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比賽項目

德育 2021年度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香港公益金

公益金便服日

香港明愛

明愛賣物會籌款活動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2022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董曉楠 (5A)

李沛恩 (4A)

陳睿政 (4B)

張名灝 (3A)

周國倫 (2A)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 宗教教育獎 尤可兒 (3C) 劉心怡 (5C)

香港青年協會「好義配」義務工作嘉許2021

2021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團體)

2021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 姚沛琳 (4D) 何詠琳 (5A)

譚穎燃 (5A) 馮愛倫 (5B)

徐裕晉 (5B) 陳文聰 (6A)

陳思穎 (6A) 馮穎琳 (6A)

郭倩如 (6A) 賴柏言 (6A)

林佳瑜 (6A) 林佩玟 (6A)

李曉潁 (6A) 勞頌韻 (6A)

區智傑 (6B) 陳育瑩 (6B)

陳珈晞 (6B) 王浩鈞 (6B)

林潁恩 (6D) 劉映廷 (6D)

麥佩怡 (6D) 黃慧敏 (6D)

葉繼隆 (6D) 張馨文 (6D)

蕭悅彤 (2A) 姚育豪 (2A)

張名灝 (3A) 張弘欣 (3A)

金志禹 (3A) 李沛恩 (4A)

董曉楠 (5A) 李諾兒( (5A)

蔡芷恩 (6A)   陳雅嵐 (6B)

鄭紫姍 (6B)   何匡儒 (6B)

學術 應用學習獎學金 勞頌韻 (6A) 王浩鈞 (6B)

領展大學生獎學金 陳嘉兒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1 李諾兒 (5A)

2021成長希望獎學金 方澤成 (6B)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嘉許狀 何詠琳 (5A) 香梓豪 (5A)

譚穎燃 (5A)

第十一屆「原來我得㗎」美國中學交流計劃獎學金 張駿宏 (4A)

祁良神父紀念獎學金 吳嘉豪 (5B)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陳樂怡 (6A) 郭倩如 (6A)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組織 譚穎燃 (5A)

啟發潛能教育優秀學生選舉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獎學金$5,000 郭玉怡 (5A) 譚穎燃 (5A)

2022「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黎曉瑩 (5A)

荃葵青中學校長會 李諾兒 (5A)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2021-2022

荔景天主教中學

獎學金 $1,000

四旬愛心攝影比賽(高中組)優異獎

四旬愛心攝影比賽(初中組)優異獎

愛心獎狀 荔景天主教中學

賣物會─最高籌款單位獎(荃灣區) 荔景天主教中學

高中組優異獎

獎學金 $10,000

優秀學生獎

獎學金 (美國交流學費及生活津貼共

$141,000)

獎學金 $1,500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21-2022

獲取獎項及成績

2021年度關愛校園獎

獲獎者

四旬愛心攝影比賽(高中組)優異獎

最高參與率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優異獎證書

四旬愛心攝影比賽(高中組)冠軍

四旬愛心攝影比賽(初中組)冠軍

(6A - 2020/21)

義務工作嘉許狀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荔景天主教中學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狀

獎學金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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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21-2022

獲取獎項及成績 獲獎者

學術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何詠琳 (5A) 香梓豪 (5A)

譚穎燃 (5A)

香港童軍總會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葵青區書法比賽

中學中文硬筆組 季軍 彭浩銘 (3C)

土木工程拓展署 方誌威 (6A) 郭倩如 (6A)

「AI 挑戰x斜坡安全 - AI應用工作坊及比賽」 李思敏 (6B) 王梓熙 (6B)

黃煜民 (6B)

2021 World Invention Creativity Olympic (WICO) in Korea 楊涴婷 (4A) 莊錦鈺 (4A)

李沛恩 (4A) 謝依琳 (4B)

楊涴婷 (4A) 莊錦鈺 (4A)

李沛恩 (4A) 謝依琳 (4B)

楊涴婷 (4A) 莊錦鈺 (4A)

李沛恩 (4A) 謝依琳 (4B)

Innovation for Future (IFF) 2022 張竣瑜 (3A) 江采蓉 (3B)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距離測量及應用設計比賽 黎曉瑩 (5A) 羅翌僖 (5A)

袁雷 (5B) 梁釗豪 (5C)

邵嘉馴 (5C)

香港創科展 2021 - 2022 謝泊寬 (3C) 李冠霆 (3C)

中學生數學建模比賽（MMCSS）2022 趙祐俊 (3A) 李彥僑 (3A)

香健聰 (3A)

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 中學智能創意比賽2021 楊涴婷 (4A) 莊錦鈺 (4A)

李沛恩 (4A) 謝依琳 (4B)

第二十屆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 優異獎 楊涴婷 (4A) 莊錦鈺 (4A)

李沛恩 (4A) 謝依琳 (4B)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銅獎 鄧洛勤 (6A)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1-2022(香港賽區) 金獎 張竣瑜 (3A) 林晉鋒 (4A)

