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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校外獲獎紀錄 

 
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獎學金 6A 林育欽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 
中學生獎 

6A 何梓茵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主辦、九龍城

區青年聯網及九龍城區傑出學

生協會協辦 
第二屆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

獎」 

獲獎 6A 何梓茵、5A 許詠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黃廷方獎學金 

獎學金 5A 阮靜珩 

 香港會計師公會 獎學金 5A 蔡宗明 
 政賢力量 

「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卓越學員 
獎學金 

6A 謝詠琳、5A 許泳心 

 青苗學界進步獎(2014-2015) 進步獎 2A 譚嘉文、2B 陳泰琦 
2D 陳鼎豪、3A 江德賢 
3C 陳家敏、3D 葉思耀 
4A 黃朝琛、4B 楊霆鈺 
4C 鄺家駿、4D 羅子瑜 
5B 真嘉儀、5B 魏明強 
5C 黃嘉蕊、6B 呂舜烽 
6C 張家滔、6D 吳子榮 
6E 李奕東 

 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

修獎勵計劃 
嘉許狀 5B 朱立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 2016 年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 4A 謝振鵬、5B 甘敏儀 

3D 曾梓晴 
學術 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教育局協

辦 第六屆「少年財政司」計劃 
少年 
財政司 

4B 陳家豪 

 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教育局協

辦 「理財策劃大比拼 2016」 
優異獎 4A 林美珊、4A 李德泓 

4A 陸嘉豪、3D 黃嘉瑜 
 第四屆聯校初中數學邀請賽

2016 
中二級個人

亞軍 
2D 姚宏翰 

  中三級個人

冠軍 
3C 洪嘉樂 

  中三級個人

亞軍 
3D 蕭栢軒 

  
 
 

中二級團體

亞軍 
2C 楊駿威、2D 梁景曜 
2D 徐湘敏、2D 姚宏翰 

  中三級團體

冠軍 
3C 洪嘉樂、3C 麥嘉聰 
3D 蕭栢軒、3D 梁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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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學術 第十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

語溝通大賽」中學文憑組 
小組討論項目 (粵語) 

小組優異獎 6A 馬 輝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Harvard Book Prize Award 

獲獎 5A 李長裕、5A 梁婉慧 

5A 何裕彤 
 Hong Kong Debating 

Competition 
Motion: “Homeschooling 
provides more benefits than 
drawbacks” 

Winner 5A Lo Ching Man 
5A Kathleen Lam 
5C Carpio Antonio III 

 Best 
Speaker 

5C Carpio Antonio III 

朗誦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粵語組) 
 中學四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 亞軍 4A 李德泓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5A 何裕彤 
 中學一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1C 何芷瑶 
   1C 鄺婧怡 
   1C 李泳珊 
  良好 1C 胡詠淇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1A 饒  琛 
  良好 1A 游俊傑 
 中學四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4D 雷淑瑜 
  良好 4A 林美珊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5A 梁婉慧 
 中學四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4A 陳祉滔 
 中學三、四年級基督教經文朗誦 優良 3D 曾梓晴 
   4A 楊景輝 
   4B 楊霆鈺 
  良好 4A 陳浩男 
 中學五、六年級基督教經文朗誦 優異 5D 吳家樂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普通話組)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4B 劉婷婷 
   4B 徐雅湄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3B 鄭凱光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學一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1A 成宓兒 
 中學二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2D 林翹生 
 中學三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3D 彭奕敏 
   3D 曾梓晴 
   3D 黃嘉瑜 
 中學四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4A 李德泓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5A 許詠心 
 中學五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5A 李長裕 
   5C 賈政文 
 
 

中學六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6A 林沛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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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體育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2015-16) 

6D 池蘊航 

 水上運動   
 2015 年校際獨木舟比賽 

男子組(16-18 歲) 
T1-200M  

 
亞軍 

 
6B 徐偉程 

 T1-1000M  季軍 6B 徐偉程 
 聖公會聖匠中學 

友校游泳 4X50 米接力邀請賽 
冠軍 3C 徐家偉、3D 蔡君朗 

4C 莫浩峰、6B 徐偉程 
 舞蹈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2015/16 
中學組 - 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甲級獎 1A 成宓兒、1A 黃凱欣 
2B 范凱恩、2C 洪曉怡 
2C 李頌茵、2C 曾嘉琪 
2D 曾可怡、2D 關詠儀 

 龍城活力盃 
全港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

大賽   
青少年 12 歲或以下獨舞單項 
JIVE  

 
 

季軍 

 
 
 
2D 顧芷甄 

 青少年 12 歲或以下獨舞單項 
CHA CHA CHA  

優異奬 2D 顧芷甄 

 青少年 16 歲或以下獨舞單項 
CHA CHA CHA  

優異奬 2D 顧芷甄 

 青少年 16 歲或以下獨舞單項 
RUMBA  

優異奬 2D 顧芷甄 

 Come Dancing Studio Academy 
17th Best of Best HK Ope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 

Solo – Studio A Junior 

2nd Place  

 
 
2D 顧芷甄 

 田徑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5   
 女子乙組 100m 冠軍 6C 陳小潔 
 男子丙組跳遠 冠軍 6D 池蘊航 
 男子丙組鉛球 冠軍 6E 李凱運 
 男子丙組 400m 亞軍 6C 黃恊榮 
 男子丙組跳遠 亞軍 6C 黃恊榮 
 男子丙組鉛球 亞軍 6D 吳子榮 
 女子丙組鉛球 季軍 6E 黃詠珍 
 男子丙組跳遠 季軍 6E 吳睿樞 
 天主教新民書院 

