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是學生認識自我的地方，也是年青人發掘、發展和發

揮潛能的園地。我們相信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每個人都

是寶貴而獨特的。作為師長，我們最盼望學生的潛能和恩賜得

以充分發揮，並取得卓越的成就。

成就卓越的人，縱然潛能不同，卻常有相近的特質

和態度，就是總能在各自專長的範疇內全力以赴，並持

之以恆。衞理中學一直鼓勵學生認真探究學問，以知識

和經驗領悟真理。感謝上帝讓我們有學習的能力，願學

生們都以勤奮的態度學習，相信他們的知識和智慧必日

益增長。

衞 橋
衞 理 中 學

WESLEY COLLEGE

二零一七年六月     第二十七期    學校網址 : www.mcw.edu.hk  電郵 : mcw@mcw.edu.hk

勤學奮進 盡展潛能
校長的話

本校校友黃進（2007年畢業生）於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榮獲

新進導演獎，特此恭賀！

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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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學校「勤學奮進，盡展潛能」的主題及獎勵在學術上表現卓越的學生，全人發展組

於2017年3月6日午膳時間安排了「Wesley Elite優異學生聚餐」，邀請上學期全級首三名或每

班首名的學生出席。

優異生各自邀請一位嘉賓出席聚餐，以感謝他

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當日，27名優異生共邀

請了12位家長和15位老師一同出席。聚餐內容包括

校長致辭、進餐、頒發獎狀、拍照等。學校更安排

了同學分享學習心得和經驗，希望同學們能取長補

短，精益求精。

Wesley Elite 
今年學校成立了Wesley Elite（衞理精英），目的在聯繫表現優異的學生，

讓他們分享成功經驗，提升他們的榮譽感及對學校的歸屬感。學校期盼所有衞理

學生都能一同積極上進，表現優異。

2017優異學生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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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生感言

3C 易俊豪（Wesley Elite —中三    級首名）
我是3C班的易俊豪，很高興能在此分享我的學習心得。

我第一個學習心得就是上課專心。在課堂上認真聽課，記憶就特別深刻，到溫
習時便可輕易勾起回憶，減省溫習的時間，從而分配更多的時間給自己較弱的科
目。我發現在考試中，不時都會記起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解，所以專心上課是非常重
要的。

第二，筆記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聰明地寫筆記，自發地寫下重點，而並不是
一字不漏的抄錄，否則再多的時間也難以處理。此外，我們可以設立一本筆記本抄
錄課外的知識，如中英文的深字、成語等。雖然不會即時有顯著的效果，但日積月
累下，對學習的幫助會十分大。

第三，我們要在考試期間維持輕鬆的心境，避免給自己過大壓力，否則溫習效
率會大大降低，過分逼迫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做法。我們可以適時休息，做一些輕鬆
身心的活動，這樣都可以減少壓力，增加溫習效率。

我在溫習過程中也遇到過困難。我曾經在中二下學期因追看六十多集的電視劇
而難以專心溫習，沒有認真去準備考試。當我第一天應考時，發現自己的表現比平
常差很多。於是我回家便立即設立時間表，分配自己的溫習與休息時間，跟著時間
表去辦事讓我更專注，結果成績亦算理想。

我希望能與各位同學在學術上一同進步。每個人都有強項和弱項，只要我力所
能及，我會輔導同學完成功課，幫助同學的同時也加深自己的記憶，實在是一舉兩
得。有時候，我也會與同學分享學習點滴，希望大家都能在學術上有所長進，更有
興趣和信心。

在Wesley Elite「2017優異學生聚餐」中，我邀請了廖善允老師和我一同出席
聚餐。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廖老師，感謝他在我中二級時對我數學的啟迪和鼓勵，讓
我獲得信心，重燃起對數學的興趣。

5D 楊祉琳（Wesley Elite —中五    級首名）
大家好！我是5D班楊祉琳，很高興與大家分享我個人的學習心得。

首先讓我談談我的三個學習方法︰
1. 預習︰我習慣在前一天先預習老師即將要教的課本知識，預先在網上查找自

己不懂的資料，那樣在上課時，會更加容易理解老師所教的知識，也
會提升自己的專注力。

2. 溫故知新︰每個禮拜，利用空餘的時間將本周所學重新溫習一遍，加深自己
的記憶。

3. 勤做練習︰就以數學來說，這科目有不同的題型，要靠平時多做練習來加快
及提高自己的答題效率，其他科目也是一樣。

雖然我有自己的一套學習方法，但也難免遇上挫折及困難。我的中文成績
曾經一落千丈，幸好在中文老師的幫助及鼓勵下，突破了對文言文的恐懼，嘗
試閱讀及理解文章當中的意思。另外，我做了更多的中文閱讀練習，從而了解
和掌握考試的答題技巧，提升自己的中文成績。

