滴(1D)

中三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唐嘉晞(3B)

亞軍彭　霞(3A)
季軍李徽彤(3C)

中三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張偉成(3D)

中四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尹靜琪(4E)

季軍鄭佩佩(4E)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梁凱晴(5B)

季軍陳慧筠(5E)

中六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林子歡(6E)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銀獎盧玉愉(6A)

香港企業公民海報設計比賽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11-12」 三等獎黃俊瑋(3A)　羅毅茵(3A)

彭　霞(3A)

優異獎葉佑昇(3A)　李曜丞(3A)

蔡建心(3A)

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 優異獎陳健新(4B)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主辦創意動力教育協會主辦創意動力教育協會主辦創意動力教育協會主辦 中學組 亞軍李國成(5C)　林嘉裕(5C)

香港科學館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協辦香港科學館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協辦香港科學館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協辦香港科學館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協辦 梅智雄(5D)　梁焯軒(5D)

　　「智能機械由我創2012」比賽

2012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高中組 季軍李國成(6C)　梅智雄(6D)

(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區選拔賽) 梁焯軒(6D)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陝西省文物局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陝西省文物局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陝西省文物局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陝西省文物局主辦 最佳演繹大獎 林曉桐(5B)

點點點點「「「「解解解解」」」」兵馬俑兵馬俑兵馬俑兵馬俑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李子昕(1A)　梁詩琦(1A)

蕭玉敏(1D)　梁巧怡(2A)

蔡曉嫻(2A)　黃寶兒(2A)

何詠翹(2D)　何穎汶(2D)

黃己倖(3A)　胡秀寧(3A)

馮葦欣(3A)　莫詠深(3A)
彭　霞(3A)　鍾曉嵐(3B)

唐嘉晞(3B)　袁曉晴(3B)

陳媛豪(3C)　李思敏(3D)

陳皓怡(4A)　陳詠琪(4B)
鄭美莉(5A)　梁凱晴(5B)

第二十五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優等獎李子昕(1A)　梁詩琦(1A)

蕭玉敏(1D)　梁巧怡(2A)

蔡曉嫻(2A)　黃寶兒(2A)

何詠翹(2D)　何穎汶(2D)

黃己倖(3A)　胡秀寧(3A)

馮葦欣(3A)　莫詠深(3A)
彭　霞(3A)　鍾曉嵐(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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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第二十五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優等獎唐嘉晞(3B)　袁曉晴(3B)

陳媛豪(3C)　李思敏(3D)

陳皓怡(4A)　陳詠琪(4B)
鄭美莉(5A)　梁凱晴(5B)

第七屆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第七屆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第七屆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第七屆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管樂團少年A組 銀獎羅以晴(1A)　梁詠儀(1B)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2012 張錦佩(1C)　黃樂兒(1D)

第二輪決賽 許皓昕(2A)　陳卓琳(2A)

黃可晴(2B)　葉嘉媛(2B)

邵穎琪(2B)　庾寶兒(2B)

湯嘉穎(2B)　余嘉雯(2B)

衛尚汶(2E)　戴欣穎(3A)

陳靜雯(3A)　張倩瑜(3C)

梁桂華(3D)　張曉樺(3D)

潘曉螢(3E)　周卓嵐(3E)

吳啟銘(3E)　吳焯邦(4A)

朱家蔚(4B)　李貝樂(4E)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第二十屆聯校運動會 女子丙組推鉛球 冠軍李雲婷(2D)

女子丙組跳高 第五名李潔雯(2D)

女子丙組跳高 第七名羅嘉怡(1D)

女子丙組團體 優異獎黃寶兒(2A)　林嘉穎(2B)

庾寶兒(2B)　林曉彤(2C)

鄭漪鈴(2C)　李雲婷(2D)

李潔雯(2D)　唐嘉鎂(2D)

趙穎儀(1A)　李詠儀(1B)

羅嘉怡(1D)　李曉欣(1C)

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 女子乙組二百米胸泳 亞軍蔡詩敏(4A)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子乙組一百米胸泳 亞軍蔡詩敏(4A)

女子乙組50米自由泳 季軍鍾睿庭(4D)

女子乙組50米背泳 第四名黎穎詩(3B)

女子乙組二百米個人四式 第六名鍾睿庭(4D)

女子乙組二百米胸泳 第八名李徽彤(3C)

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 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 季軍鍾卓盈(2A)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子丙組二百米個人四式 第四名鍾卓盈(2A)

女子丙組二百米胸泳 第五名林嘉穎(2B)

女子丙組二百米自由泳 第五名林曉彤(2C)

女子丙組一百米胸泳 第八名鄭漪鈴(2C)

女子丙組一百米胸泳 第七名林嘉穎(2B)

女子丙組一百米背泳 第六名李欣臨(1B)

女子丙組一百米自由泳 第七名唐正宜(2B)

女子丙組五十米蝶泳 第六名黃晞彤(1C)

男子乙組二百米胸泳 第八名衛尚汶(2E)

男子丙組五十米自由泳 第四名羅俊翹(1C)

男子丙組二百米自由泳 第六名李立培(1B)

男子丙組二百米自由泳 第七名李卓泳(2C)

女子乙組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黎穎詩(3B)　蔡詩敏(4A)

鍾睿庭(4D)　朱家蔚(4B)

李徽彤(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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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香港學體會主辦 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獎蔡詩敏(4A)　鍾睿庭(4D)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李徽彤(3C)　黎穎詩(3B)

