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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發展組 中一級家長晚會 英文 中一級English Day Camp

學務發展組 中二級跨境考察 基生    中三級創出「你」想人生

通識
中四至中六級

香港中西區城巿遊蹤 地理
   中四至中六級地理考察：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2日)

視藝 中五級創作靈感

英文學習嚮導計劃

初中英文能力提升班

英文閱讀圈

英語互動成長計劃

英語語音及閱讀提升班

英文：周六英文作文提升班

DSE英文備試班

中一至中二

初中

初中

中四

中四

中四至中六

中六

普通話提升班

中文口語補習班

中四至中六

中六

初中數學能力提升班

數學補習班及增潤班

初中

中二至中四

通識學會活動

通識午間研習小組

中四至中六

中六

科學理科補習班

組科：a) 午間小組 

            b) 拔尖補底小組(物理)

            c) 拔尖補底小組(化學)

            d) 拔尖補底小組(生物)

中三至中五

中六

中六

中六

中六

地理午間小組 中四至中六

功課輔導班 初中

高中專科啟導學習計劃 中四

中五中六暑期及課後補課 中五中六

中六主科成績提升班 中六

視藝學會午間活動

體育：越野 — 田徑

體育：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培訓

音樂學會活動

校園藝術大使

中一至中五

中一至中五

中一至中五

中一至中五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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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Biolog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14/2015

主辦單位: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ond Class Honor Wong Kam Pok (6A)

Merit Tsui I Ching(5B), Chin Wing Kin(5C), Wu Ga Shiu(5C), Yuen Chi Ming(6A),

Active Participation     Wong Sum Yan(5C), Tam Shuk Man(5C), Ng Sze Wan(6A), Chan Sheung Kit(6A), Yeung

  Ching Mau(6A), Li Wing Sze(6A), Cho Lok Lam(6A), Cheung Ka Man(6A), Ho Kin Wai(6A), 

To Man Wai(6A), Ho Tsz Lung(6A), Ng Tsz Him(6A), Chow Long Kiu(6C), Lee Chi Hin(6C)

蜆殼/ 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計劃 主辦單位 : 蜆殼/ 港島青商

感謝狀 馮柏朗(5B)

高中應用學習奬學金(2014-15學年) 主辦單位: 羅氏慈善基金

高中應用學習奬學金 李詠詩(6A)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主辦單位: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銀獎及嘉許獎 廖奕樂(6A)

參與展出 黎雅芳(6C)

深水埗區乒乓球比賽2014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雙打殿軍 李嘉駿(4B)、蕭鎮淙(5B)

男子雙打殿軍 何耀宗(5A)

NEW BALANCE 4公里學界挑戰盃 主辦單位: 香港馬拉松推廣社

女子個人組亞軍 徐詠儀(6A)

第57屆體育節2014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主辦單位: Samsung

男子組60公斤 季軍 李柄龍(5B)

第十六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2014 主辦單位: 公民體育會

女子乙組100米季軍 梁筠宜(2B)

女子乙組4X100米亞軍 梁筠宜(2B)

飛達夏日慈善賽—8公里長跑 主辦單位: 飛達田徑會

男子少年II組第六名 余文武(5C)

2014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隊際錦標賽 主辦單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男子組(12-16歲)冠軍 李柄龍(5B)

Hong Kong Junior Age Group Athletic Meet 2014 主辦單位: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女子乙組100米季軍 梁筠宜(2B)

全港學界越野之王長跑賽(大棠站) 主辦單位: 青年事務委員會

男子甲組個人冠軍 梁社榮(5C)

男子甲組個人亞軍 余文武(5C)

女子乙組個人第十名 陳沁鈺(4B)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青少年D組100米季軍 梁筠宜(2B)

女子青少年D組4X100米冠軍 梁筠宜(2B)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青少年D組100米亞軍 梁筠宜(2B)

女子青少年D組200米冠軍 梁筠宜(2B)

女子青少年D組4X400米冠軍 梁筠宜(2B)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主辦單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詩詞獨誦普通話良好獎狀 黃保金(2B)、黃嘉慧(2B)

