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

德育 2018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荔景天主教中學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計劃》 荔景天主教中學

香港明愛
荃灣區明愛賣物會 貨品擺設比賽 冠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遊戲設計 季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籌款活動(荃灣區) 荔景天主教中學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2019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荔景天主教中學

四旬愛心攝影比賽(初中組) 冠軍 鍾恩熙(3A)

四旬愛心攝影比賽(高中組) 冠軍 凌臻熺(4A)

四旬愛心短文創作比賽(高中組) 亞軍 劉嘉權(5B)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 宗教教育獎 鍾恩熙(3A)　林健聰(5C)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V-ARE-ONE 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袁曦誼(4C)

社會福利署
關愛長者機構嘉許計劃2018 三星證書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8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 金嘉許狀 荔景天主教中學
金嘉許狀 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
金嘉許狀 荔景天主教中學學生會
金嘉許狀 荔景天主教中學風紀

2018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 銅嘉許狀 伍曉晴(5A)　劉燊儀(5B)

巫丹麗(5B)　郭頌祺(5C)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18 高中組 優勝獎 郭慧琳(6A)

葵青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獎學金計劃 獎學金$10,000 金獎 郭慧琳(6A)

獎學金$5,000 銀獎 甄梓晴(6A)　莫婉欣(6E)

獎學金$1,000 銅獎 傅采悠(6A)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18年葵青區傑出義工獎勵計劃 伍曉晴(5A)

香港千禧青年獅子會
Teen 與千尋2018全港青年服務領袖培訓計劃 伍曉晴(5A)

海洋公園
賽馬會大熊貓青少年義工計劃 入圍義工 伍曉晴(5A)

學術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獎學金每名$1,000 傅采悠(6A)　陳惠欣(6B)

祁良神父教育獎學金 獎學金$1,500 羅嘉榮(5B)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獎學金$1,000 黎思婷(5D)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
葵青區書法比賽 中學中文硬筆組 季軍 馮穎琳(3A)

優異獎 張德樂(1A)　徐淑樺(1B)

林佳瑜(3A)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上學期) 施懿婷(1B)　何詠琳(2A)

孫令欣(5A)

何旖童(5B)

金獎 梁俊軒(4A)　黃小慧(5A)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下學期) 金獎 徐淑樺(1B)　施懿婷(1B)

語常會、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字遊香港】全港中小學生旅遊大使選拔賽」寫作大賽 曾彩雯(1A)　伍鍵熹(1B)

陳樂怡(3A)　李思敏(3D)

愛心獎狀

2018葵青區傑出義工

學校優秀學員獎

入選學生旅遊大使作品集

傑出義工學生獎

最佳學員獎

白金獎

飛躍進步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8-2019

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8年度關愛校園獎

有心學校20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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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二年級詩文集誦粵語 季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中一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張駿宏(1A)

中四級二人朗誦粵語 冠軍 陳慧潔(4A)　虞君樂(4A)

中五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巫丹麗(5B)

季軍 黃明晰(5A)

中四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虞君樂(4A)

中四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彭慧敏(4B)

季軍 徐珮喻(4B)

中五級女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黃明晰(5A)

季軍 巫丹麗(5B)

中二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李旭晴(2A)

中三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鍾恩熙(3A)

中四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林焯妍(4B)

亞軍 彭慧敏(4B)

季軍 袁曦誼(4C)

中五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黃明晰(5A)

中六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鄧子晴(6E)

季軍 郭凱盈(6A)

中四級男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謝澤宏(4A)

中四級二人朗讀英語 亞軍 虞君樂(4A)　陳慧潔(4A)

中國文化協會
文協盃朗誦比賽2019 黃明晰(5A)

勞頌韻(3A)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香港賽區） 二等獎 伍逸朗(1A)　於　敏( 1A)

翁宏德(1C)　周雲天(2A)

莊錦怡(4A)　虞君樂(4A)

陳忠安(5A)　李嘉怡(5A)

許曉輝(5B)　羅嘉榮(5B)

龔嘉曦(5C)

三等獎 雷錦楓(1A)　王卓朗(1A)

