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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

德育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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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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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軍 張名灝(1A)

初中組 優異獎 余約嫺(1A)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2019

葵青區傑出義工獎勵計劃 傑出義工 鍾恩熙(4A)　袁曦誼(5C)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 宗教教育獎 李沛恩(2A)　曹煇杰(5C)

社會福利署
服務社會達十五年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8年度機構壹萬小時義工服務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9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 荔景天主教中學

2019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小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

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
荔景天主教中學─風紀

荔景天主教中學─扶輪少年服務團
荔景天主教中學─天主教同學會

荔景天主教中學─學生會

荔景天主教中學─成長小組

荔景天主教中學─童軍團

荔景天主教中學─女童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紅十字會青年團

2019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 周景山(4C)　張翠瑩(5A)

曾琬殷(5A)　黃穎怡(5A)

蔡卓衡(5A)　鄧陶軒(5A)

謝澤宏(5A)　李俊軒(5B)

彭慧敏(5B)　趙敏怡(5B)

鄭靖妍(5B)　李曦桐(5B)

江漢升(5C)　周仲楹(5C)

姚詠祺(5C)　袁曦誼(5C)

莫熙鈉(5C)　陳嘉韻(5D)

黃啟晉(5D)　廖詠欣(5D)

伍  靜(5D)

林詩敏(4A)　袁洛恩(4A)

張敏翹(4A)　郭倩如(4A)

勞頌韻(4A)　賴柏言(4A)

鍾恩熙(4A)　蔡芷恩(4A)

李思敏(4B)　林鎧橦(4B)

區智傑(4B)　趙嘉瑤(4B)

潘穎欣(4B)　鄭紫姍(4B)

趙旭瑩(4C)　朱　尉(4D)

邱家悅(4D)　劉映廷(4D)

姜易萍(5A)　陳美鳳(5A)

陳嘉兒(5A)　童芊雅(5A)

陳俊希(5B)　陳嘉敏(5B)

林卓燁(5C)　古昊侖(5C)

盧苑琳(6A)　譚家儀(6B)

張雅雯(6B)　郭珀兒(6C)

劉彥男(6D)

朱明曦(2A)　林晉鋒(2A)

香靜兒(2A)　曾彩雯(2A)

楊涴婷(2A)　李泳霖(2B)

翁宏德(2B)　張駿宏(2B)

符瑋瑜(2B)　莊斯博(2B)

黃嘉穎(2B)　鄧思豪(2B)

蕭浠桐(2B)　吳緯澎(2B)

梁詠嵐(2B)　梁浩倫(2D)

黃嘉敏(2D)　何敦昇(3A)

何詠琳(3A)　李旭晴(3A)

李家棟(3A)　李溢朗(3A)

林思行(3A)　林嘉琦(3A)

黃柏喬(3A)　董曉楠(3A)

鄧詠瑜(3A)　顏采妮(3A)

譚穎燃(3A)　翁俊豪(3A)

吳嘉豪(3B)　袁　雷(3B)

張浩然(3B)　梁嘉希(3B)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9-2020

獲取獎項及成績

2019年度關愛校園獎

有心學校2005-2020

愛心獎狀

壹萬小時義工服務獎

義務工作嘉許狀─銀狀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狀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狀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長期服務嘉許狀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1/5 



23/10/2020 12:15

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9-2020

獲取獎項及成績

德育 2019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 陳祉穎(3B)　黃梓杰(3B)

劉靜欣(3B)　吳詩婷(3C)

李諾兒(3C)　黎子健(3C)

駱茵茵(3C)　劉杬羲(3D)

陳珈晞(4B)　陳雅嵐(4B)

鄭堯烽(4C)　余麗茵(4D)

葉繼隆(4D)　馮嘉立(5A)

陳慧潔(5A)　梁曉欣(6A)

謝珮晴(6B)　鄧皓霞(6B)

譚鳳琳(6B)　巫丹麗(6B)

何旖童(6B)　黎思婷(6D)

學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0「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獎學金：每人港幣$5,000) 郭倩如(4A)　鍾恩熙(4A)

祁良神父教育獎學金 獎學金$1,500 鄭靖妍(5B)

杜葉鍚恩教育基金(獎學金：港幣$1,000) 袁曦誼(5C)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第三十屆傑出學生選舉(書劵：港幣$1,300) 優異學生獎 謝澤宏(5A)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二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張駿宏(2B)

