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比賽項目 獲獎者

德育 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計劃》 荔景天主教中學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2019 荔景天主教中學

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經牧民組主辦  天主教同學會
《美妙的景象》班際馬槽設計及製作比賽

創意獎 5C班
環保獎 1B班
環保獎 2D班

2019年葵青區傑出義工獎勵計劃 袁曦誼(6C)

天主教四旨期運動2021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四旬愛心攆影比賽（初中組） 張弘欣(2A)

學術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謝澤宏(6A)　虞君樂(6A)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0 初中組 優異獎 林晉鋒(3A)

高中組 優勝獎 馮愛倫(4B)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及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辦 鍾恩熙(5A)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辦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2020/21

祁良神父教育獎學金 獎學金$1,500 梁冠雄(5B)

領展大學生獎學金2020 (HKD$20,000) 李嘉怡(6A - 2019/20)

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 獎學金$1,000 陳秀平(2D)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二級  女子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林詠誼(1D)

中四級      女子組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馮愛倫(4B)

中五、六級  女子組  粵語二人朗誦 季軍 陳樂怡(5A)    鄭紫姍(5B)

中三級      男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張駿宏(3B)

中二級      女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張弘欣(2A)

中四級      女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李旭晴(4B)

中四級      女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陳熙蕾(4D)

中六級      女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彭慧敏(6B)

中六級      女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徐珮喻(6B)

中六級      女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陳慧潔(6A)

中三級      男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李彥行(3C)

中六級      男子組  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陳俊希(6B)

智愛中文平台 陳秀平(2D)　蔡易朗(1A)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21（香港賽區） 一等獎 陳文聰(5A)

二等獎 陳卓楠(1A)　呂泳彤(1A)

楊涴婷(3A)　莊斯博(3B)

周雲天(4A)　唐偉倫(4B)

陳樂怡(5A)　蔡芷恩(5A)

鄧洛勤(5A)　任子康(5A)

李思敏(5B)

三等獎 林己然(1A)　袁諾文(1A)

蕭悅彤(1A)　連兆熙(1B)

香健聰(2A)　蔡善怡(3A)

莊錦鈺(3A)　羅守立(3A)

伍逸朗(3A)　冼俊豐(3B)

黃淨鋒(3B)　黎曉瑩(4A)

廖子怡(4B)　林佩玟(5A)

青年組傑出義工

證書及獎學金HK$1000

荃葵青區優異學生

學校優秀學生獎

冠軍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20-2021

獲取獎項及成績

有心學校2005-2021

壹萬小時義工服務獎

最具創意獎、最溫馨獎、           

最佳演繹獎、最環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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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20-2021

獲取獎項及成績

學術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21(大灣賽區) 三等獎 呂泳彤(1A)

優異獎 袁諾文(1A)

參與獎 蕭悅彤(1A)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香港賽區) 銀獎 唐偉倫(4B)　陳樂怡(5A)

蔡芷恩(5A)　黃凱樂(5A)

銅獎 陳卓楠(1A)　林己然(1A)

呂泳彤(1A)　蕭悅彤(1A)

連兆熙(1B)　陳子瑤(2C)

蔡善怡(3A)　伍逸朗(3A)

楊涴婷(3A)　伍鍵熹(3B)

冼俊豐(3B)　黃淨鋒(3B)

陳文聰(5A)　林佩玟(5A)

鄧洛勤(5A)　任子康(5A)

李思敏(5B)

MathConcept Edication主辦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 銅獎 呂泳彤(1A)　袁諾文(1A)

陳子瑤(2C)　司徒元皓(2C)

楊涴婷(3A)　伍逸朗(3A)

莊斯博(3B)

Hong Kong Student Science Project Competition 2020 香梓豪(4A)　何詠琳(4A)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2020 譚穎燃(4A)

Hong Kong ICT Awards 2020: Student Innovation Award 楊涴婷(3A)　莊錦鈺(3A)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 學生創新獎 李沛恩(3A)　謝依琳(3B)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Invention Fair (ISIF) 2020 香梓豪(4A)　何詠琳(4A)

國際科學及發明展覽2020 譚穎燃(4A)

CUHK Jockey Club AI for the Future Project: 楊涴婷(3A)　莊錦鈺(3A)

Secondary School Think and Create Competition 2020 李沛恩(3A)　謝依琳(3B)

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中學智能創意比賽 2020

優異獎 黃柏喬(4A)　梁釗豪(4C)

蔡永豪(4D)　梁毅俊(4D)

ExpoSciences Mexico 2020 香梓豪(4A)　何詠琳(4A)

 墨西哥科學展覽 2020 譚穎燃(4A)

Kore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KSEF) 2020 銀獎 香梓豪(4A)　何詠琳(4A)

2020 年韓國科學及工程大賽 譚穎燃(4A)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Applied Science Project Olympiad (I2ASPO) 香梓豪(4A)　何詠琳(4A)

譚穎燃(4A)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及野外動向 HK Discovery合辦  : 

課外不停學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 2020-21 金獎 呂泳彤(1A) 　蕭悅彤(1A)

Hong Kong Biology Literacy Award (2020/2021) (HKBLA)

生物學素養競賽 (2020/2021) 鄧洛勤(5A)

藝術 願景基金會主辦「抗疫願景─全港中學唱作比賽決賽及頒獎禮」 冠軍 林泳蕎(6D)　黃心怡(4C)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協會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節2020(音樂比賽) 陳芷晴(4C)

2020亞洲音樂家大賽
馬林巴琴獨奏(高級組) 金獎 梁佩霖(3A)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獨舞） 優等獎 陳珈晞(5B)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級組箏獨奏 銀獎 王梓童(2B)

初級組長笛獨奏 銅獎 呂泳彤(1A)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銅獎 李詩恩(2A)

分級小提琴獨奏─四級 銀獎 張弘欣(2A)

分級鋼琴獨奏─七級 第三名 林泳蕎(6D)

IYSA最高榮譽大奬及                       

物理、能源及工程金獎

最具創新獎

銅獎

IYSA最高榮譽大奬及                                 

應用物理及工程金獎

Written test Second Class Honour

高音銅管樂─中學高級組冠軍

初中組(發明品)冠軍及

能源、工程及環境大賞

中學組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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