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校外成就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越野運動員          3B 葉駿翹 

 

新界地域中學傑出運動員選舉: 

全能傑出運動員         4E 李芷雅 

 

中學校際劍擊比賽: 

女子丙組亞軍         2C 譚樂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優秀運動員選舉 2017-18: 

優秀運動員四名         2F 陳恩晴、4A 莫欣叡、5C 張永約、 

            5C 梁溥霆 

 

中學校際越野賽: 

男子乙組個人冠軍        3B 葉駿翹 

女子乙組個人冠軍        4A 莫欣叡 

女子甲組個人亞軍        6B 關樂心 

女子甲組個人季軍        6B 關樂同 

男子乙組個人優異獎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中學校際長跑比賽: 

男子乙組個人亞軍        3B 葉駿翹 

女子乙組個人亞軍        4A 莫欣叡 

男子丙組個人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個人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個人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50 米蝶泳亞軍       1D 何卓錡 

女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亞軍       1C 劉芮旻 

女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殿軍 

女子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殿軍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優異獎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優異獎 

女子丙組 50 米背泳優異獎 

女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優異獎 

女子丙組 100 米胸泳優異獎 

女子丙組 100 米背泳優異獎兩名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標槍冠軍        4C 洪曉 

女子甲組 800 米冠軍        6B 關樂同 

女子甲組 1500 米冠軍        6B 關樂同 

女子乙組鉛球冠軍        4E 李芷雅 

男子甲組跳高亞軍        6B 翟朗熙 

男子乙組 3000 米亞軍        3B 葉駿翹 

女子乙組 400 米亞軍        4A 莫欣叡 

女子乙組 800 米亞軍        4A 莫欣叡 

男子丙組鉛球季軍        1C 貝瑞祺 

男子丙組 200 米季軍        2A 吳惠俊 

女子甲組 400 米季軍        6B 關樂心 

男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季軍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女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季軍 

女子乙組 4x400 米接力季軍 

男子甲組跳遠殿軍 

女子甲組 400 米殿軍 

女子乙組 100 米殿軍 

女子乙組全場殿軍 

男子甲組 1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2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4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8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甲組 400 米欄優異獎兩名 

男子甲組標槍優異獎一名 

男子乙組 8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乙組 1500 米優異獎一名 

男子丙組 1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跳遠優異獎一名 



女子甲組標槍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鉛球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鐵餅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 800 米優異獎一名 

女子丙組跳高優異獎一名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優異獎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優異獎 

男子甲組全場優異獎 

男子丙組全場優異獎 

女子甲組全場優異獎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冠軍         3F 梁心瑜、3F 馬在林、4E 李芷雅、 

            4E 李懷昕、4F 陸穎茵 

女子甲組優異獎 

男子乙組優異獎 

男子丙組優異獎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乙組 (第一組別)冠軍 

女子丙組 (第一組別)冠軍 

男子甲乙組 (第一組別)季軍 

男子丙組 (第一組別)優異獎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丙組 (第二組別)季軍 

男子甲組 (第二組別)殿軍 

男子乙組 (第二組別)優異獎 

男子丙組 (第二組別)優異獎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丙組優異獎 

女子乙組優異獎 

女子丙組優異獎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丙組季軍 

女子甲乙組優異獎 

男子丙組優異獎 

 

中學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丙組 (第二組別)季軍 

 



香港投球總會舉辦之投球新秀賽 2017-2018: 

季軍 

優異獎 

 

力行社 

狗年大年初一利是跑: 

男子少年組 

冠軍           3B 葉駿翹 

 

2018 半馬拉松聯賽-半馬拉松: 

男子少年組(12-15 歲) 

冠軍           3B 葉駿翹 

 

黃金海岸機場馬拉松,南十字大學 10 公里路跑: 

男子組(12-14 歲) 

季軍           3B 葉駿翹 

 

皇者之戰馬拉松聖誕長跑 2017-10 公里: 

男子少年組(13-14 歲) 

殿軍           3B 葉駿翹 

大埔體育會舉辦之 ASICS 大埔半馬-10 公里: 

男子青年(14-15 歲) 

殿軍           3B 葉駿翹 

 

香港客屬總會舉辦之水陸繽紛嘉年華-夏日競跑挑戰賽-8 公里: 

個人男子組(13-15 歲) 

冠軍           3B 葉駿翹 

 

青少年運動基金舉辦之 7-Eleven Party Run 2017-5 公里: 

個人男子組(14-15 歲) 

亞軍           3B 葉駿翹 

 

美津濃舉辦之香港 Guy x 美津濃跑-5 公里: 