關晉軒(1D)　歐陽昊(2A)

香梓豪(2A)　羅翌僖(2A)

李溢朗(2A)　譚穎燃(2A)

趙朗希(2B)　廖子怡(2B)

唐偉倫(2B)　謝斯螢(2B)

麥曉東(2D)　蔡芷恩(3B)

孫逸彬(3C)　陳美鳳(4A)

陳士堯(4A)　張翠瑩(4A)

趙敏怡(4B)　陳淑盈(5A)

張瑞華(5A)　利浩然(5A)

黃澤希(5B)　吳澤生(5D)

優異獎 許澤栩(1C)　王思衡(4C)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大灣賽區） 二等獎 伍逸朗 (1A)　於　敏(1A)

翁宏德(1C)　周雲天(2A)

三等獎 蔡芷恩(3B)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 (香港賽區) 一等獎 王卓朗(1A)

二等獎 伍逸朗(1A)　翁宏德(1C)

歐陽昊(2A)　香梓豪(2A)

羅翌僖(2A)　廖子怡(2B)

邵嘉馴(2A)　陳文聰(3A)

三等獎 雷錦楓(1A)　於　敏(1A)

許澤栩(1C)　周雲天(2A)

李溢朗(2A)　譚穎燃(2A)

莫喬珉(2B)　謝斯螢(2B)

袁　雷(2C)　麥曉東(2D)

李海東(3A)　鄧洛勤(3A)
張敏翹(3A)　江朗維(3A)

林鎧橦(3A)　梁冠傑(3A)

蔡芷恩(3B)　李思敏(3D)

任子康(3D)

高中組一等獎及書券$1100

初中組優異獎及書券$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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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9（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翁宏德(1C)

三等獎 伍逸朗(1A)　邵嘉馴(2A)

周雲天(2A)　袁　雷(2C)

第三十六屆香港數學競賽 三等獎 許曉輝(5B)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虞君樂(4A)　陳忠安(5A)

銀獎 於　敏(1A)　羅翌僖(2A)

譚穎燃(2A)　廖子怡(2B)

鄧洛勤(3A)　陳士堯(4A)

陳淑盈(5A)　張瑞華(5A)

李嘉怡(5A)　許曉輝(5B)

龔嘉曦(5C)

銅獎 雷錦楓(1A)　伍逸朗(1A)

王卓朗(1A)　翁宏德(1C)

歐陽昊(2A)　香梓豪(2A)

李溢朗(2A)　周雲天(2A)

趙朗希(2B)　莫喬珉(2B)

唐偉倫(2B)　黎晉瑋(2C)

陳文聰(3A)　張敏翹(3A)

江朗維(3A)　蔡芷恩(3B)

李思敏(3D)　任子康(3D)

張翠瑩(4A)　莊錦怡(4A)

古昊侖(4C)　王思衡(4C)

利浩然(5A)　黃澤希(5B)

黃景耀(5B)　龔嘉浚(5D)

第三十六屆教區數學比賽 第五名 莊錦怡(4A)　謝澤宏(4A)

虞君樂(4A)　李嘉怡(5A)

許曉輝(5B)　羅嘉榮(5B)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2019 周雲天(2A)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虞君樂(4A)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2019 三等獎 周雲天(2A)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晉級賽 銀獎 伍逸朗(1A)

銅獎 雷錦楓(1A)　周雲天(2A)

趙朗希(2B)　古昊侖(4C)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19(香港賽區) 初賽銀獎 於　敏(1A)

「2019遊協通識盃」中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遊協通識碗 殿軍 吳嘉欣(4A)　虞君樂(4A)

張翠瑩(4A)　陳嘉兒(4A)

陳美鳳(4A)　李曦桐(4B)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 張瑞華(5A)　鄧卓謙(5C)

EIE　機械人中小學生挑戰賽2018 黎浩銘(5C)　姚駿希(5D)

白芷瑤(6D) 　樊焯檳(6E)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 張瑞華(5A)　鄧卓謙(5C)

EIE 機械人中小學生挑戰賽2018 黎浩銘(5C)　姚駿希(5D)

