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2 學生表現-校外活動獎項 

學術活動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香港文創薈主辦> 

好孩子好習慣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1B 余泓樂 

亞軍 3A 郭鈞鴻 

季軍 3B 程智傑 

金獎 1B葉朗淳、1D 練峻希、2B唐嘉俊

3A昌永軒、3A 黃創琨 

銀獎 1A葉祖慇、1A 羅祺永、 

3A何樂基、3B 鄺子俊 

銅獎 1B陳子輝、1C 馮梓健、2A蘇啟堯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初中組優異獎 3B羅御甡 

高中組優異獎 4A梁君朗、4C 李驊峰、5A祝嘉謙 

5A高文浩、6B 鄉灝然 

入圍全國複賽 50篇 5A高文浩、6A 余曉汶 

第三十二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名篇閱讀組 –高級組 

優異獎 5A葉銘浩 

「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 

學習後感寫作比賽 

冠軍 5A潘文軒 

趣寫文學足印：觸地生情 2021 徵文比賽 文學足印獎 4A高文浩 

認識認知障礙症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3A蔡聖銳、3A 郭鈞鴻、3B劉梓軒 

3B梁嘉佑、4A 林泊均、5A曾梓軒   

5B林軍延、5D 朱穎俊、6B黃子灝 

2021-2022無毒「郵」心起 

郵票設計比賽 – 中學組 

季軍 2D鄒俊弘 

優異獎 5A黎進昇 

後起之秀 2021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入圍獎 5A歐大金、5A 林洛熹、5A葉文昊 

MATE 香港水底機械人比賽 2022 

水底探測機械人項目 

冠軍 3D彭梓軒、3D 黎天樂、3D黃偉培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高中組) 優異獎 6A楊志鋒 

禁毒教育@模擬法庭 2.0 中學組決賽 冠軍 5A鍾守政、5A 林洛熹 

5A葉文昊、5A 高文浩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銀獎 4A韓至軒、4A 陳志銘、5B吳浩楷   

5B潘耀威、5B 林學羲、3B黃景鴻 

銅獎 1A蘇梓淳、1A 池煜鋒、1A李柏橋 

3A江衍星、3A 譚梓杰、3B陳禹州 

3B劉梓軒、3D 蔡學謙 4A鍾政軒 

4A蔣睿衡、5A 李梓聰、5A梁嘉聰 

5A祝嘉謙、5A 何敬樂、5A陳浩賢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銀獎 4A陳志銘 

銅獎 5A梁嘉聰 



<奧冠教育中心主辦>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銅獎 4A陳志銘 

HKIMO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2 

(香港賽區) 

銀獎 5B潘耀威、5B 吳浩楷 

銅獎 3A江衍星、3A 譚梓杰、3B陳禹州 

5A祝嘉謙、5B 林學羲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香港賽區) 

二等獎 3A譚梓杰、4A 陳志銘 

5B吳浩楷、5B 潘耀威 

三等獎 1A李柏橋、1A 梁桐樂、3B陳禹州 

4A韓至軒、5A 祝嘉謙、5A梁嘉聰 

4A鍾政軒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2 

(大灣賽區) 

二等獎 4A陳志銘、5B 吳浩楷、5B潘耀威 

三等獎 5A梁嘉聰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2022 銀獎 5A梁嘉聰 

第 38屆教區中學數學比賽 殿軍 4A陳志銘、4A 韓志軒、5A何敬樂 

5A梁嘉聰、5A 李梓聰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中學一、二年級 

優良獎狀 2A 楊千峰、2B 莊漢霖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歌詞朗誦中學一至三年級 

良好獎狀 1A 范焯楠、1A 蔡宜峻、 

1A 湯碩丞、2A 鄭希楠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中學三年級 

優良獎狀 3A 許國盛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中學三年級 

良好獎狀 3A 覃朝胤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1 Boys 

Merit Certificate 1A葉祖慇、1A 黃棹楠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2 Boys 

Merit Certificate 2A黃子霖、2A 梁沛釗、 

2B江恩卓華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3 Boys 

Merit Certificate 3A鄭立濤、3A 趙天恆、3A李承澤 

 

體育活動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屈臣氏集團主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3D司徒信彥 

校際游泳比賽 D3 

男丙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1B徐浩賢、1D 張謙揚 

2C袁柏曦、2C 禤家銘 

校際游泳比賽 D3 

男甲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6A傅浩賢、5A 鍾守政、 

5D陳翰麒、5B 潘俊燁 

2022港九學界第三組游泳錦標賽 

丙組 400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1B徐浩賢、1D 張謙揚、 

2C袁柏曦、2C 禤家銘 

2022港九學界第三組游泳錦標賽 

丙組 100米自由式 

亞軍 2C袁柏曦 



2022港九學界第三組游泳錦標賽 

丙組 50米自由式 

亞軍 2C袁柏曦 

2022港九學界第三組游泳錦標賽 

丙組男子團體 

季軍  

2022港九學界第三組游泳錦標賽 

甲組 400米自由式接力 

冠軍 6A傅浩賢、5A 鍾守政、 

5D陳翰麒、5B 潘俊燁 

2022港九學界第三組游泳錦標賽 

甲組 100米自由式 

殿軍 5D 陳翰麒 

2022港九學界第三組游泳錦標賽 

甲組 100米蛙式 

殿軍 5A鍾守政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22 

中學及大專組 45-48公斤 

季軍 3A馮敬閔 

學界第一組田徑比賽 – 男乙鉛球 冠軍 4B蔡熊潤 

學界第一組田徑比賽 – 男甲鉛球 亞軍 5C梁梓汧 

學界第一組田徑比賽 – 男甲鐵餅 季軍 5C梁梓汧 

全港學界精英田徑(團體)比賽 

男子鉛球 

冠軍 5C梁梓汧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 2021 

高中組鉛球 

冠軍 5C梁梓汧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 2021 

高中組鐵餅 

季軍 5C梁梓汧 

公民田徑會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 男丙鉛球 冠軍 4B蔡熊潤 

公民田徑會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 男丙鐵餅 冠軍 5C梁梓汧 

2021年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高中組 季軍 5A林洛熹 

 

藝術活動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黃大仙青年發展網絡主辦「獅子仔陪你抗逆

填色比賽(高中組)」 

季軍 4A林展弘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U108 鋼琴獨奏組 

亞軍 2C黃珏聰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古箏中級組 

優良證書 3A張展熙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四級組 

優良證書 1B孫栢言、4A 賴恆樂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五級組 

良好證書 4B劉皓曦 

<香港校際戲劇節主辦> 

香港校際戲劇節 2021/22  

傑出劇本獎 1B 林健鎽、2A 鄭希楠 

傑出演員獎 2A 鄭希楠 

黃大仙區校際暨青年公開組歌唱比賽 2021 最積極參與獎 4A凌  豐、4B 凌  盛、4B鄒俊贀 

4B吳鈞圖、4C 何冠星、4D陳梓熙 



5A陳浩賢、5A 陳永楠、5A張兆基 

5A林煒凱、5A 葉文昊、5D陳諾飛 

5D葉子浩、6A 鍾宏銓、6A謝子俊 

6A黃奕銘、6B 馮偉成、6B黎天穎 

6D 趙奕熹 

 

領導才能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優秀學生 4A林展弘 

初中組優秀學生 3A張展熙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獎 獲獎 5A林洛熹 

 

其他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主辦香港天主教教區學

校宗教教育獎 

高中組優異獎 5C謝凱熙 

初中組優異獎 3A趙天恆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宗教教育委員會禱文創作比賽(高中組) 

望獎 5B潘耀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