男子組(12-15 歲) 

季軍           3B 葉駿翹 

 

PB Runners 

慈善 PB 跑 2017 與小而同有個約會: 

男子 3 公里個人(2001-2003) 

將軍澳篇冠軍         3B 葉駿翹 

大尾篤篇冠軍         3B 葉駿翹 

馬鞍山篇亞軍         3B 葉駿翹 

 



PB 跑聯賽 2017: 

男子 3 公里個人(2001-2003) 

冠軍           3B 葉駿翹 

 

保協及保協慈善基金舉辦之保協生命傳愛慈善跑 2017-3 公里: 

個人男子組(14-15 歲) 

冠軍           3B 葉駿翹 

 

護‧聯網舉辦之愛跑．香港地-3 公里: 

個人男子組(14-15 歲) 

冠軍           3B 葉駿翹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舉辦之創新競跑 10 公里 2017-3 公里: 

個人男子組(少年 3 組) 

亞軍           3B 葉駿翹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舉辦之＜心晴跑。跑傳情＞慈善跑活動-3 公里: 

個人男子組 

季軍           3B 葉駿翹 

 

飛達田徑會舉辦之恒傑保險夏日黃昏跑-2 公里: 

男子青年 IV 組 

冠軍           3B 葉駿翹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舉辦之香港越野錦標賽 2017: 

第八名 

 

中國空手道協會舉辦之 2017 年全國青少年競技空手道錦標賽: 

青年女子個人型 

亞軍           6E 馮浩盈 

青年女子個人組-48kg 

季軍           6E 馮浩盈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舉辦之 2017 年度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 

青年女子高級形組 

季軍           6E 馮浩盈 

青年女子 16-17 歲個人自由組 

季軍           6E 馮浩盈 

 

  



香港劍擊學院 

2017 第二季劍擊比賽: 

U14 女子佩劍 

亞軍           2C 譚樂瑤 

U14 男女子佩劍混合賽 

亞軍           2C 譚樂瑤 

女子佩劍公開賽 

亞軍           2C 譚樂瑤 

男女子佩劍公開賽 

季軍           2C 譚樂瑤 

U17 男女子佩劍混合賽 

季軍           2C 譚樂瑤 

 

亞洲劍擊學院邀請賽(最終回): 

女子佩劍 13 歲以下組 

季軍           2C 譚樂瑤 

 

2017 沙田單車及長跑比賽暨嘉年華籌備委員會舉辦之破峰達人: 

團體冠軍          1C 文蕊盈、2E 戴卓睿、2F 陳恩晴 

 

香港滑浪風帆會舉辦之香港滑浪風帆巡迴賽: 

赤柱錦標賽 

女子少年組亞軍         2F 陳恩晴 

屯門錦標賽 

女子少年組亞軍         2F 陳恩晴 

女子青年組季軍         2F 陳恩晴 

吐露港錦標賽 

女子少年組亞軍         2F 陳恩晴 

女子青年組季軍         2F 陳恩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沙田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亞軍           4E 李芷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本校共取得 5 冠、6 亞、15 季及 71

項優異獎: 

 

粵語 

二人朗誦 

亞軍一名          6A 吳靜怡、6F 林可悅 

季軍三名          4C 李卓蔚、4C 楊廷蔚、4D 石倩瑜、 

            4F 周晞朗、6C 楊涴晴、6D 鄒嘉怡 

散文獨誦 

亞軍兩名          3F 趙樂怡、6F 林可悅 

季軍一名          2B 張鈺雪 

優異獎九名 

詩詞獨誦 

冠軍一名          4B 曾恩勺 

季軍兩名          5B 張卓瑩、6F 林可悅 

優異獎一名 

 

英語 

二人朗誦 

冠軍一名          4C 胡洛焮、4C 楊廷蔚 

季軍一名          1F 朱諾晴、1F 梁迎風 

優異獎十二名 

公開演講 

季軍一名          2F 溫智傑 

優異獎八名 

散文獨誦 

優異獎兩名 

詩詞獨誦 

冠軍兩名          2C 陳迦晞、4C 楊廷蔚 

亞軍三名          2C 譚樂瑤、2E 林心熒、2E 鄧巧妤 

季軍五名          1E 羅凱琳、2C 龍溢敏、2F 陳穎恩、 

            4A 陳君雪、5C 何偲緯 

優異獎三十一名 

 

普通話 

散文獨誦 

季軍兩名          3B 鄒星怡、5C 楊希朗 

優異獎七名 

詩詞獨誦 

冠軍一名          1B 黃希怡 

優異獎一名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舉辦之二零一八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中，本校共取得高級榮譽證書