在中學這近五年的學習生涯中，我的父母擔當著很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
在我遇上挫折時，都會用不同的方法來鼓勵我。例如，媽媽會帶我出去吃飯，
紓緩我緊張的心情及壓力，令我在學習道路上從不孤單。

由於我是學術領袖生，所以我會主動接觸那些有學習困難的初中師弟妹
們，指導他們的功課。另外，我也會盡量解答同伴的課業問題。由此希望能夠
透過以上兩種行為與同學互相交流，互補不足，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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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KHAN AALIYAH 

I have joined the Speech Festival 
for three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champion! Actually I got 
two championships and one second 
runner-up! I wasn’t expecting 
this at all! But of course, I kept 
joining because it was a fun way 
to improve my skills in both acting 
and English!
I only had one month to practise 
for solo verse, dramatic duologue 
and prose reading, not to mention 
my studies and other competitions 
besides these three. It was a hard 
and busy month for me but it was 
very funny when I look back at 
what has happened to me.
During that  month,  I  focused 
on my solo and duo with my 
partner Crystal. Every lunch and 
afterschool I was in the WE Lab 
with Miss Nikki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like a police officer. I was 
confident that I could get the 
championship as I had practised a 
lot and I understood the story very 
well, so I wasn’t surprised when I 
was declared the champion. As for 
the duologue with Crystal, we both 
thought we wouldn’t win anything 

because the other contestants were 
very good. We were shaking before 
our turn and kept on encouraging 
each other to act as good as we 
could. And by that, we got second 
runner-up .   Even  though  we 
couldn’t get first, I’m glad we took 
part in it and won a prize.
If you ask me which event was the 
most fun, I would probably have to 
say the ‘Prose Reading” as I never 
wanted to take part in it but Miss 
Nikki encouraged me by saying 
‘just try’.  Anyway, most of my 
time was spent on the other two 
so I had a little time left and then 
‘boom’, I couldn’t find the book 
anywhere, a big problem. Finally 
we printed a couple of pages off 

the Internet and started practising 
on it. When I got to the venue for 
the competition, I got there an hour 
earlier so that I could borrow a 
book from a contestant, which I did. 
After practising for an hour, and 
ONLY an hour, I got into the room 
and performed. I thought the other 
contestants were not bad, but I still 
got first for having good emotions. 
That was really unexpected! 
All in all, I couldn’t have got any 
of these results without my teacher 
Miss Nikki and my friends from the 
English Society. I’m glad I had such 
wonderful results because of the 
courage and support they gave me! 
I thank all of you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for me!

5C 楊天恩（第68屆校際朗誦節中文組優勝者）

在眾多活動中，朗誦藝術是我表現較有自信的一項。在
朗誦中我確實得著不少，不僅在聲情面貌等朗誦技巧方面，
在時間分配和面對失敗的心態各方面均獲益良多。

每年我都積極參加多項朗誦比賽，在最巔峰時期甚至參加了五項，
在很多人眼中，我這個決定是不明智的，他們擔心我兼顧不來。在這學
年，五項比賽中我有四項獲獎，很多人都替我高興，認為是我大豐收的
一年。唯獨是我知道，自己兼顧得未夠好，所以四個獎項中，沒有一項
獲冠。為此我氣餒過、哭過，覺得付出與成果不成正比，但經各位老師
的循循善誘後，我明白到自己實在享受比賽的過程，因為我是真的熱愛
朗誦，才會參加多項比賽。勝負對我，本來就不是最重要的。

在此想感謝各位教導、指點我的老師、感謝中文科舉辦的朗誦欣賞
會令我更上一層樓，特別要感謝的是教了我五年的張渭霞老師。

Winner at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16)
 - English Speech 

KHAN AALIYAH 4B Champion (Solo Prose Reading and Solo Verse Speaking)
and Second Runner-up (Dramatic Du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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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蘇湧龍（第十二屆「傑出紅十字會青年會員」）
榮獲「紅十字會傑青」的名銜，心中的激動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回望過去一路走

