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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學藝成就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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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佳欣、6A 蔡君朗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8 明日之星」–上游獎

學金 

獎學金 6A 廖栢軒、6B 勞穗怡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8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Beyond) 

「優秀學生」

獎學金 

6A 蔡葆芝 

 黃廷方獎學金 2018 獎學金 5A 吳幸怡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

「2017-18 學年應用學習」 

獎學金 6B 陳家敏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2018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

勵計劃」 

傑出學業獎 4A 黃景賢 

學術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

教育組「化學家在線自學獎

勵計劃 2018」 

鑽石奬 5A 陳飛揚、5A 姚宏翰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

教育組「化學家在線自學獎

勵計劃 2018」 

銅奬 5A 麥禮恒 

 澳洲皇家化學學院及香港數

理學會「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香港區)」 

優異獎 

(Certificates 

of 

Distinction)，

成績達香港

區最佳

10%-25%。 

5A 譚韻涵 

 2018 年第九屆「少年財政司」 理財大使 4C 吳詠峰 

 2017 年第八屆「少年財政司」  「感創敢

為 – 青年

社會創新服

務獎 2017/18

之點子方案」

之參與證書 

5A 蒙藝東 

 文學之星 2017-2018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

賽區)  

優異獎 4A 鄭錦耀、4A 林德荣 

4A 林耀威、5A 梁景曜 

5A 譚韻涵、6A 黃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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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學術 第六屆初中數學精英邀請賽   

  中一級冠軍 2D 翁逸興 

  中一級亞軍 2D 蔡思琪 

  中一級季軍 2D 陳允渢 

  中一級全場

總冠軍 

2D 翁逸興、2D 蔡思琪  

2D 陳允渢、2D 梁焯軒 

  中二級冠軍 3D 許慧敏 

  中三級冠軍 4A 林耀威 

  中三級亞軍 4A 黃駿雲 

 2018 年華夏盃比賽 

 

初賽三等

獎、晉級賽三

等獎、全國決

賽二等獎 

4A 黃駿雲 

 
 

 

初賽三等

獎、晉級賽三

等獎、全國決

賽三等獎 

4A 簡名慧、4A 林德榮 

 
 

 

初賽一等

獎、晉級賽二

等獎、全國決

賽三等獎 

4A 黃景賢 

 
 

 

初賽二等

獎、晉級賽三

等獎、全國決

賽三等獎 

4A 王柯遙  

  

 

初賽二等

獎、全國決賽

三等獎 

4A 林耀威 

  

 

初賽二等

獎、晉級賽三

等獎 

4A 陳心儀 

 九龍城區書法比賽 

中學生高級組 

亞軍 6A 鄭榕婷 

 「第二屆 csl 盃全港書法大

賽」 

優異獎 4A 林德荣、5A 曾崟瑩 

  本校獲「踴躍

參與學校獎」 

- 

朗誦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學二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2D Rana Manshi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5A 余妙茵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良好 1C 梁力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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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朗誦 中學二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2C 馮敏琳 

   2D 易欣彤 

 中學二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2C 范家俊 

  良好 2C 陳政喬 

   2B 林雋洛 

 中學三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3A 黎卓穎 

 中學四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4B 蘇愛麗 

   5A 陳曉泓 

   5A 譚韻涵 

 中學五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優良 5A 唐寶寶 

   5A 胡鉫敏 

   5A 余詩韻 

  良好 5A 勞嘉儀 

體育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 

獲獎 6A 彭奕敏 

 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九龍第三組女子甲組 

冠軍 6A 彭奕敏、6B 勞穗怡 

6B 陳穎嘉、6B 蔡曉桐 

5A 陳曉泓、5B 勞蘊怡 

 澳門跆拳道搏擊錦標賽 

2018 

50kg-60kg 女子色帶賽 

冠軍 1A 葉曉晴 

 50kg-60kg 女子套拳色帶

品勢賽 

亞軍  

 亞洲滑冰邀請賽 2018    

 單人花式溜冰  季軍  

 雙人賽 季軍 1D 古一心 

 團體賽 亞軍  

 「2018 ISIASIA 深圳滑冰邀

請賽」四項比賽 -  

“Artistic, Couple Drama, 

Small Team Production and 

Large Team Production” 

冠軍 1D 古一心 

 中學校際乒乓球賽 

第三組(九龍一區) 

男子甲組 

季軍 1B 尹俊熙、3A 梁紹亨 

4A 陳偉康 

 第一屆龍城盃普及乒乓球比

賽成人組 

冠軍 4A 陳偉康 

 全港男子跆拳道黑帶賽少年

54 公斤組別 
亞軍 2C 吳嘉壕 

 香港跆拳道協會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9 

中學組 

季軍 2C 黃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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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體育 校際水運會(第三組第二區) 