銀獎 薛凱晴 (1B) 邵羽琪 (1D)

蕭悅彤 (2A) 吳鍶培 (3A)

陳子瑤 (3C) 謝泊寬 (3C)

張德樂 (4A) 黎曉瑩 (5A)

唐偉倫 (5B)

銅獎 陳樂庭 (1A) 趙茵琪 (1A)

黃泓樂 (1A) 關立偉 (1A)

薛若妍 (1A) 譚奕喬 (1A)

鄭任津 (1C) 李芷靖 (1D)

陳卓楠 (2A) 林己然 (2A)

呂泳彤 (2A) 姚育豪 (2A)

鄭鎮遠 (2B) 袁諾文 (2B)

萬子謙 (3A) 李彥僑 (3A)

黃耀祖 (3A) 香健聰 (3A)

陳大銘 (3B) 黃楚軒 (3B)

蔡善怡 (4A) 莊錦鈺 (4A)

許晉熙 (4A) 羅守立 (4A)

冼俊豐 (4A) 楊涴婷 (4A)

於敏 (4A) 關晉軒 (4B)

袁雷 (5B)

司徒元皓(3C)

初中組二等獎

(書券 $600、獎座一個、奬狀)

(獲 Raspberry pi 電腦5部、獎座一個、奬

狀及書卷 $200)

Canadian Special Award

Gold Medal and

TISIAS Special Award

「最佳建議書」及

AWS DeepLens 機器學習組別亞軍

關注社會獎及獎品共$7,000

HSBC Hong Kong Commun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 2021

(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 SMART Community Hackathon

Gold Medal及

最具創意獎及獎金 $5000

International Special Award from Turkish

Inventor Association及

The 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n

Canada, iCAN 2021

表揚金狀 南葵涌第39旅
(自1980年起連續40年對香港童軍運動作

出卓越貢獻)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初中組銀獎

(每位同學獲獎金 $8000﹐學校亦獲頒發

展基金$75000，用於發展學校的STEM)

Certificate of Merit in Secondary School

Stream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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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21-2022

獲取獎項及成績 獲獎者

學術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香港賽區) 一等獎 呂泳彤 (2A) 張竣瑜 (3A)

二等獎 趙茵琪 (1A) 李芷靖 (1D)

容子喬 (2A) 蕭悅彤 (2A)

黃楚軒 (3B) 謝泊寬 (3C)

張德樂 (4A) 蔡善怡 (4A)

莊錦鈺 (4A) 林晉鋒 (4A)

伍鍵熹 (4A) 冼俊豐 (4A)

於敏 (4A) 黎曉瑩 (5A)

唐偉倫 (5B)

三等獎 陳樂庭 (1A) 黃泓樂 (1A)

邵羽琪 (1D) 陳卓楠 (2A)

連兆熙 (2A) 姚育豪 (2A)

容子喬 (2A) 郭宇霖 (3A)

萬子謙 (3A) 香健聰 (3A)

黃耀祖 (3A) 陳大銘 (3B)

陳子瑤 (3C) 楊涴婷 (4A)

許晉熙 (4A) 羅守立 (4A)

伍逸朗 (4A)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2 (香港賽區) 銀獎 李芷靖 (1D) 張竣瑜 (3A)

謝泊寬 (3C) 林晉鋒 (4A)

銅獎 呂泳彤 (2A) 容子喬 (2A)

蕭悅彤 (2A) 張德樂 (4A)

蔡善怡 (4A) 莊錦鈺 (4A)

許晉熙 (4A) 伍逸朗 (4A)

楊涴婷 (4A)

中學生數學建模比賽(MMCSS) 2022 二等獎 趙佑俊 (3A) 香健聰 (3A)

李彥僑 (3A)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二等獎 香梓珊 (3A)

中小學數學應用創意信息圖設計比賽 銅獎 周凱恩 (4B)

第 39 屆香港數學競賽 團體賽(全場) 亞軍 張德樂 (4A) 林晉鋒 (4A)

於敏 (4A) 黎曉瑩 (5A)

團體賽(區域) 榮譽獎狀 張德樂 (4A) 林晉鋒 (4A)

於敏 (4A) 黎曉瑩 (5A)

個人賽(卷別一) 三等榮譽獎狀 張德樂 (4A) 林晉鋒 (4A)

於敏 (4A) 黎曉瑩 (5A)

個人賽(卷別二) 一等榮譽獎狀 張德樂 (4A) 林晉鋒 (4A)

於敏 (4A) 黎曉瑩 (5A)

鄧洛勤 (6A)

生物學素養競賽 何匡儒 (6B)

林思行 (5A) 李諾兒 (5A)

林佳瑜 (6A) 李海東 (6A)

郭玉怡 (5A)

澳洲化學測試2021 陳文聰 (6A) 黃凱樂 (5A)

Distinction 鄧洛勤 (6A)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三級英語詩詞獨誦 冠軍 林頌晴 (3A)

中三級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李詩恩 (3A) 李彥行 (3D)