理電飛天(大中華區邀請賽)

 機械人中小學生挑戰賽 2019：人工智能無人駕駛 (中學 一等獎 勞麗嘉(4A)　徐珮喻(4B)

余家寶(4C)　陳嘉韻(4D)

一等獎 林家銘(5B)

Maker Faire Taipei 2018

以香港學界代表身份前往台灣進行展覽 陳智源(3A)　陳思穎(3A)

展出由自己以Micro:bit 原創的STEM 作品「無限手套」 王浩鈞(3A)　張彧銘(3B)

Bebras 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 陳士堯(4A)

王思衡(4C)

黃淨鋒(1A)

高級組亞軍(十二碼比賽)及
網絡最受歡迎獎(高級組)冠軍

網絡最受歡迎獎(高級組)季軍

表現優良榮獲銀獎

Top 20% Percentile (G7-8)

Top 10% Percentile (G9-10)

季軍(理電飛天)及
最佳創意設計獎

高級組亞軍(理電飛天)及

Top 30% Percentile (G9-10)

表現良好榮獲高中組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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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2019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初中組(發明品) 季軍 陳智源(3A)　陳思穎(3A)

王浩鈞(3A)　張彧銘(3B)

2019年大灣區STEM 卓越獎(香港區) 銀獎 陳靜彤(5A)　鍾安琪(5A)

丘卓熙(5A)

HKICT Awards - Student Innovation Awards 方誌威(3A)　袁洛恩(3A)

王梓熙(3B)

創意科技爬山車工作坊及大賽 環保創意設計獎 亞軍 段華昌(3C)

季軍 邱家悅(3D)

優異獎 黃建威(3D)

澳洲化學測試ANCQ 2018

Year 8 謝澤宏(4A)

陳嘉兒(4A)

吳嘉欣(4A)

Year 10 林家銘(5B)

何之活(5B)

Year 11 李時亨(6A)

郭慧琳(6A)

第二十五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中學組 團體賽殿軍 蔡俊駒(5C)　黃德熙(5C)

蘇浩勤(5D)　李子翹(3C)

邱家悅(3D)

中學組 個人賽季軍 蔡俊駒(5C)

饒宗頤文化館舉辦
尋找香江的故事專題研習比賽 優異獎 陳文聰(3A)　郭倩如(3A)

馮穎琳(3A)　勞頌韻(3A)

陳智源(3A)

教育局舉辦
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譚穎燃(2A)　曾皓謙(2A)

香梓豪(2A)　何詠琳(2A)

ICAS 科學比賽 Distinction 利洭瀝(1A)　李子申(1C)

羅翌僖(2A)　李溢朗(2A)

曾皓謙(2A) 　陳智源(3A)

Credit 陳樂軒(1A)　張傲風(1A)

陳艾莉(1A)　李康澄(1B)

施懿婷(1B)　林晉鋒(1C)

鄧思豪(1C)　葉貝莎(1C)

李昊珉(1D)　姚小晴(1D)

歐陽昊(2A)　譚穎燃(2A)

黃柏喬(2A)　符智滔(2C)

陳文聰(3A)　馮梓灝(3A)

郭倩如(3A)　賴柏言(3A)

梁冠傑(3A)　李海東(3A)

鄧洛勤(3A)　蔡錦昌(3B)

何恩彥(3B)　黃建威(3D)

Merit 許晉熙(1B)　羅守立(1C)

邵嘉馴(2A)　黃凱樂(3A)

許嘉軒(3D)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樂器設計比賽 陳智源(3A)　陳思穎(3A)

王浩鈞(3A)　張彧銘(3B)

陳靜彤(5A)　張瑞華(5A)

丘卓熙(5A)

IET Faraday Challenge Days 2019  (IET 法拉第挑戰日 2019) 季軍 孫朗軒(2A)　黃柏喬(2A)

周雲天(2A)　梁釗豪(2C)

鍾海利(2C)　王俊程(2C)

袁　雷(2C)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High Distinction

Credit

Distinction

           中學組最佳創意獎及
書券$700

YITAA奬勵計劃 x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認證: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認證