四名、榮譽證書五十四名、優異證書七十九名及優良證書十八名: 

 

英文科 

高級榮譽證書一名        5A 彭樂知 

榮譽證書二十七名 

優異證書四十三名 

優良證書七名 

 

數學科 

高級榮譽證書三名        1D 何卓錡、3C 陳倩婷、5A 譚早言 

榮譽證書二十二名 

優異證書二十三名 

優良證書兩名 

 

科學科 

榮譽證書五名 

優異證書十三名 

優良證書九名 

 

香港理工大學舉辦之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2018，本校共取得卓越證書五名、高級優異證書十五

名及優異證書廿四名 

數學科 

卓越證書一名         5A 譚早言 

高級優異證書八名        5A 張志鏗、5A 朱贊綜、5A 黎子棠、 

            5A 林瑋樂、5A 呂令晴、5A 曾廣雋、 

            5A 尹舒煥、5A 黃豪 

優異證書八名 

 

物理科 

卓越證書兩名         5A 譚早言、5A 曾廣雋 

高級優異證書三名        5A 陳鈞浩、5A 郭卓然、5A 羅晉穎 

優異證書六名 

 

化學科 

卓越證書一名         5A 譚早言 

高級優異證書三名        5A 郭卓然、5A 曾廣雋、5E 黃梓泓 

優異證書六名 

 

生物科 

卓越證書一名         5A 曾廣雋 

高級優異證書一名        5A 尹舒煥 

優異證書四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總決賽(全國) 

一等獎一名          1F 駱彥丰 

二等獎四名          2D 盧添朗、3C 張梓浩、3E 劉珈宜、 

            3E 余謙誠 

三等獎三名          1F 王浩陽、2E 鄧正希、3D 蘇柏羲 

晉級賽(華南賽區) 

特等獎一名          3D 羅志聰 

一等獎四名          2D 岑廣星、3C 張梓浩、3E 陳信希、 

            3E 余謙誠 

二等獎五名          1E 余謙佑、1F 駱彥丰、2D 盧添朗、 

            2E 鄧正希、3D 蘇柏羲 

三等獎三名          1F 王浩陽、2F 陳建爵、3E 劉珈宜 

初賽(香港賽區) 

一等獎九名          1D 羅海晴、1F 駱彥丰、2D 盧添朗、 

            2D 岑廣星、3C 張梓浩、3D 羅志聰、 

            3D 邵學彥、3E 陳信希、3E 余謙誠 

二等獎九名          1D 何卓錡、1D 鄺梓諾、1E 余謙佑、 

            2C 王楚雯、2D 鄭樂陶、2E 施柏匡、 

            2E 鄧正希、2F 陳建爵、2F 黃粧禾 

三等獎十二名         1D 陳烙堄、1D 曾德鴻、1D 黃雪晴、 

            1F 王浩陽、2B 張鈺雪、2C 郭智君、 

            2D 陳俊笙、2D 蔡文蔚、3C 陳倩婷、 

            3D 蘇柏羲、3E 劉珈宜、3E 黃日朗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 

金獎一名          2D 岑廣星 

銀獎五名          1B 文鎵濠、1D 羅雪靈、3D 邵學彥、 

            3D 蘇柏羲、3E 劉珈宜 

銅獎兩名          2D 盧添朗、3D 陳志勇 

初賽 

金獎四名          2D 岑廣星、3D 羅志聰、3D 邵學彥、 

            3D 蘇柏羲 

銀獎八名          1B 文鎵濠、1D 何卓錡、1D 羅雪靈、 

            1D 羅海晴、1E 黃卓熙、2C 王楚雯、 

            2D 盧添朗、3D 陳志勇 

銅獎兩名          2D 蔡文蔚、3E 劉珈宜 

 

  



2018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特等獎一名  (3D 邵學彥) 

二等獎一名  (3E 劉珈宜) 

 

保良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舉辦之第二十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亞軍兩名          3D 林樂、3D 羅志聰 

季軍兩名          3D 邵學彥、3E 余謙誠 

 

香港培正中學舉辦之第十七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亞軍一名          3D 羅志聰 

季軍一名          4A 梁嘉麟 

優異獎五名 

入圍獎一名 

 

儒蓮教科文機構及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亞太)舉辦之第四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 

國際賽(中華區) 

榮譽獎兩名          5A 朱贊綜、5A 馮淦琨 

中華賽 

榮譽獎五名          5A 朱贊綜、5A 馮淦琨、5A 郭卓然、 

            5A 羅晉穎、5A 曾廣雋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舉辦之 2017-18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選拔