朱家蔚(4B)

女子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林嘉穎(2B)　唐正宜(2B)

周雅玲(2C)　李欣臨(1B)

女子丙組4x50米四式接力 第五名鍾卓盈(2A)　林曉彤(2C)

鄭漪鈴(2C)　黃晞彤(1C)

女子丙組團體 亞軍林曉彤(2C)　鍾卓盈(2A)

鄭漪鈴(2C)　黃晞彤(1C)

林嘉穎(2B)　唐正宜(2B)

周雅玲(2C)   李欣臨(1B)

何詠翹(2D)

男子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六名李立培(1B)　羅俊翹(1C)

莫進謙(1B)　李卓泳(2C)

康文署舉辦康文署舉辦康文署舉辦康文署舉辦

2011年葵青區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一百米胸泳 亞軍蔡詩敏(4A)

女子青少年組4x50米四式接力 亞軍蔡詩敏(4A)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2011-2012) 15-16歲女子組自由泳 亞軍蔡詩敏(4A)

新加坡國際跳水邀請賽新加坡國際跳水邀請賽新加坡國際跳水邀請賽新加坡國際跳水邀請賽

女子十四歲以上一米板跳水賽 冠軍林曉彤(2C)

女子十四歲以上三米板跳水賽 冠軍林曉彤(2C)

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康文署主辦

大尾督獨木舟長途賽2011 男子青年組 季軍葉梓朗(3E)

香港獨木舟總會主辦香港獨木舟總會主辦香港獨木舟總會主辦香港獨木舟總會主辦

第二十五屆全港獨木舟定向公開賽 男子少年組 季軍葉梓朗(3E)

2011-2012年全港十八區分齡網球比賽年全港十八區分齡網球比賽年全港十八區分齡網球比賽年全港十八區分齡網球比賽

深水埗區男子青少年組雙打 季軍黎家宏(3B)

油尖旺區男子青少年組雙打 亞軍黎家宏(3B)

灣仔區男子青少年組雙打 冠軍黎家宏(3B)

南區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季軍黎家宏(3B)

北區男子青少年組雙打 季軍黎家宏(3B)

沙田區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季軍黎家宏(3B)

荃灣區男子青少年組雙打 亞軍黎家宏(3B)

葵青區男子青少年組雙打 冠軍黎家宏(3B)

2011年度元朗區分齡網球賽年度元朗區分齡網球賽年度元朗區分齡網球賽年度元朗區分齡網球賽 殿軍黎家宏(3B)

男子青少年雙打

葵青區校際羽毛球比賽葵青區校際羽毛球比賽葵青區校際羽毛球比賽葵青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季軍林美婷(7A)　胡嘉麗(7A)

黎明慧(7A)　黃皓菁(7B)

黃詩敏(6B)　梁藹詩(5A)

劉津怡(5B)　許皓昕(2A)

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挑戰賽團體賽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挑戰賽團體賽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挑戰賽團體賽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挑戰賽團體賽 季軍黎家宏(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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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葵青區校際籃球賽葵青區校際籃球賽葵青區校際籃球賽葵青區校際籃球賽 男子甲組 亞軍劉焯杰(6A)　林駿興(6C)

李銘澤(6C)　曾保霆(6D)

林國鑫(6E)　楊冠文(5A)

邢惟德(5B)　陳焯濠(5D)

梁鐵堅(5D)　黃振鎬(5E)

楊澤偉(5E)

葵青區校際足球賽葵青區校際足球賽葵青區校際足球賽葵青區校際足球賽 男子甲組 殿軍陳家浩(4C)　尹浩邦(4C)

文錦雲(4D)　譚　明(5A)

鄭逸耀(5A)　羅思俊(5A)

冼鎮邦(5B)　王永豪(5B)

何頌賢(5B)　黃億民(5B)

梁鐵堅(5D)　李卓衡(5D)

麥煒基(5D)　吳玉麟(5E)

楊澤偉(5E)　陳盛康(5E)

王睿智(5E)　吳焯年(6A)

劉焯杰(6A)　潘澤源(6A)

鄭嘉浩(6B)　周銀生(6C)

鄧浚濠(6D)　彭敬曦(6E)

阮浩安(6E)　關志康(7A)

關國威(7A)　陳俊頴(7A)

張浩鈿(7B)

葵青區乒乓球賽葵青區乒乓球賽葵青區乒乓球賽葵青區乒乓球賽 男子甲組 亞軍許傑智(7A)　何卓翰(6C)

劉　俊(6C)　杜肇謙(5E)

香港單車聯會香港單車聯會香港單車聯會香港單車聯會 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2012-2013 冠軍林泳溍(1C)

初級組

童軍童軍童軍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　　　　南葵涌區會南葵涌區會南葵涌區會南葵涌區會 優異旅團童軍團(南葵涌39旅)

星級特別獎童軍團(南葵涌39旅)

劉津怡(5B)　施翌琪(5C)

鄭焯南(5E)

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新界地域新界地域新界地域 亞軍吳紫慇(2A)　黃可晴(2B)

慶祝香港童軍百週年  新界繽紛日 邵穎琪(2B)　葉嘉媛(2B)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張家瑩(3E)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2012年羽毛球邀請賽紀念盃 黎家宏(3B)

象棋象棋象棋象棋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

第十八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團體賽 亞軍劉允康(5E)　楊東凱(5E)

何栢暉(3C)　樊冠鋒(3B)

總領袖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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