友校 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季軍 3C 盧安東、3D 陳達羲 

4A 黎浩進、4C 李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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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體育 籃球   

 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區(第二組)  
男子籃球乙組 

季軍 4C 李駿傑、4A 梁浠俊 
4A 雲惟業、4A 陳永杰 
3D 陳達羲、3C 盧安東 
3A 廖智楓、4A 黎浩進 
3A 溫浩龍、2A 鄧俊傑 
2B 鍾浩然、4C 洪嘉鋮 

 Master Club 
Master D9 Basketball League 
Champions - Fall 2015  

冠軍 3D 陳達羲 

 「青出於籃」三人籃球賽 2016 
女子組 U16 技術賽 

冠軍 3D 黃嘉瑜 

 青苗籃球培訓計劃 
分區挑戰日 
女子 C 組 

季軍 3D 黃嘉瑜 

 油尖旺區議會 
油尖旺區籃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 

亞軍 3D 陳達羲 

 耳聽心言基金 
開心三人籃球賽 2015 
男子青少年組   

季軍 4C 李駿傑 

 單車   
 全港公路單車賽 2015-16 

團體計時賽挑戰組 
殿軍 5C 蔡愷烽 

音樂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4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優良 3D 林樂思、3D 郭婉晴 
 14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2D 譚韻涵、2D 戴嘉慧 
 14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3D 梁綽瑤、3C 關鎧慧 
 14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2D 杜玉婷、2D 余詩韻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優良 4B 楊萃雯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優良 4A 林美珊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良好 4C 王秀儀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良好 4A 關凱欣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良好 5A 黃婉明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良好 4B 陳婉菁 
 16 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良好 3C 關鎧慧 
 19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優良 5A 蒙  彤、5A 林之梅 
 19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4B 陳婉菁、4B 楊萃雯 
 19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4A 林美珊、4A 關凱欣 
 19 歲或以下女低音聲樂獨唱 優良 5A 蒙  彤 
 19 歲或以下女低音聲樂獨唱 優良 5A 林之梅 
 19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5B 甘敏儀、4D 雷淑瑜 
 19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5A 許詠琪、4B 劉惠珊 
 19 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良好 4C 王秀儀、4A 陳家宜 
 19 歲或以下女低音聲樂獨唱 良好 4B 劉婷婷 



 5 

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音樂 19 歲或以下女低音聲樂獨唱 良好 2B 劉詩娜 

 六級綱琴獨奏 優良 1C 何子軒 
 四級綱琴獨奏 良好 4A 關凱欣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良好 1D 鄭錦耀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良好 3D 廖栢軒 
 六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 5A 黃婉明 

 長笛獨奏 良好 4A 李德泓 
藝術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15 
獲首 18 名

(作品於

2016 年 4
月至 5 月巡

迴展出) 

5A 黃嘉琦 

 城市大學 
「中學生傑出作品展 2016」 

入圍傑出畫

作(於 2016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在城市大

學濤聲藝廊

展出) 

5A 黃嘉琦 

 繪畫作品入編《浮城繪》(本地

插畫師的着色畫冊) 
- 5A 黃嘉琦、5A 麥詠蓬 

5D 吳家樂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主辦 傑出劇本獎 3C 陳渝豪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5/16」 傑出導演獎 5A 陳理慧 
  傑出演員獎 4A 楊景輝、4B 楊霆鈺 

4C 王秀儀 
  評判推介演

出獎 

1C 馮景襱、2C 陳思敏 
3D 李明德、4B 胡展銘 
5A 姚仲軒、5A 陳理慧 

  傑出舞台效

果獎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傑出合作獎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獎學金 5D 吳家樂、4A 鄭子彥  

 九巴 
「九巴時光旅行」繪畫比賽之 D
組「90 年代至現代」- 中學組 
 

亞軍 5D 吳家樂 

 基督教信義會 
「四格漫畫展深情----愛‧朋友」 
初中組比賽 

季軍 2D 梁景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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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其他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Summer Institute 2016 

Merit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5A Leung Yuen Wai 

 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

年罪行比賽 2016 
「滅罪微電影」比賽 

公開組冠軍 4B 楊霆鈺、4D 李卓駿 

 九龍城區少年警訊 (2014-15) 最佳少年警

訊領袖 
4B 楊萃雯 

 傑出青年協會及教育局合辦 
第十五屆「明日領袖獎」 

獲獎 
 

6A 林育欽、6A 周堡淇 
5A 何裕彤、5A 林之梅 
4A 郭浩航 

 香港紅十字會 
漸進式活動計劃深造章 

榮譽章 3D 彭奕敏 

 九龍城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

辦，九龍城民政事務處、九龍城

警區及秀茂坪警區協辦 
「九龍城區中學生滅罪標語創

作比賽」 

傑出獎 4A 董諄浠 
 

 教育局 
領袖生國防教育體驗營 2015 

1.滙操評比

第一名 
2.軍訓考核

評比第一名 

4A 董諄浠、4B 廖泳欣 
4C 鄭詠如、4C 洪嘉鋮 
4D 羅凱欣、5B 劉瑋琦 
5B 甘敏儀、5B 鄧婉芬 
5B 鄺芷樺、5C 黃嘉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