中學組亞軍及

Credit

初中組優秀隊伍

Distinction

Credit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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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瓊港青年音樂會
瓊港青年音樂會港區選拔賽(少年樂隊組) 亞軍 何之活(5B)　馮鈞權(5C)

鄭文斌(5D)　符永鴻(6B)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8小合奏中學生組 季軍 朱明曦(1A)　勞麗嘉(4A)

林樂宜(4B)　梁君朗(4B)

梁雅媛(4B)　陳沅廷(4D)

林泳蕎(4D)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木琴獨奏(中學組) 季軍 梁佩霖(1A)

鋼琴獨奏(四級) 季軍 朱明曦(1A)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9 金獎 黃子柔(1D)　朱明曦(1A)

曾文希(1C)　曾皓謙(2A)

李旭晴(2A)　彭浩兒(2B)

徐嘉謙(2D)　梁芷縈(2D)

陳雅嵐(3A)　馮梓灝(3A)

勞頌韻(3A)　林佩玟(3B)

鄭瑪麗(3D)　張俊嶸(3C)

陳芷晴(3D)　任子康(3D)

勞麗嘉(4A)　陳士堯(4A)

梁雅媛(4B)　林樂宜(4B)

梁君朗(4B)　吳小汶(4D)

林芯言(4C)　鄧綺雯(4C)

鄭熙桐(4D)　林泳蕎(4D)

陳沅廷(4D)　伍樂兒(4D)

黃偉文(5B)　鄭文斌(5D)

第32屆葵青區舞蹈比賽(中國舞) 銀獎 周沚柔(1A)　朱嘉琪(1A)

陳明昕(2A)　顏采妮(2B)

張瀅瀅(2B)　謝斯螢(2B)

劉靜欣(2D)　鍾恩熙(3A)

陳珈晞(3B)　陳熙璇(3C)

李曦桐(4B)　彭慧敏(4B)

周仲楹(4C)　袁曦誼(4C)

李卓嵐(4D)　邱雅儀(4D)

沈郁雅(4D)　戴凱嵐(5D)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中國舞) 銀獎 周沚柔(1A)　朱嘉琪(1A)

陳明昕(2A)　顏采妮(2B)

張瀅瀅(2B)　謝斯螢(2B)

劉靜欣(2D)　鍾恩熙(3A)

陳珈晞(3B)　李曦桐(4B)

彭慧敏(4B)　周仲楹(4C)

袁曦誼(4C)　李卓嵐(4D)

邱雅儀(4D)　沈郁雅(4D)

戴凱嵐(5D)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Hip Hop Jazz) 銀奬 陳詠琪(1A)　黃靖珩(1A)

黃嘉穎(1A)　於　敏(1A)

曾彩雯(1A)　林珮雯(1B)

徐淑樺(1B)　何佩詩(1D)

蘆姿名(1D)　楊涴婷(1D)

劉心怡(2C)　吳詩婷(2C)

黃靖潼(4B)　鄧綺雯(4C)

鄭熙桐(4D)　黃明晰(5A)

伍曉晴(5A)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50公尺自由泳 亞軍 李幸妮(6E)

季軍 黃子祺(6B)

女子甲組50公尺蝶泳 殿軍 黃子祺(6B)

女子甲組50公尺蛙泳 亞軍 洪卓翹(6B)

女子甲組100米蛙泳 季軍 洪卓翹(6B)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 亞軍 李幸妮(6E)

季軍 徐樂晞(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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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200公尺自由泳 季軍 張家妍(5B)

女子甲組4X50公尺自由泳接力 亞軍 徐樂晞(5B)　張家妍(5B)

黎思婷(5D)　伍　靜(4D)

女子甲組4X50公尺四式接力 季軍 鍾安琪(5A)　洪卓翹(6B)

黃子祺(6B)　李幸妮(6E)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鍾安琪(5A)　洪卓翹(6B)

黃子祺(6B)　李幸妮(6E)

張家妍(5B)　徐樂晞(5B)

黎思婷(5D)　伍　靜(4D)