賽: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 

亞軍一名          1B 文鎵濠 

季軍兩名          1A 陳兆恩、3D 羅志聰 

數學建模小論文 

季軍三名          2D 林晞朗、2D 岑廣星、2F 黃粧禾 

優異獎兩名 

 

泰國數學學會舉辦之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017(香港賽區): 

銀獎一名          1B 文鎵濠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委員會舉辦之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7: 

銀獎           4A 梁嘉麟 

 

奧冠教育中心舉辦之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8(香港賽區): 

銅獎           1B 文鎵濠 

 

  



教育局舉辦之第三十五屆香港數學競賽: 

決賽 

優異獎五名 

初賽 

個人項目 

三等獎兩名          5A 朱贊綜、5A 譚早言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舉辦之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數學): 

優異證書一名         3D 羅志聰 

優良證書一名 

 

香港真光中學舉辦之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 2017: 

優異獎一名 

 

香港工程師學會舉辦之未來工程師計劃「iFuture 17」工作坊: 

冠軍           5A 張志鏗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舉辦之香港生物學素養競賽 2017/18: 

一級榮譽兩名         5C 王耀鋒、6B 賴雋彥 

二級榮譽兩名         5A 尹舒煥、5B 陳裕德 

三級榮譽兩名         5E 黃梓泓、6B 潘信朗 

優異獎一名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舉辦之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7-18: 

準決賽入圍獎四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托福舉辦之 2017-18 年度托福兒少系列「國際徵件計劃」: 

達成獎七名 

 

香港電台舉辦之「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2018: 

入圍獎一名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舉辦之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2017-2018)(初中組): 

入圍獎一名 

 

香港學生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舉辦之第四屆香港中學生文藝散文即席揮毫大賽 2018: 

優異獎一名 

 

城市大學英文系舉辦之城市大學英文系寫作比賽 2018: 

感謝狀一名 

 

新界校長會舉辦之慶祝建國 68 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入圍獎兩名 



香港榮華餅家,伙伴教育基金會舉辦之真老闆選拔賽: 

冠軍           5A 陳然、5A 張志鏗、5A 羅晉穎、 

            5A 鄧煒倫、5A 黃豪、5A 葉海裕、

             5B 謝海藍、5F 廖峻司 

 

最佳創意獎          5A 陳然、5A 張志鏗、5A 羅晉穎、 

            5A 鄧煒倫、5A 黃豪、5A 葉海裕、

             5B 謝海藍、5F 廖峻司 

 

教育局舉辦之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7/18: 

入圍獎五名 

 

香港大學舉辦之加拿大計算機競賽 2018(香港賽區): 

優異獎一名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舉辦之健康遊戲編程比賽 2017: 

積極參與獎一名         1E 黃卓熙 

 

香港模擬聯合國協會舉辦之香港中學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7: 

最佳立場文章獎兩名        6B 歐政楠、6B 蘇恩彤 

 

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辦之基本法盃(新界東區域)(第四組): 

決賽 

亞軍           3B 劉韻詩、4A 彭子健、4B 曾恩勺、 

            4C 李心言、5B 劉杰榆 

第一回合複賽 

最佳辯論員          4C 李心言 

初賽 

最佳辯論員          4B 曾恩勺 

外圍賽 

最佳辯論員          4A 彭子健 

 

言論自由行舉辦之「拍住上」沙田區中小學辯論比賽(第四場): 

勝方           1B 黃子悅、1C 劉芮旻、1C 岑祝福 

最佳辯論員          1C 岑祝福 

最佳回應          1C 岑祝福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舉辦之 HKSSD 英文辯論比賽 2018(初中組): 

亞軍           2E 楊日信、2E 林心熒、2E 梁生進 

季軍           1C 鄧志傑、2E 葉雪莎、2E 吳旻澤、 

            2E 吳培德、2E 戴卓睿、2E 謝芷鈴 

第一輪-第一回合 

最佳辯論員          2E 謝芷鈴 

第一輪-第二回合 

最佳辯論員          1C 鄧志傑 

第二輪-第一回合 

最佳辯論員          2E 林心熒 

 

第二輪-第二回合 

最佳辯論員          2E 梁生進、2E 吳旻澤 

 

香港教育大學舉辦之第四屆中華傳統文化精粹演講盃: 

入圍獎一名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香港中文大學暑期學院 2017 (中醫藥概要及市場學的要素): 

傑出學生優異獎一名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舉辦之第十四屆香港中小學生日語演講比賽: 

季軍           2E 鄧巧妤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之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本校共取得 1 冠、1 亞、2 季、32

項優良獎狀: 