中五級男子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虞君樂(5A)

中二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蕭浠桐(2B)

中五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董芊雅(5A)

中五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林焯妍(5B)

中六級女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黃明晰(6A)

中五級男子組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謝澤宏(5A)

香港書展STEM World中小學創科展覽及

2019年香港中小學STEM大賽 初中組亞軍 陳思穎(4A)　郭倩如(4A)

張彧銘(4B)　王浩鈞(4B)

2019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楊涴婷(2A)　謝依琳(2D)

HKETA STEM Competition 2019: Innovate for Future

Cash Prize / Scholarship 楊涴婷(2A)　莊錦鈺(2A)

(Scholarship-Total HK$6,000  @HK$1500 per head) 李沛恩(2A)　謝依琳(2D)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Inno X Eco Maker Competition 環保創客大賽 香梓豪(3A)　何詠琳(3A)

譚穎燃(3A)　曾皓謙(3A)

九龍樂善堂「第一屆關懷弱勢社群全港創新科技設計大賽」 陳靜彤(6A)　 鍾安琪(6A)

丘卓熙(6A)

香港旅遊及文化發展協進會
香港中學第10屆保育文化徵文比賽2019 初中組 優異獎 董曉楠(3A)　林嘉琦(3A)

參賽作品：「郊遊西貢郊野公園後感」 徐子涵(3B)　黎曉瑩(3D)

　
中國文化基金會創作比賽

「疫情下的正能量創作比賽」 作文初中組 一等獎 徐子涵(3B)

作文初中組 三等獎 馮愛倫(3B)

紀念獎 董曉楠(3A)　於敏(2A)

李穎欣(2C)

台灣數獨發展協會主辦　奧冠教育中心協辦

香港數獨王爭霸戰2019 優異獎 周雲天(3A)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狀

第三名及Best Presentation Award

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初中組最具潛質獎

(Team 18 - Smart Toilet)

冠軍及環保設計大獎

中學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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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9-2020

獲取獎項及成績

學術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 二等獎 彭智文(1A)　葉孝嚴(1A)

朱明曦(2A)　於敏(2A)

李溢朗(3A)　周雲天(3A)

廖子怡(3B)　唐偉倫(3B)

三等獎 張竣瑜(1A)　香梓珊(1A)

郭宇霖(1A)　伍榮駿(1A)

香健聰(1B)　袁洛希(1B)

蔡峻軒(1C)　司徒元皓(1D)

謝泊寬(1D)　蔡善怡(2A)

林晉鋒(2A)　伍逸朗(2A)

翁宏德(2B)　邵嘉馴(3B)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20（香港賽區） 一等獎 伍逸朗(2A)　周雲天(3A)

莊錦怡(5A)

二等獎 郭宇霖(1A)　林晉鋒(2A)

於　敏(2A)　莊斯博(2B)

李溢朗(3A)　唐偉倫(3B)

張敏翹(4A)　謝澤宏(5A)

虞君樂(5A)

三等獎 伍榮駿(1A)　彭智文(1A)

葉孝嚴(1A)　袁洛希(1B)

蔡峻軒(1C)　司徒元皓(1D)

張德樂(2A)　蔡善怡(2A)

朱明曦(2A)　關晉軒(2A)

黃淨鋒(2B)　歐陽昊(3A)

香梓豪(3A)　羅翌僖(3A)

梁海諾(3A)　譚穎燃(3A)

謝斯螢(3B)　蔡芷恩(4A)

林佩玟(4A)　任子康(4A)

李思敏(4B)　陳嘉兒(5A)

陳美鳳(5A)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20（大灣賽區） 三等獎 黃淨鋒(2B)　莊錦怡(5A)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香港賽區） 銀獎 伍逸朗(2A)　虞君樂(5A)

銅獎 彭智文(1A)　香健聰(1B)

袁洛希(1B)　蔡善怡(2A)

關晉軒(2A)　林晉鋒(2A)

於　敏(2A)　莊斯博(2B)

翁宏德(2B)　莊錦怡(5A)

澳洲化學測試2019 何之活(6B)　林家銘(6B)

馮嘉立(5A)

Credit 鄧洛勤(4A)

教育局與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主辦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2020 嘉許獎 歐陽昊(3A)　陳明昕(3A)

張瀅瀅(3A)　鍾卓峰(3A)

董曉楠(3A)　香梓豪(3A)

何敦昇(3A)　何詠琳(3A)