詩詞獨誦粵語優良獎狀 楊海琦(2B)、唐穎儀(2B)、胡俊(4B)

詩詞獨誦粵語良好獎狀 莊旨綸(1B)、蔡曉玲(1B)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唐惠蓮(1A)、馬瑋聰(1C)、胡柏浠(1C)、何家強(1C)、陳泰佑(1C)、劉恩祈(1C)、鄧靖峯(1C)、

     何文聰(1C)、司徒恩恩(2B)、武詠軒(2B)、羅敏心(2C)、李舒婷(3A)、胡文蕊(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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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界越野之王長跑賽(香港仔站) 主辦單位: 青年事務委員會

女子青少年D組100米季軍 梁筠宜(2B)

男子甲組個人亞軍 余文武(5C)

男子甲組個人第七名 梁社榮(5C) 

女子甲組個人組亞軍 徐詠儀(6A)

女子甲組個人第八名 林寶欣(4A)

女子甲組個人第九名 黃蒨儀(4B)

女子乙組個人亞軍 陳沁鈺(4B)

女子丙組個人第七名 黃保金(2B)

女子丙組個人第八名 李華青(2B)

葵青區分齡田徑比賽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青少年D組100米亞軍 梁筠宜(2B)

女子青少年D組4X100米冠軍 梁筠宜(2B)

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公開組1500米冠軍 余文武(5C)

男子公開組5000米冠軍 余文武(5C)

男子公開組5000米亞軍 梁社榮(5C)

女子青少年公開組800米亞軍 徐詠儀(6A)

女子青少年公開組1500米亞軍 徐詠儀(6A) 

女子青少年D組4X100米亞軍 黃保金(2B)、莫宜雅(3c)、洪華君(4A)、陳沁鈺(4B)

女子公開組4X100米冠軍 林寶欣(4A)、黃蒨儀(4B)、曹樂琳(6A)、鄧曉珊(6C)

校際越野錦標賽(港島及九龍地域) 主辦單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個人冠軍 余文武(5C)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冼國威(4C)、陳穎成(5B)、王智強(5B)、余文武(5C)、梁社榮(5C)、司徒軒正(5C)

男子甲組個人第六名 梁社榮(5C) 

女子甲組個人第四名 徐詠儀(6A)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林寶欣(4A)、黃蒨儀(4B)、葉楚梅(4B)、曹樂琳(6A)、徐詠儀(6A)、鄧曉珊(6C)

女子乙組個人季軍 陳沁鈺(4B)

女子乙組個人第七名 黃保金(2B)

女子乙組個人第九名 李華青(2B)

女子乙組團體亞軍 黃保金(2B)、李華青(2B)、梁筠宜(2B)、唐穎儀(2B)、洪華君(4A)、陳沁鈺(4B)

女子團體總殿軍
    黃保金(2B)、李華青(2B)、梁筠宜(2B)、唐穎儀(2B)、林寶欣(4A)、洪華君(4A)、

黃蒨儀(4B)、葉楚梅(4B)、陳沁鈺(4B)、曹樂琳(6A)、徐詠儀(6A)、鄧曉珊(6C)

香港越野賽2014 主辦單位: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男子中學組亞軍 陳穎成(5B)、余文武(5C)、梁社榮(5C)、司徒軒正(5C)

南華體育會第68屆全港學界田徑運動會 主辦單位: 南華體育會

女子甲組1500米季軍 徐詠儀(6A)

女子乙組100米亞軍 梁筠宜(2B)

女子乙組200米季軍 梁筠宜(2B)

2014/15外展教練計劃單車比賽 - 計時賽 主辦單位: 香港單車聯會

女乙殿軍 楊海琦(2B)

男甲第五名 張顯恆(3C)

女甲冠軍 黃蒨儀(4B)

女甲季軍 林寶欣(4A)

女乙季軍 麥敬靜(4A)

深水埗區越野賽2015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青年組冠軍 梁社榮(5C)

男子青年組亞軍 余文武(5C)

女子青年組季軍 徐詠儀(6A)

女子青年組殿軍 陳沁鈺(4B)

女子青年組第十名 黃蒨儀(4B)