冠軍一項 

分級鋼琴獨奏         5D 柯浚恒 

亞軍一項 

小號初級組          2A 黃君穎 

季軍兩項 

琵琶高級組          4B 陳靄霖 

簫初級組          5C 梁鎧銚 

校隊成績: 

中樂隊高級組 - 優異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舉辦之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合唱團高級組金獎 

管弦樂團金獎 

 

音樂事務處舉辦之 2017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46 - 90 人)銀獎 

管樂團比賽銀獎 

交響樂團比賽銅獎 



捷克佩卓夫鋼琴公司舉辦之佩卓夫國際鋼琴比賽: 

香港區初賽 

冠軍           6F 馮嘉寶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舉辦之第十四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季軍  (6F 馮嘉寶)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舉辦之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甲級獎 

 

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創藝舞蹈學院舉辦之 2017 亞洲舞蹈公開賽: 

雙人華爾滋/探戈(14 歲以下) 

冠軍           1C 黃樂兒、3F 梁心瑜 

雙人拉丁舞三項(14 歲以下) 

季軍           1C 黃樂兒、3F 梁心瑜 

雙人拉丁舞雙項(14 歲以下) 

季軍           1C 黃樂兒、3F 梁心瑜 

 

教育局舉辦之香港學校戲劇節: 

個人 

傑出演員獎          3F 趙樂怡、4C 盧巧恩、4C 黃灝軒、 

4E 黃楚晴 

團體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英文中學聯會舉辦之英文中學戲劇節 2018: 

個人 

傑出導演獎          4C 廖穎彤 

傑出演員獎          4D 郭睿翹 

團體 

傑出創意獎 

 

世界和平書畫展組委會舉辦之第 23 屆世界和平書畫展國際青少年畫評獎: 

特別金獎一名         4E 何竑樂 

 

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之職安健插畫設計比賽 2017(中學組): 

冠軍           3D 溫佩瑤 

 

東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舉辦之第 10 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2018: 

香港傑出視藝學生獎        6D 李皓晴 

 

  



香港品質保證局舉辦之「理想家園」第十一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海報設計: 

亞軍           3C 殷梓琪 

 

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舉辦之「旗袍"禮"遇．香港風情」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2017: 

最佳設計圖獎         5C 錢彥汶、5C 許晶婷 

 

漢榮書局有限公司舉辦之第二屆中華翰墨情-兩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比賽: 

佳作獎           4A 徐浩然 

 

綾緻康健服裝中心舉辦之康麗時裝設計比賽 2018: 

優異獎一名 

 

教育局舉辦之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17/18): 

優異獎兩名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舉辦之「1017 唔食都得」繪畫及攝影比賽: 

優異獎一名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珠寶及寶石校友會舉辦之第二屆全港中學生珠寶設計比賽: 

入圍獎一名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沙田區委員會舉辦之第十四屆公益少年團沙田區學界圍棋比賽: 

冠軍           4B 吳鈞濤 

季軍           5A 彭樂知 

優異獎三名 

 

荃灣象棋會舉辦之國慶盃象棋賽 2017: 

冠軍           4B 尹希朗 

 

香港深水埗獅子會舉辦之第四十二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象棋(初中組): 

冠軍           4B 尹希朗 

 

和富社會企業舉辦之第十四屆香港校際圍棋大賽: 

優異獎三名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舉辦之崇真會傑出中學生選舉: 

崇真會傑出中學生        5B 李海綾 

 

沙田青年協會舉辦之第十四屆沙田區傑出學生: 

初中組 

傑出學生獎一名         3E 江穎珈 

優異獎一名 



學友社舉辦之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2017-2018: 

傑出中學生領袖         5C 李灝 

優異獎兩名 

 

萬鈞教育基金舉辦之「卓越今天，成就將來」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8: 

傑出學生獎          4A 溫倩恩、5B 梁芷晴 

 

香港青年協會舉辦之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2016/17: 

銀獎三名          6C 周泳伽、6C 黃千千、6F 吳雅詩 

銅獎一名          6B 馮芷欣 

 

社會福利署舉辦之義務工作嘉許: 

銀獎一名          6A 孔翠亭 

銅獎六名          6B 馮芷欣、6C 周泳伽、6C 黃千千、 

            6D 李皓晴、6F 吳雅詩、4A 溫倩恩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舉辦之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銅章級           4A 陳君雪 

 

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之義工服務獎: 

個人金獎兩名         4E 陳嘉慧、4E 羅心璦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舉辦之 2017-18 沙田區中學聯校領袖培育計劃: 

最具潛質領袖一名        3F 趙樂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