許伊晴(3A)　郭玉怡(3A)

林嘉琦(3A)　林琦琪(3A)

林思行(3A)　羅啟聰(3A)

羅翌僖(3A)　李家棟(3A)

李溢朗(3A)　李旭晴(3A)

梁海諾(3A)　馬浩嘉(3A)

顏采妮(3A)　潘樂瑤(3A)

譚穎燃(3A)　鄧智謙(3A)

鄧詠瑜(3A)　曾皓謙(3A)

溫俊華(3A)　黃柏喬(3A)

肖　鍵(3A)　翁俊豪(3A)

周雲天(3A)　陳祉穎(3B)

劉靜欣(3B)　凌梓菁(3B)

唐偉倫(3B)　徐子涵(3B)

袁　雷(3B)　李諾兒(3C)

黎曉瑩(3D)

Distinction

High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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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9-2020

獲取獎項及成績

學術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初賽 曾彩雯(2A)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馮愛倫(3B)　劉心怡(3B)

優秀學生獎 許伊晴(3A)　譚穎燃(3A)

劉靜欣(3B)　馮愛倫(3B)

藝術 201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中學初級組) 優異獎 江采蓉(1A)　李常悅(1A)

李詩恩(1A)　吳朗謙(1C)

蘇庭禧(1C)　陳泓亨(1D)

陳秀平(1D)　朱明曦(2A)

張駿宏(2B)　曾文希(2B)

黃子柔(2C)　李旭晴(3A)

曾皓謙(3A)　梁芷縈(3C)

徐嘉謙(3C)　馮梓灝(4A)

林佩玟(4A)　勞頌韻(4A)

羅梓顥(4A)　任子康(4A)

陳雅嵐(4B)　陳芷晴(4C)

鄭瑪麗(4D)　張俊嶸(4D)

陳士堯(5A)　勞麗嘉(5A)

林樂宜(5B)　梁君朗(5B)

梁雅媛(5B)　林芯言(5C)

鄧綺雯(5C)　陳沅廷(5D)

鄭熙桐(5D)　林泳蕎(5D)

伍樂兒(5D)　吳小汶(5D)

體育 第一屆亞洲及大洋洲意式滾球青少年錦標賽 男雙銅牌 梁冠雄(4B)　錢俊瑋(4D)

(12-17/9/2019)

混雙銅牌 邱家悅(4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100米蛙泳 季軍 梁浩倫(2D)

男子甲組50米蛙泳 亞軍 蔡駿希(5B)

女子甲組4r50米自由式接力 季軍 周仲楹(5C)

徐樂晞(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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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軍 曾昫瞳(6B)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賽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曾琬殷(5A)　陳蔚嵐(5B)

謝美娸(5D)　伍　靜(5D)

女子甲組個人 第六名 謝美娸(5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遠 亞軍 蔡俊駒(6C)

男子甲組跳高 殿軍 郭至軒(4D)

男子甲組標槍 冠軍 史澤成(4B)

男子乙組標槍 冠軍 葉繼隆(4D)

男子乙組鐵餅 殿軍 葉繼隆(4D)

男子乙組跳高 冠軍 卓子皓(3D)

男子乙組100米欄 冠軍 卓子皓(3D)

男子丙組800米 季軍 鄒凱名(2C)

男子丙組1500米 季軍 鄒凱名(2C)

男子丙組1500米 殿軍 梁浩倫(2D)

男子丙組100米欄 殿軍 彭偉杰(1A)

男子丙組4r400米接力 季軍 何卓朗(2B)　馬顥峰(2C)

鄒凱名(2C)　梁浩倫(2D)

影片製作比賽亞軍

現場作文初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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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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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萬子謙(1A)　彭智文(1A)

彭偉杰(1A)　曾梓樂(1A)

羅亦淋(1B)　李澤濠(2B)

何卓朗(2B)　許晉朗(2B)

賴筱齊(2C)　鄧嘉濠(2C)

鄒凱名(2C)　馬顥峰(2C)

譚鈞浩(2D)　梁浩倫(2D)

女子甲組4r400米接力 殿軍 曾琬殷(5A)　謝美娸(5D)

女子甲組鉛球 季軍 曾俞霖(5C)

女子丙組標槍 季軍 黃卓姿(2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 季軍 黃澤希(6B)　鄭栢謙(6B)

吳卓彥(5B)　蔡宇正(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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