中三級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鄭欣琪 (3A)

中四級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張駿宏 (4A)

中四級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李沛恩 (4A) 蕭瑩 (4B)

中五級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涂芷昕 (5D) 彭智麟 (5D)

Second Class Honours

Third Class Honours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皇家生物學會香港分會、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大學舉辦

First Class Honours

Active Participation

High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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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21-2022

獲取獎項及成績 獲獎者

學術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六級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鍾恩熙 (6A) 勞頌韻 (6A)

中六級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 陳樂怡 (6A) 陳珈晞 (6B)

鄭紫姍 (6B) 林潁恩 (6D)

劉映廷 (6D)

中六級英語詩詞獨誦 良好 李思敏 (6B)

中六級英語二人對話 優良 勞頌韻 (6A) 郭倩如 (6A)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二等獎 於敏 (4A)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心舉辦 李諾兒 (5A)

網上疫下學理財「理智醒」問答比賽 黃俊豪 (4B)

全港排名(參與人數約9000人) 李俊浩 (5B)

馬浩嘉 (5A)

徐淑樺 (4A)

梁詠茵 (4A)

劉樂欣 (4B)

李敬謙 (4A)

李家棟 (5A)

林欣玉 (5C)

梁海諾 (5A)

何詠琳 (5A)

呂泳彤 (2A)

陳子瑤 (3C)

香健聰 (3A)

陳秀平 (3D)

王雅萍 (2C)

蕭悅彤 (2A)

楊子謙 (2B)

鄧翊瞳 (2D)

陳穎誼 (2C)

藝術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2 傑出合作獎

2021 IPEA打擊樂菁英賽(港澳台賽區)木琴少年組 亞軍 梁佩霖 (4A)

唱響青春，舞出天地─香港學界藝術節 韓子悠 (1A) 梁芷菲 (1A)

合唱團中學組 薛若妍 (1A) 馮晞滺 (1B)

劉鎧菱 (1B) 薛凱晴 (1B)

吳文靜 (1C) 曾靖雅 (1C)

王欣淇 (1C) 陳夢祺 (1D)

張濬嘉 (1D) 關敏盈 (1D)

邵羽琪 (1D) 呂泳彤 (2A)

黃宣穎 (2A) 陳茜兒 (2B)

趙祉喬 (2B) 李至鈞 (2B)

宋玟萱 (2B) 丘卓翹 (2B)

陳嘉穎 (2C) 王雅萍 (2C)

蔡凱翹 (2D) 陳采盈 (2D)

張文琪 (3A) 金志禹 (3A)

林頌晴 (3A) 李詩恩 (3A)

卓穎欣 (3B) 江采蓉 (3B)

李卓澐 (3B) 陸梓程 (3B)

蘇珮雅 (3B) 王梓童 (3B)

尤可兒 (3C) 李嘉晞 (3D)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冠軍 唐諾兒 (3C)

全方位比賽平台

第五十四屆明日之聲大賽─青少年組個人項目：獨唱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金獎 梁佩霖 (4A)

銀獎 蘇穎思 (6C)

銅獎 吳鎮熹 (1A) 張濬嘉 (1D)

李詩恩 (3A)

2021/22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張駿宏 (4A) 何佩詩 (4A)

許晉熙 (4A) 鄧嘉濠 (4A)

何卓朗 (4C) 郭玉怡 (5A)

李諾兒 (5A) 李旭晴 (5B)

銅獎

全港排第105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155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165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98名    高級組四等獎

荔景天主教中學

全港排第4名    高級組一等獎

全港排第16名    高級組二等獎

全港排第144名    高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56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57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142名    高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68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99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66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6名    高級組一等獎

全港排第29名    高級組三等獎

全港排第62名    高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62名  初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143名    高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136名    高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91名    高級組四等獎

全港排第33名    高級組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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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荔景天主教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2021-2022

獲取獎項及成績 獲獎者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背泳 冠軍   袁雷 (5B)

男子甲組50米蛙泳 殿軍 梁釗豪 (5C)

男子丙組50米蝶泳 亞軍 區哲滔 (2B)

男子丙組50米背泳 冠軍 胡文曦 (1C)

女子丙組100米背泳 季軍 韓子悠 (1A)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800米 季軍 廖浩林 (1D)

男子甲組標槍 冠軍 方澤成 (6B)

女子甲組跳高 殿軍 莫喬珉 (5B)

男子乙組鐵餅 季軍 許晉熙 (4A)

女子丙組跳高 殿軍 宋玟萱 (2B)

女子甲組鐵餅 亞軍 黃妤欣 (6C)

葵青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青少年(MG組)男子單打 冠軍 張名灝 (3A)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男子公開B組跳台 亞軍 梁釗豪 (5C)

男子公開B組三米板 亞軍 梁釗豪 (5C)

香港分齡跳水錦標賽

男子A組一米板 季軍 梁釗豪 (5C)

男子A組三米板 亞軍 梁釗豪 (5C)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優秀學生 譚穎燃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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