女子少年組冠軍 黃保金(2B)

第29屆新界區際田徑運動大會 主辦單位: 新界區體育總會

女子青年組100米冠軍 梁筠宜(2B)

女子青年組200米冠軍 梁筠宜(2B)

女子青年組4X100米冠軍 梁筠宜(2B)

女子青年組4X400米冠軍 梁筠宜(2B)

3232



聯校大型音樂劇《逆風》 主辦單位: 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學生榮譽
李華青(2B)、梁筠宜(2B)、林芷欣(3A)、覃嘉欣(3A)、黎鎧嵐(3B)、馮展祐(3C)、羅國豪(4A)、

   葉崇昕(4B)、張鈞皓(4C)、彭文浩(4C)、蕭鎮邦(5B)、崔漪澄(5B)、江穎揚

葵青區越野賽2015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成年組冠軍 梁社榮(5C)

男子成年組亞軍 余文武(5C)

男子青年組第五名 司徒軒正(5C)

男子青年組第六名 張子浩(5A)

女子成年組第八名 黃蒨儀(4B)

女子青年組亞軍 陳沁鈺(4B)

女子青年組殿軍 黃保金(2B)

女子青年組第五名 李華青(2B)

女子青年組第七名 林寶欣(4A)

校際田徑錦標賽(港島及九龍地域) 主辦單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甲組800米冠軍 梁社榮(5C)

男子甲組1500米殿軍 余文武(5C)

男子甲組5000米季軍 余文武(5C)

女子甲組1500米冠軍 徐詠儀(6A)

女子甲組800米冠軍 徐詠儀(6A)

女子甲組800米殿軍 黃蒨儀(4B)

女子乙組100米冠軍 梁筠宜(2B)

女子乙組200米冠軍 梁筠宜(2B)

女子乙組1500米殿軍 陳沁鈺(4B)

校際田徑錦標賽(港島及九龍地域) 主辦單位: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男子青年隊際組冠軍 余文武(5C)、梁社榮(5C)、陳穎成(5B)、張子浩(5A)

男子青年組季軍 余文武(5C)

2014/15外展教練計劃單車比賽 - 障礙賽 主辦單位: 香港單車聯會

女甲冠軍 黃蒨儀(4B)

女乙亞軍 麥敬靜(4A)

外展(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 主辦單位: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男子B組跳遠亞軍 司徒軒正(5C)

男子B組三級跳殿軍 司徒軒正(5C)

香港學生運動員 主辦單位: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陳沁鈺(4B)

第五屆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 主辦單位: 香港正統跆拳道聯盟

男子兒童色帶個人公開套拳冠軍 袁頌衡(1C)

香港田徑系列賽2015 – 系列賽三 主辦單位: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女子乙組200米季軍 梁筠宜(2B)

第十七屆「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2015」 主辦單位: 公民體育會

女子乙組100米亞軍 梁筠宜(2B)

SAMSUNG第58屆體育節IAAF世界田徑日 主辦單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女子組100米亞軍 梁筠宜(2B)

女子組200米亞軍 梁筠宜(2B)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組100米冠軍 梁筠宜(2B)

女子組200米亞軍 梁筠宜(2B)

乒乓球章別獎勵計劃 主辦單位: 恆生乒乓球學院

金章 李嘉駿(4B)、何耀宗(5A)、蕭鎮淙(5B)

銅章
    黎境濤(1A)、何希揚(1B)、李嘉炫(1C)、陳旭程(2A)、

林衍廷(2B)、梁筠宜(2B)、謝如心(2B)、羅敏心(2C)

外展教練計劃章別考核 主辦單位: 香港單車聯會

銀章
   張嘉豪(1B)、胡柏浠(1C)、周樂俊(1C)、廖世成(1C)、鄧靖峯(1C)、韓培元(2A)、
    關海明(2A)、楊海琦(2B)、李舒婷(3A)、蘇志發(3A)、李俊晞(3A)、林錦熙(3A)、

陳家謙(3B)、馮展祐(3C)、張顯恆(3C)、麥敬靜(4A)、黃蒨儀(4B)、張恒浩(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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