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

德育 香港青年協會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4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014年度關愛校園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明愛賣物會 遊戲設計 冠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攤位設計 亞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學術 祁良神父教育獎學金 彭霞(6B)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彭霞(6B)

羅氏慈善基金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張可凝(6C)

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書券$900 優異 黃可晴(5C)

屈臣氏集團 蔣杰(6E)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4-2015)

荃灣鄉事委員會 獎學金$500 曾佩琳(6B)

青苗基金主辦

「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 獎學金$1,000 賴姿穎(4A)

「青苗學界進步獎」 獎狀及紀念品 傅采悠(2A)　莫婉欣(2B)

曾慶銘(2C)　鄭雨婷(3A)

鍾凌霜(3D)　何健恒(3D)

林芷童(4E)　陳國健(4A)

陳雅雯(5B)　張海暉(5E)

張觀榮(6A)　張偉成(6E)

2015年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學生代表往韓國交流 張國富(3A)

香港浸會大學

第八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比賽 周曉桐(4A)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四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蕭晞襦(3B)

中一級女子組散文獨誦 季軍 鍾安琪(1D)

中五級女子組散文獨誦 亞軍 唐嘉鎂(5E)

季軍 程可宜(5C)

中一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鍾安琪(1D)

中二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郭凱盈(2A)

中四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冠軍 周曉桐(4A)

亞軍 伍家嘉(4A)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梁詩彤(5E)

中五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屈楚炘(5E)

中六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彭　霞(6B)

Hong Kong Biolog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洪浚昇(6A)

Schools

少年作家獎

獎狀及獎學金$1,000

獎狀及獎學金$1,000

獎狀及獎學金$500

First Class Honor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4-2015

獲取獎項及成績

有心學校2005-2015

獎狀及獎學金$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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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4-2015

獲取獎項及成績

學術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李曜丞(6A)

Competi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張良(5E)

Junior Division Year 10

生命勵進基金會及網上青年協會主辦

中華狀元2015問答比賽 隊際賽(中學組) 優異獎 翟煥韶(4A)　周澤彥(4A)

伍家嘉(4A)　王上賜(4B)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初賽 二等獎 李時亨(2A) 

香港賽區

三等獎 陳淑盈(1B)　黃樂謙(1C)

黃澤希(1C)　申浩志(2B)

莫浩雲(2A)　蕭澤弘(2B)

晉級賽 三等獎 李時亨(2A)

總決賽 二等獎 李時亨(2A)

AIMO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銀獎 莫浩雲(2A)　張　良(5E)

《港澳盃 HKMO Open》

銅獎 陳忠安(1D)　黃澤希(1C)

劉嘉權(1C)  蔡俊駒(1D)

申浩志(2B)　李時亨(2A)

梁守泰(3A)　招志強(4B)

晉級賽 銅獎 李時亨(2A)

新加坡數學競賽 初賽 銀獎 Limbu Charles Baguinon(2A)

林典翰(3A)

銅獎 陳忠安(1D)　黃澤希(1C)

蔡俊駒(1D)　申浩志(2B)

李時亨(2A)

第十七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獎 林典翰(3A)

第十四屆培正數學邀請初賽 優異獎 張良(5E)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第30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李樂程(3A)

李樂程(3A)

李樂程(3A)

李樂程(3A)

李樂程(3A)

智能機械由我創2015 中學組 亞軍 劉頌廷(3A)　韓筠生(5C)

趙家熙(5D)  張  良(5E)

數碼港香港科技精英獎

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獎─嘉許獎

入圍全國賽

二等獎

中鳴專項獎

High Distinction

High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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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4-2015

獲取獎項及成績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2014-2015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季軍 鄭漪鈴(5A)　周雅玲(5B)

林嘉穎(5C)　林曉彤(5E)

李綽瀅(5E)　唐正宜(5E)

黎穎詩(6A)　李徽彤(6B)

女子丙組團體 亞軍 張家妍(1B)　韓小鈿(1B)

黎思婷(1B)　梁曉欣(1C)

徐樂晞(1C)　鍾安琪(1D)