來的又豈是坦途？今天我的成果，實在要歸功於過去五年來曾教導我、指點我、給予我
機會的每一位良師，特別是歐加慧老師和劉煒純老師。

獲選為「傑青」，除了是對我的一個肯定外，亦是對多年來與我同行紅十字會成長
路的師長友伴的肯定，因為他們的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我。還記得當年唸中一，因沒有
參與任何課外活動而被校方編入了紅十字會，我由懵懂無知，到慢慢認識到紅會精神，
又掌握了各項護理、急救知識，後來更上了不同的領袖培訓課程，最後以總隊長身份與
團委員一起籌辦活動，到今天成功被選為「傑青」，這一切一切都非六年前的我可以想
像的，而事實卻在眼前，我成功了﹗這甜美的收成，必須要感激老師們的指導與信任、
感激師兄姐的帶領與包容、也得感激三年以來與我一同並肩作戰的幹事們，因為這一切
都非必然﹗大家的努力，使我沒有放棄的藉口，讓我有足夠的勇氣多年來過五關
斬六將，最後走到這一刻。

願借此機會勉勵各位師弟師妹：在成長、學
習、「堅持理想」的道路上，困難總會有，但你並
不孤單，因為沿路有不少同伴與你同行﹗只要你勿
忘初心，肯為理想付出努力，不論最後結果如何，
相信你獲得的已經比其他人多！就正如我當初參
與不同紅會課程、比賽，並非為今天參選傑青而準
備，只為開闊自己眼光，只為挑戰自己，而「傑青」
這果子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熟了！

3C 盧佩茵（第68屆校際朗誦節中文組優勝隊伍代表）
今年我參加了兩項朗誦比賽，分別是二人粵語朗誦及普通話詩詞集誦，非常榮幸地，兩項比賽都獲得

冠軍。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集誦比賽。這一項藝術，需要全隊成員全情投入、互相合作，才能把詩詞的情感表
達得淋漓盡緻。透過集誦練習，我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正所謂：「十隻手指有長短。」由於每個人
的聲音特點、普通話能力、朗誦技巧程度都不同，要整隊成員融和為一，實在不易。然而，經過幾個月努
力的練習，我們的表現漸見進步，大家的默契也越來越強。

此外，這次的比賽也讓我明白到「付出」的重要。我們的練習時間大都是午息和放學，雖然犧牲了許
多玩樂、休息的時間，有時候真感到疲累辛苦，但是我們還是堅持下去了，到最後我們踏上了台板、擴闊
了眼界、得到了寶貴的經驗，那就是獲獎以外最大的「回報」了。

在此也想藉機會對訓練我們集誦隊的區文珊老師、蔡秀枝老師和楊歡老師說一聲：「謝謝您們！」

普通話中三級詩詞集誦隊冠軍隊伍跟評判合照普通話集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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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施曉豪 (男乙籃球隊副隊長)
Wesley!Wesley!Wesley!無論場外、場內，都充滿着為我們打氣的聲音。回想起當時的戰況，真

是十分緊湊，分分秒秒都是我們追回分數的寶貴時間。雖然我們一直處於落後，但是無論場外還是場
內，都沒有人因為落後而選擇放棄吶喊，沒有人因為落後而選擇放棄防守。結果，我們憑藉如主場般
的氣勢，反撲一波接一波，最後反超前並獲得了勝利，取得校際籃球男子乙組冠軍。

在哨子聲響起的那一瞬間，時間彷彿靜止了，我站在原地，腦袋冒出一句：「這就是最後了
吧！」觀眾席的同學們一窩蜂地衝了出來，每個人都激動萬分，大家圍在一起歡呼，場面十分感動。
我的眼角泛起一絲淚水，我們終於迎來了美好的結局。

回想起來，我們從暑假開始接受的訓練，並沒有白費，流下
的汗水亦得到了回報，記得從前訓練只有小貓三四隻，直到有一
天大家不再缺席，直到大家努力發揮自己的潛能，直到大家團
結一心。

感謝今年第一年來做教練的高Sir，他的訓練雖然高壓，可
是每一次都十分重要。又感謝何健樂老師對籃球隊的支持，無
論多早，他都願意回校陪伴我們晨操。亦感謝每一位支持球隊
的同學和老師，無論有沒有到場觀賽，你們的支持和鼓勵，對
我們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最後，感謝各位隊友，為我的中
學生涯，帶來一面冠軍獎牌！ 4B施曉豪（右1）

