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

德育 社會福利署
關愛長者機構嘉許計劃 三星級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2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荔景天主教中學

永亨銀行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合辦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傑出義工學生獎 蔡霖鎇(5D)

香港青年協會 義工嘉許狀 朱家蔚(5B)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獎 許芷晴(6E)

學術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吳煒炫(6E)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廖文波(5E)
劉允康(6E)

荃灣鄉事委員會 劉允康(6E)
吳煒炫(6E)
陳妙容(6E)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2-2013) 邢惟德(6B)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廖文波(5E)

青苗基金主辦 獎狀、襟章及吉野家餐券 劉天港(2A)　屈楚炘(3B)
「青苗學界進步獎」 張文偉(3E)　黎穎詩(4A)

麥銘忠(4E)　何宇恒(5C)
孫嘉洋(5E)　曾俊傑(6A）
黃曉鋒(6B)　劉嘉茵(6D)

2012年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足球賽） 二等獎 李國成(6C)　林嘉裕(6C)

(香港區選拔賽) 王肇為(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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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區選拔賽) 梁焯軒(6D)

學生獲邀請往吉隆坡參與

澳洲化學測試 鄔奇正(5E)　鄧俊賢(6D)

李家明(6D)

Distinction 何卓煒(5D)　陳立賢(5D)

唐瑋亮(5E)　譚秀怡(6E)

Credit 梁嘉煊(4A)　葉慧詩(5D)

譚文浩(5E)　廖文波(5E)

蔡港威(6A)　劉允康(6E)

杜肇謙(6E)

香港遊樂場協會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012遊協通識盃 遊協通識碗 亞軍 譚文浩(5E)　陳育苗(5E)

石雯彥(5E)　鄧可盈(5E)

徐子珊(5E)　吳梓維(5B)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 林思婷(6D)　吳文舜(5E)

石雯彥(5E)　趙芷菁(5A)

楊濼培(5C)

荔景天主教中學

獲取獎項及成績

獎狀及獎學金$1,000

校外獲獎紀錄 2012-2013

2012年度關愛校園獎

獎狀及獎學金$1,500

第一名　 獎狀及獎學金$500
第二名　 獎狀及獎學金$400
第三名 　獎狀及獎學金$300

High Distinction

獎狀及獎學金$500

優秀學生獎及獎學金$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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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取獎項及成績

校外獲獎紀錄 2012-2013

學術 模擬立法會辯論 最佳表現 余琬瑩(5E)

香港理工大學主辦

高中數理比賽 劉允康(6E)

Distinction 周旻禧(6E)

澳洲數學公開賽 Distinction 招志強(2D)　石雯彥(5E)

唐瑋亮(5E)　周旻禧(6E)

Credit 白曉林(2D)　張　良(3C)

韓筠生(3D)　裴志榮(3D)

李曜丞(4A)　張炯林(5E)

劉允康(6E)

朗誦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郝思媛(1C)

中一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李泳鍬(2C)

中一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陳凱瑩(1B)

中二級男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謝澤生(2D)

中二級女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季軍 查曉宇(2A)

中四級女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季軍 彭　霞(4B)

中五級男子組散文獨誦─普通話 冠軍 楊發榕(5A)

中五級男子組詩詞獨誦─普通話 亞軍 楊發榕(5A)

中三級男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冠軍 梁柏暉(3C)

中三級男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梁展雄(3A)

中三級女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亞軍 唐正宜(3D)

中三級女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亞軍 何詠翹(3A)

中三級女子組散文獨誦─粵語 亞軍 何詠翹(3A)

中三級女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唐嘉鎂(3A)

中三級女子組散文獨誦─粵語 季軍 唐嘉鎂(3A)

中一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文天佑(1A)

中二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葉麗姿(2D)

中三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邵穎琪(3D)

中三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梁詩彤(3D)

中三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屈楚炘(3B)

中四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洪浚昇(4A)

中四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彭　霞(4B)

中五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楊發榕(5A)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鍾睿庭(5D)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吳燕飛(5B)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林雅詩(5D)