李幸妮(2A)　陳塏茵(2A)

洪卓翹(2B)　黃子祺(2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2014-2015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50米自由泳 季軍 唐正宜(5E)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 亞軍 唐正宜(5E)

女子甲組100米背泳 亞軍 周雅玲(5B)

女子4x50米自由式接力 亞軍 鄭漪鈴(5A)　周雅玲(5B)

唐正宜(5E)　林曉彤(5E)

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 季軍 李幸妮(2A)

女子丙組200米自由泳 亞軍 張家妍(1B)

女子丙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亞軍 徐樂晞(1C)　黃子祺(2C)

李幸妮(2A)　鍾安琪(1D)

葵青區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跳遠 季軍 何國良(2D)

女子丙組100公尺 冠軍 莊斯琪(1B)

女子丙組跳遠 冠軍 莊斯琪(1B)

香港體育學界聯會

校際女子丙組手球比賽(葵青區) 亞軍 郭燁曈(1A)　鄧天詠(1A)

莊斯琪(1B)　韓小鈿(1B)

麥凱晴(1C)　李幸妮(2A)

賴頌沂(2B)  洪卓翹(2B)

伍洛儀(2B)　李諾琳(2B)

郁梓彤(2C)  陳安蕊(2D)

許靜藍(2D)　鄧梓菁(2D)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亞軍 唐正宜(5E)

第三組短池分齡比賽

女子15-16歲100米自由泳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15-16歲100米自由泳 季軍 唐正宜(5E)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女子公開甲組1米板 季軍 唐正宜(5E)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女子公開甲組雙人3米板 亞軍 林曉彤(5E)

香港公開跳水計分賽 

女子公開甲組1米板 亞軍 林曉彤(5E)

香港公開跳水計分賽 

女子公開組3米板 亞軍 林曉彤(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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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4-2015

獲取獎項及成績

體育 香港滑浪風帆會

巡迴賽Techno Junior Girls 第一名 魏伊琳(3C)

香港滑浪風帆會

第58屆體育節滑浪風帆

Techno Youth Girls 第二名 魏伊琳(3C)

棋藝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涌及

青衣區文藝協進會舉辦 中學團體賽 冠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第二十一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中學個人賽 亞軍 梁展雄(5B)

季軍 樊冠鋒(6D)

藝術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涌及

青衣區文藝協進會舉辦 季軍 張錦佩(4A)

第二屆葵青區繪畫比賽 優異 洪恩蕙(4D)

(中學組西洋繪畫)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愛‧健康」電腦桌面背景設計比賽 亞軍 張錦佩(4A)

優異 梁美茵(4C)　姚美盈(4D)

容文樂(4D)

救世軍荔景院20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季軍 洪恩蕙(4D)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金獎 黃偉文(1A)　翁祖琪(1B)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陸晴茵(2B)　譚樂怡(2B)

少年A組 梁樂誼(2D)　符永鴻(2D)

梁瑞麒(2D)　趙宛瑩(3A)

許曉華(3A)　李明鈺(3A)

杜文迪(3A)  林穎彤(3A)

張國富(3A)  林典翰(3A)

余嘉琪(3B)　梅浣潁(3B)

陳卓謙(3B)　李采芸(3C)

黎伊琳(3C)  何朗楠(3D)

黃樂兒(4A)　張錦佩(4A)

蕭澤盈(4B)  羅以晴(4B)

潘學琳(4C)  梁詠儀(4E)

黃可晴(5C)  湯嘉穎(5C)

黃寶兒(5D)　陳卓琳(5D)

許皓昕(5E)　邵穎琪(5E)

庾寶兒(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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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4-2015

獲取獎項及成績

藝術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銀獎 黃偉文(1A)　翁祖琪(1B)

聯校音樂大賽2015 陸晴茵(2B)　譚樂怡(2B)

梁樂誼(2D)　符永鴻(2D)

梁瑞麒(2D)　趙宛瑩(3A)

許曉華(3A)　李明鈺(3A)

杜文迪(3A)  林穎彤(3A)