很感恩今年舞蹈學會能在校際舞蹈節有不錯的表現，作為舞蹈學會主席，我倍感榮幸。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話耳熟能詳，而我卻感觸良多。群舞講求整體表現，不論你是站在舞
台哪一個角落，是領舞者還是其他的舞者，在評審眼中都是主角，每個人的表現都十分重要。今年舞蹈學會
的會員多是中一的學妹，大部分也沒有舞蹈經驗，加上參賽舞蹈是婀娜多姿的傣族風格，確實難掌握。起初
排練時，大家的表現都令老師十分擔心，但慶幸的是老師、同學都願意額外付出，犧牲休息的時間，加緊用
心排練，最終能獲得「甲等獎」，大家的付出也沒有白費。

至於在三人舞方面能獲「優等獎」的佳績，真是意外。我們很感激別人對我們的認同和欣賞，更重要的
是我們也享受了舞台，在鎂光燈下獻出了最好的表演，對自己無悔。

最後，感謝同學的投入和努力，老師們的支持、幫助和教導，辛苦大家了！對於今次參與校際舞蹈的回
憶，我會珍而重之，盼舞蹈組的學妹繼續努力，享受舞蹈練習及表演的樂趣！

5C 魏祉娟　(舞蹈學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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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學術活動�學術小組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7/16
中學數學及

科學比賽2016
香港理工大學

物理：卓越獎
數學：高級優異獎
化學：優異獎

6E劉一帆

數學：高級優異獎 6E區康楠

數學：優異獎 6E唐孝賢

7/16
社創校園通通識

「小想法、大改變」
2016社創點子比賽

香港中文大學及
豐盛社企學會

團體賽優異獎及最具人氣大獎

5C區祉熹　5C林力恒
5C劉立一　5C何嘉怡
5C王思琪　5C翁沛霆 
5D趙潁燕　5D梁尹齡
5D勞穎彤　5D姚政妤

7/16
澳洲國際科學比賽

2016
澳洲科學創新學會
及香港數理學會

高級優異獎 4D陳智龍

優良獎 4D朱英博

7/16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2016（香港區）

澳洲皇家化學學院
優異獎

6D丘文雅　6E區康楠
6E伍永樂　6E馮卓敏
6E曾璟皓

特別優異獎 5E蔡麒富

9/16 澳洲數學比賽 澳洲數學信託基金 優異獎
4D翁朗為　5E蔡麒富
6E區康楠　6E曾璟皓

11-12/16
第68屆校際

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中三、中四級普通話詩詞集誦冠軍 3A 3C普通話集誦隊

中三、中四級二人朗誦冠軍 3C梁秀英　3C盧佩茵

中三、中四級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4B胡詠喬

中三、中四級經文朗誦冠軍 3C梁秀英

中五、中六二人朗誦冠軍 5C莊佳玲　5C柯沛儀

中一、二級二人朗誦亞軍 2C林景恆　2C麥嘉兒

中三、中四級二人朗誦亞軍 4C鄧鈞予　4C李嘉霖

中五、中六級二人朗誦亞軍 5D阮崇暐　5D劉嘉曦

中五、中六級二人朗誦亞軍 5D姚政妤　5E鍾建珊

中一、二級經文朗誦季軍 1A練錦臻

中一、二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A陸杏梅

中一、中二級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1D蕭而男 

中三、中四級二人朗誦季軍 4B張永尚　4B潘愛文

中三、中四級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4C李嘉霖

中五、中六級二人朗誦季軍 5B吳楚心　5C楊天恩

中五、中六級經文朗誦季軍 5C楊天恩

中五、中六級二人朗誦季軍 5C翁沛霆　5C張泳婷

中五、中六級二人朗誦季軍 5C張偉安　5C樊寶文

中五、中六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5C楊天恩 

中五、中六級二人朗誦季軍 5C楊曉怡　5D周   彤

英語散文獨誦冠軍 4B簡俐兒

英語詩詞獨誦冠軍 4B簡俐兒

英語詩詞獨誦亞軍 5E莊賢淩

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5C黃珍儀

英語二人朗誦季軍 4B簡俐兒　4C許逸芸

2/17
香港機械人

工程挑戰賽2016
亞洲機械人聯盟及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季軍
5E林俊延　4B陳俊諺
4D鄧皓揚　4D朱英博