林泳蕎(4D)　李恆樂(4D)

男子乙組50公尺自由泳 季軍 蔡駿希(4B)

男子丙組50公尺背泳 季軍 袁　雷(2C)

男子丙組100公尺自由泳 季軍 袁　雷(2C)

男子丙組4X50公尺四式接力 殿軍 袁　雷(2C)　梁毅俊(2C)

黃昊騫(1A)　梁浩倫(1D)

第五屆香港海岸賽艇錦標賽
男子雙人艇 冠軍 周永樂(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新界中學室內賽艇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 優異獎 史澤成(3B)　周永樂(4C)

崔弘暉(4C)　鄭梓宇(4D)

羅康銓(4D)

香港分齡跳水錦標賽
男子B組一米板 亞軍 梁釗豪(2C)

男子B組三米板 亞軍 梁釗豪(2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跑比賽
女子甲組個人 第四名 曾昫瞳(5B)

第六名 謝美娸(4D)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陳安蕊(6A)　李諾琳(6D)

鍾安琪(5A)　曾昫瞳(5B)

蔡穎穎(5D)　伍　靜(4D)

謝美娸(4D)

女子丙組個人 第六名 鄧詠瑜(2A)

男子乙組個人 第四名 翁俊豪(2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遠 冠軍 莊斯琪(4D)

女子甲組100米  亞軍 莊斯琪(4D)

女子甲組鐵餅 亞軍 許靜藍(6B)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蔡穎穎(5D)　陳安蕊(6A)

張　冉(6B)　洪卓翹(6B)

許靜藍(6B)　曾寶怡(6E)

李諾琳(6D)　鍾安琪(5A)

曾昫瞳(5B)　謝美娸(4D)

莊斯琪(4D)　伍　靜(4D)

女子乙組鉛球 冠軍 曾俞霖(4C)

女子乙組團體 殿軍 莫喬珉(2B)　蔡芷恩(3B)

潘穎欣(3B)　林佩玟(3B)

黃妤欣(3B)　李思敏(3D)

曾琬殷(4A)　梁雅媛(4B)

曾俞霖(4C)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亞軍 蔡俊駒(5C)

男子甲組跳遠 季軍 蔡俊駒(5C)

男子甲組標槍 冠軍 王子城(6E)

男子乙組標槍 (破大會紀錄) 冠軍 史澤成(3B)

男子乙組跳高 亞軍 卓子皓(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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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
女子初級組手球比賽 亞軍 蔡芷情(1A)　馬凱晴(1B)

黃婧雯(1B)　黃卓姿(1C)

張漫慈(1C)　謝依琳(1D)

莊錦鈺(1D)　林詩敏(3A)

林佩玟(3B)　黃妤欣(3B)

潘穎欣(3B)　鄭紫姍(3B)

姚婉真(3B)　張彧銘(3B)

劉映廷(3C)　姚采熙(3C)

女子高級組手球比賽 冠軍 蔡芷恩(3B)　曾俞霖(4C)

伍　靜(4D)　莊斯琪(4D)

陳安蕊(6A)　許靜藍(6B)

洪卓翹(6B)　張　冉(6B)

郁梓彤(6C)　李幸妮(6E)

鄧梓菁(6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
女子高級組籃球比賽  殿軍 陳安蕊(6A)　洪卓翹(6B)

潘穎茹(6C)　鄧梓菁(6C)

林焯妍(4B)　曾俞霖(4C)

廖詠欣(4D)　伍　靜(4D)

莊斯琪(4D)　蔡芷恩(3B)

男子甲組 乒乓球比賽 亞軍 鄭栢謙(5B)　黃澤希(5B)

蔡宇正(4A)

女子初級組排球比賽 冠軍 黃婧雯(1B)　梁詠茵(1B)

黃卓姿(1C)　許伊晴(2B)

林凱伶(2B)　柯韓英(2D)

黃嘉怡(2D)　林詩敏(3A)

張敏翹(3A)　黃妤欣 (3B)

張晶瑩(3C)　朱　尉 (3D)

全能傑出運動員獎 莊斯琪(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