High Distinction

2/4



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取獎項及成績

校外獲獎紀錄 2012-2013

藝術 香港校際音樂節

小號獨奏 冠軍 陳卓琳(3C)

古箏獨奏 亞軍 羅芷君(2D)

第二十六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甲等獎 關海恩(1A)　陳惠欣(1A)

吳青霏(1A)　郭晓雯(1A)

李彥慧(1B)　張伊晴(1D)

李明鈺(1D)　李　敏(1D)

李子昕(2A)　何詠翹(3A)

黃寶兒(3A)　何穎汶(3B)

梁巧怡(3D)　蔡曉嫻(3D)

陳媛豪(4A)　馮葦欣(4A)

胡秀寧(4A)　李思敏(4D)

鍾曉嵐(4D)　袁曉晴(4D)

陳皓怡(5A)　黎凱欣(5A)

陳詠琪(5B)　何詠詩(5D)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 關海恩(1A)　陳惠欣(1A)

吳青霏(1A)　郭晓雯(1A)

李彥慧(1B)　張伊晴(1D)

李明鈺(1D)　李　敏(1D)

李子昕(2A)　何詠翹(3A)

黃寶兒(3A)　何穎汶(3B)

梁巧怡(3D)　蔡曉嫻(3D)

陳媛豪(4A)　馮葦欣(4A)

胡秀寧(4A)　李思敏(4D)

鍾曉嵐(4D)　袁曉晴(4D)

陳皓怡(5A)　黎凱欣(5A)

陳詠琪(5B)　何詠詩(5D)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戴欣穎(4B)

「家‧設計」賀卡設計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陝西省文物局主辦 林曉桐(5B)

點「解」兵馬俑

體育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賽

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李徽彤(4B)　黎穎詩(4A)

鍾卓盈(3D)　周雅玲(3C)

鄭漪鈴(3B)　林曉彤(3C)

唐正宜(3D)　林嘉穎(3E)

女子甲組200米蛙泳 冠軍 蔡詩敏(5A)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 季軍 蔡詩敏(5A)

女子乙組200米自由泳 季軍 周雅玲(3C)

女子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賽 亞軍 鍾卓盈(3D)　林曉彤(3C)

唐正宜(3D)　周雅玲(3C)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賽

女子乙組50米自由泳 季軍 鍾卓盈(3D)

季軍及$200書券

最佳演繹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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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獲取獎項及成績

校外獲獎紀錄 2012-2013

體育 香港游泳協會主辦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2012

女子14歲以上組五十米胸泳 冠軍 鍾睿庭(5D)

女子14歲以上組一百米胸泳 亞軍 鍾睿庭(5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校際籃球賽 男子甲組 亞軍 何宇恒(5C)　黃炫林(5D)

陳梓軒(6A)　譚　明(6A)

楊冠文(6A)　邢惟德(6B)

陳焯濠(6D)　陳盛康(6E)

趙家豪(6E)　梁鐵堅(6D)

伍暋彥(6E)　黃振鎬(6E)

楊澤偉(6E)

康文署葵青區分齡網球賽2012

男子青少年MG組單打 冠軍 黎家宏(4A)

男子青少年ML組雙打 亞軍 黎家宏(4A)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2012

男子少年B組套拳 一等獎 蔣　杰(4E)

男子少年組長器械 一等獎 蔣　杰(4E)

童軍 楊凱山會長盃童軍技能比賽 季軍 童軍團(南葵涌39旅)

迎接十週年 ─ 奪分定向錦標賽 冠軍 趙家熙(3D)

MSB童軍支部男子組

象棋 第十九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團體組 冠軍 何栢暉(4D)　樊冠鋒(4D)

梁展雄(3A)　高　旻(4E)

個人賽 殿軍 梁展雄(3A)

香港大學棋會舉辦
2012大富翁比賽(公開賽) 冠軍 何卓聰(3C)

攝影 「網上禁毒通通識」
你影我又影攝影比賽(公開組) 高級組 亞軍 卓錦娜(6A)

優異獎 譚　明(6A)

美國運通主辦 優秀作品獎 魏文軒(4A)　李崇遠(4B)
工作影子計劃─精明理財短片拍攝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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