3/17
全港校際手機

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恒生管理學院

及沙田青年商會
季軍及最受歡迎手機應用程式獎

5A江寶源　5C黃婉寧
5D江梓瑩　5D胡穎琳

3/17
國際聯校學科

評估及比賽（科學）2017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高級榮譽證書 1C呂應揚

榮譽證書
1A龔偉麟　3A陳頌濠
3C黃冠文　3D梁家洺

優良證書
1C梁倬榮　2B賴駿逸
2C張綺倫　2C李希樂
4A梁曉晴

校外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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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體育比賽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8/16
YMCA「喜動計劃」好生

命籃球比賽
少年組

YMCA

最有價值球員 6B李文浩

殿軍

4A湯承翰　4B鄺建偉
4B施曉豪　4C郭凱文
4D朱英博　5B陳焯堯
6A陳志聰　6B李文浩
6B黃善培　6B余貫齊
6E唐孝賢

10/16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三組（港島區）

學界體育聯會
男丙200米個人混合四式第三名 1C梁倬榮

男甲100米自由泳第四名 5D呂鈞陶

10/16 燃、卡路里大比拼 香港鐵路公司

東區中學學生組第四名
6A伍柏朗　6C何卓欣
6C關育喜　6D劉焜城

東區中學學生組第五名
6A葉竣霆　6D蘇湧龍
6D陳彥光　6D鄧樂怡

11/16
第三十一屆北區
分齡田徑比賽

康文署及
田徑總會

青年丙組標槍亞軍 5E張霈渝

青年丙組鐵餅冠軍 5E張霈渝

11/16 東區跳繩錦標賽2016 香港跳繩總會

1x30秒前繩速度跳比賽
12-18歲女子組（單人）亞軍

1D王培茹

1x30秒交叉繩速度跳比賽
12-18歲女子組（單人）殿軍

1D王培茹

30秒朋友跳速度比賽
12-18歲女子組（雙人）冠軍

1D王培茹

30秒單側迴旋速度比賽
12-18歲女子組（雙人）季軍

1D王培茹

12/16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香港田徑總會
青年丙組鉛球亞軍 5E張霈渝

青年丙組鐵餅季軍 5E張霈渝

2/17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第四名

4B簡俐兒　4C陳芷澄
4C鄧鈞予　4D張海嵐
4D羅芊莛　5B黎綽盈 
5B王泳喬　5C翁沛霆
5C魏祉娟　5C王妤心
5C何嘉怡　5D施嘉怡 
5D姚政妤　5E張霈渝

女子甲組4x100米接力第三名
4C鄧鈞予　4D張海嵐 
5B黎綽盈　5B王泳喬

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4D張海嵐

女子甲組標鎗冠軍 5E張霈渝

男子乙組100米第四名 4B黎子彬

男子丙組100米第四名 2A張碩軒

男子甲組5000米第四名 5A阮天諾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3/17
國際聯校學科

評估及比賽（科學）2017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優異證書

1A林堃堯　1B郭庭朗
1C陳昕霖　1D梁灝霖
2A蔡昊謙　2A梁証皓
2B陳忠義　2B江永權
2C黎信彥　2C王祖亮
2C陳信恩　3A溫皓揚
3A王嘉怡　3C張澤賢

3/17
國際聯校學科

評估及比賽（英文）2017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榮譽獎
4D何頌旻　5D丘子昊
5E蔡麒富

優良獎
3C余蔚琳　4A梁曉晴
4B馬見穎

優異獎
3C羅健兒　4B關靄騏
4D劉晧光　5D楊祉琳
5E張喆宏　5E麥穎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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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2/17
學界女子乙組
乒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港島區第三組季軍
2A柯詠芯　2B黃晴琦
3B黃以呈　3C李曉琳

3/17
學界男子乙組

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港島區第三組冠軍

4C陳   聰　4D施德樂
3B連永聰　3C林顯龍
3D李明羲　4A湯承翰
4B張可鋒　4B鄺建偉
4B施曉豪　4C郭凱文

3/17
學界男子乙組

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港島區第三組男子團體總殿軍

1A柯澤誠　1B黃頌明
1C呂定軒　1C施柏熙
1D鄭力豪　1D崔浩源
1D高俊希　2A陳鈞博
2A梁家豪　2B江卓軒
2C蔡俊華　2A鄭梓旻
2B蔡明俊　2D張浚偉
2D黃梓晉　4C陳   聰
4D施德樂　3B連永聰
3C林顯龍　3D李明羲
4A湯承翰　4B張可鋒
4B鄺建偉　4B施曉豪
4C郭凱文　6B李文浩
5B陳焯堯　6A陳志聰
6B余貫齊　6E唐孝賢
6B黃善培　4D黃瀚霆
3B蔡富麒　4D朱英博