張國富(3A)  林典翰(3A)

余嘉琪(3B)　梅浣潁(3B)

陳卓謙(3B)　李采芸(3C)

黎伊琳(3C)  何朗楠(3D)

黃樂兒(4A)　張錦佩(4A)

蕭澤盈(4B)  羅以晴(4B)

潘學琳(4C)  梁詠儀(4E)

黃可晴(5C)  湯嘉穎(5C)

黃寶兒(5D)　陳卓琳(5D)

許皓昕(5E)　邵穎琪(5E)

庾寶兒(5E)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涌及 金獎 盧苑琳(1C)  巫丹麗(1C)

青衣區文藝協進會舉辦 戴凱嵐(1C)  鍾安琪(1D)

第二十八屆葵青區舞蹈比賽（中國舞） 曾昫瞳(1D)  謝珮晴(1D)

青年組 鄧子晴(2A)  譚佩珊(2A)  

賴頌沂(2B)  陳安蕊(2D)

郭晓雯(3A)　周穎恩(2D)

李明鈺(3A)  余嘉琪(3B)

梁家希(3B)  吳青霏(3B)

張伊晴(3B)  李子昕(4C)

陳珮宜(4D)  蔡曉嫻(5A)

梁巧怡(5C)  黃寶兒(5D)

第51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中國舞） 甲級獎 盧苑琳(1C)  巫丹麗(1C)

戴凱嵐(1C)  鍾安琪(1D)

曾昫瞳(1D)  謝珮晴(1D)

鄧子晴(2A)  譚佩珊(2A)  

賴頌沂(2B)  陳安蕊(2D)

郭晓雯(3A)　周穎恩(2D)

李明鈺(3A)  余嘉琪(3B)

梁家希(3B)  吳青霏(3B)

張伊晴(3B)  李子昕(4C)

陳珮宜(4D)  蔡曉嫻(5A)

梁巧怡(5C)  黃寶兒(5D)

第51屆學校舞蹈節比賽（HIP HOP JAZZ） 乙級獎 郭燁曈(1A)　蔡麗鈺(1B)

尹靖彤(1B)　郭珀兒(1D)

羅皓朗(1D)　吳昀妮(1D)

湯桂鋒(1D)　伍晓晴(1D)

姚駿希(1D)　梁皓貽(2A)

周可為(2B)　賴翠琳(2B)

伍洛儀(2B)　李諾琳(2B)

許靜藍(2D)　曾寶怡(2D)

陳凱瑩(3A)　林穎彤(3A)

梁籽嫣(3C)　張錦佩(4A)

周芷麗(5A)　程可宜(5C)

黃　瑾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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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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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第六屆超新星舞蹈公開比賽 周穎恩(2D)

思健學會─聯校戲劇表演 何詠翹(5E)　唐嘉鎂(5E)

「Teen使」行動區聯校話劇比賽 胡家琪(5E)　王詩韻(5E)

王麗欣(5E)　梁詩彤(5E)　

邵穎琪(5E)　唐正宜(5E)　

林曉彤(5E)　許皓昕(5E)　

余嘉雯(5E)　何嘉怡(5E)　

庾寶兒(5E)　

何詠翹(5E)　唐嘉鎂(5E)

胡家琪(5E)　王詩韻(5E)

王麗欣(5E)　梁詩彤(5E)　

邵穎琪(5E)　唐正宜(5E)　

林曉彤(5E)　許皓昕(5E)　

余嘉雯(5E)　何嘉怡(5E)　

庾寶兒(5E)　

童軍 童軍技能比賽─任國釗會長盃 冠軍 童軍團(南葵涌39旅)

南葵涌區童軍會

深資童軍支部技能錦標賽2014 季軍 深資童軍團(南葵涌39旅)

區總監錦標賽

優異旅團2014 童軍團(南葵涌39旅)

新界地域升旗比賽2014 第4名 童軍團(南葵涌39旅E隊)

總領袖獎章 趙家熙(5D)　盧絲煥(5B)

吳紫慇(5B)　葉嘉媛(5C)

至尊金獎

最佳劇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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