200M 蛙泳季軍及 100M 蛙泳 

第六名 5D 何俊良 

 校際水運會(第三組第二區) 

100M 自由泳季軍及 50M 自

由泳 

第六名 5D 楊  杰 

 聖匠中學第二十屆水運會友

校 4x50 米接力比賽 

亞軍 4C 楊東青、5D 何俊良 

5D 楊  杰、6A 蔡君朗 

藝術 藝術發展局 - 第十一屆校

園藝術大使 

「校園藝術

大使」 

5B 洪曉怡、4B 何芷瑶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葛量洪視覺藝術 2018」 

獎學金 4B 何芷瑶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

處「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8」- 學校組（中學） 

優異獎 6A 許佳欣 

 民政事務局青年事務委員

會及 Carolina Gutterres 

Memorial Fund 資助的香港

生命教育劇場節《越過低

谷》之年度演出 

嘉許証書 4A 曾詠瑤、4B 鄧人中 

4B 韓暐焜、4C 鄧子聰 

4C 程偉淘 

其他 政賢力量 

第四屆「卓越學生領袖選

舉」 

卓越學員 

大獎 

5A 譚韻涵 

 傑出青年協會 「明日領袖」

嘉許狀 

4B 孔健欣、4A 黃凱麟 

5A 黃妙梨、5A 胡鉫敏 

6A 張子威、6B 周世賢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

步獎 

進步獎 4A 陳家軒、4A 劉小川 

6A 廖栢軒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第七屆正能量青年選舉」 

十大正能量

少年 

3C 莊通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嘉許狀 4D 馬澤康、5A 唐寶寶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

會 - 「關心你」獎勵計劃 

「校園關愛

大使」 

4A 馮栢怡 

  「關心你」之

星 

2A 高 挺、2A 張樂文 

2D 蔡思琪、2D 張怡嘉 

3B 曾思雅、3C 應文俊 

3C 劉展霖、3D 林詩敏 

4A 吳雪瑜、4A 馮栢怡

4B 陳奕廷、4D 劉浩傑 

5A 譚韻涵、5B 洪曉怡 

5C 譚嘉文、5D 何俊良 

6A 曾曉燕、6B 沈君豪 

6C 楊安瑜、6D 陳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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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獎項 姓名 

其他 第一屆九龍城區 

防火短片創作比賽 

最佳創意獎 2D 藍宇軒、2D 劉衍進 

2D 盧錦華、2D 張怡嘉 

 何文田分區聖誕同樂日

2018「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亞軍 2C 陳政喬、1A 何卓峰 

1B 花美琳、1B 藍  菲 

 「佳能攝影馬拉松 2018」 

學生組 

銅獎 6A 張子威 

 龍城百景照片大募集暨社

區美化活動「城市面貌和特

色建築」中學組 

優異獎 6A 張子威 

 九龍城區少年警訊 

2017-2018 年最佳學校支會 

第四名、 

飛躍進步獎  

- 

交流 

 

於 2018 年 7 月 2 日至 9 日參與「南京大學-

香港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2018」。 

5B 關鎧慧 

 少年警訊於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9 日舉行

「相聚國旗下 2018 --- 廣西桂林、貴陽之

旅」 

2B 張雅珊、2C 賀嘉欣 

 少年警訊於 2018 年 8 月 3 日至 7 日舉行日

本科技及文化交流團 

5A 徐湘敏 

校友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獲領展「第

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謝振鵬(2017-18 年度畢

業) 

 現於浸會大學國際學院修讀副學士學位課

程，成績優異，榮獲學院成績優異榜。 

林麒津、黃正熙(同為

2017-18 年度畢業) 

  梁浩然、文廸勤(同為

2016-17 年度畢業) 

 現於浸會大學國際學院修讀副學士學位課

程，成績卓越，榮獲校長榮譽榜。 

郭嘉俊、劉俊良 

蒙  彤(同為 2016-17 年

度畢業) 

 於 2018 年世界跳繩錦標賽暨上海國際公開

賽代表香港出賽，獲得男子交互繩四人速度

跳接力比賽、男子團體三人交互繩比賽及男

子團體總成績三項冠軍，以及其餘兩項賽事

亞軍及兩項賽事季軍。 

黃啟銘(2014-15 年度畢

業) 

 現於香港科技大學修讀計算機工程學

(Computer Engineering)。代表科技大學參加

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榮獲冠軍 

李樂彥(2014-15 年度畢

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