3/17
東九龍區中學

室內賽艇
錦標賽

中國香港
賽艇協會

女乙個人500米亞軍 3D林   瀅

女甲4x500米接力冠軍
4B簡俐兒　4D張海嵐
4D羅芊莛　5D施嘉怡

女甲個人500米亞軍 4B簡俐兒

女甲個人500米季軍 4D張海嵐

男甲4x500米接力季軍
4D朱英博　5C曾柏軒
5D林宇琛　6D陳彥光

3/17
外展（聯校）

田徑章別
挑戰日2017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女子乙組1500米亞軍 4C陳芷澄

女子乙組800米冠軍 4C鄧鈞予

女子乙組鐵餅冠軍 5E張霈渝

女子乙組標槍冠軍 5E張霈渝

4/17
薄扶林慈善

挑戰盃暨家庭
同樂日2017

香港全能
運動學會

10公里越野跑男子公開組第五名 5D阮崇暐

4/17

全港青少年
跳繩比賽2017

香港花式
跳繩學社

團體賽
二乘三十秒接力大繩殿軍

5C區祉熹　4A黃浩樑
1C王俊楠　1C陳昕霖

分齡個人賽
單車步冠軍、二重跳冠軍、交叉開跳冠
軍、跨二開跳冠軍

5C區祉熹

分齡個人賽
後繩單車步冠軍、側擺交叉跳亞軍

5E鍾建珊

分齡個人賽
二重跳冠軍

4A黃浩樑

分齡個人賽
側擺交叉跳冠軍

4B曾子芮

分齡個人賽
側擺交叉跳冠軍

4B曾子芮

分齡個人賽
後繩交開跳冠軍

2A莊佳雯

分齡個人賽
後繩提放跳冠軍

2A劉敏怡

分齡個人賽
單車步殿軍

1C王俊楠

分齡個人賽
側擺開跳冠軍

1C陳昕霖 9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10/16
東區(一)

青年急救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季軍

4A葉俊謙　3D李倩汶

2C林景恆　2C莫偉誠

2015/16
港島總部傑出

紅十字會
青年會員選舉

香港紅十字會
2016年度港島總部
傑出紅十字會會員

6D蘇湧龍

2015/16 傑出青年團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冠軍（東區）

6D蘇湧龍　6D何嘉盈
6D張恒德　6B李欣欣
4A葉俊謙　4A歐啓華 
4B李宗霖　4C廖祉諺
4C陳芷澄　4C張詠霖
4C嚴芷君　4D黎鑑賢 
4D陸智聰　4D楊嘉慧
3A陳俊朗　3B潘芍霖
3B余凱菁　3D梁家洺 
3D陳采婷　3D鄭翠芝
3D李倩汶　2B蘇誠謙
2B譚政鈞　2C周皓文 
2C林景恆　2C莫偉誠
2C葉柏琪　2D李卓峯
2D陳盈叡　2D周素妍

2016-17  服務項目獎項：

2016-17  藝術比賽獎項：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10/16
第三屆

『創藝@校園』
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
與保良局

最具藝術性大獎

4A李卓儒　4D林詩琪
4B鍾佩芝　4C趙珮而
4C彭子晴　4B何成禧
4A黃浩樑　4B曾子芮

2/17
「第五十三屆學校

學校舞蹈節」
舞蹈比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
司及

教育局體育組

中國舞（三人舞）優等獎
5B吳楚心　5C莊佳玲
5C魏祉娟

中國舞（群舞）甲級獎

5B吳楚心　5C莊佳玲
5C魏祉娟　5E蔡海晴
2B吳鈺媚　1C呂悅盈
1C魏婉瑩　1D蕭而男
1B鄭曉晴　1B石沐嵐
1B黃芷瑩

月／年 項目名稱 主辦機構 總成績 學生姓名

4/17
東區學生會聯盟
籃球比賽2017

東區學生會聯盟 季軍

3B蔡富麒　3C林顯龍
4A湯承翰　4B張可鋒
4B施曉豪　4C郭凱文
4C黃朗皓　4D黃瀚霆
4D朱英博　5B陳焯堯

5/17
學界室內
賽艇比賽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500米第五名 4B簡俐兒

女子甲組500米第六名 3D林   瀅

男子甲組500米第九名 3D李明羲

男子甲組2000米第四名 6D陳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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