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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一)  律己愛人 

訂立目標 

盡展潛能 

(二)  協助學生 

建構知識 

鼓勵終生學習 

 

Goodbye HGSS! 

When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I have already started my service in Queen 

Elizabeth School (QES).  

 

It was a mixed feeling when I learnt about my transfer to another school. I 

knew pretty well that I should embrace each single challenge with 

confidence and a positive outlook, as I always encourage my students to do. 

At the same time, I wished so much that time had been static, keeping all my 

fond memories and the cherished relationships in HGSS hanging forever. 

 

Of course, my magic wand doesn’t 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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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bout time to leave when I wrote this. In fact, I have been so busy that I could hardly find time to think 

about now and then, let alone the future. However,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am sure that HGSS would 

be able to bind all of us together with its tradition and resilience.  

 

HGSS has its tradition because of its long history and fame, while it is evolving favourably to welcome the 

societal changes under the lead of the principals. As a member of HGSS, each of u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 resilience. That’s why, in the past four years of service in HGSS, I have seen tens of 

alumni, parents, teachers, students and others working jointly and passionately for the school development.     

 

I believe I am one of them and you too! So, we are still in the same big family. 

 

Not long, I will be witnessing the growth of HGSS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vicinity. Goodbye …… 

but we will meet again!  

何文田官立中學 

學校地址 :  

九龍何文田巴富街八號 

Address : 

8 Perth Street, Homantin, Kln 

電話/Tel : 2711 2680 

傳真/Fax : 2714 2846 

電郵/E-mail :  

mail@hmtgss.edu.hk 
校網 QRcode : 

 

   

Mrs.SHIU LAU Ching-yung (AP) 

Mrs.SHIU LAU Ching-yung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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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師宴 

中六級謝師宴於 2015 年 6 月 29日晚上，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青酒店舉行。當晚，中六級同學宴請校長及任教老師，表達對師長六

年來春風化雨之恩的謝意。當晚宴會氣氛熱鬧，樂也融融。 

 
劉校長、陳副校長、蕭副校長﹑ 

四班班主任和班代表同學合照 

 

畢業同學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  

 

蕭副校長勉勵畢業同學自強不息，發揮所長 

感恩承傳集會 

2016年 6月 24日，學校舉行了 感恩承傳 集會，由學生會主席秦啟生同學代表全校同學感謝校友及老師的關愛和教導；學生會更自

製小禮物，送給每位老師，場面令人感動。 

 

 

 

 

 

 

 

中六級放榜前家長晚會 

中六級放榜前家長晚會已於 2016 年 7 月 8日晚上 6 時 30分至 8時於禮堂舉行，約 110位中六同學及其家長到校參加講座，以了解本

年度中六放榜的詳情。 

 

 

 

 

 
 

 

中文科 

本科藉舉辦富有趣味的活動，鼓勵同學學習語

文，例如製作兩次「校園電視台」的節目 

—— 孝感動天和新宋定伯捉鬼(盂蘭節習俗及

禁忌) ；5月下旬，與普通話及傳意學會合辦

「學術週」，通過不同形式的語文活動—— 

詩詞問答比賽和攤位遊戲等等，營造學習語文

的氣氛，同學反應理想；本科老師於 7月帶領

中五級 30位同學到伊利沙伯中學參加「中國

語文科聯校口語能力訓練」。 

 

 
 

 

    

同學為找出燈謎 

的謎底，絞盡腦汁 

初中同學仔細聆聽 

「中文週 -- 吟詩誦詞 

大比拼」的比賽規則 

同學投入中文學會與普通話及

傳意學會合辦的學術週活動 

負責老師講解放榜須知， 

家長與同學專心聆聽。  

劉校長預祝中六同學取得 

理想成績，有美好的前程。  

社工以自身經歷勉勵同學 

樂觀面對人生挑戰。  

學生會主席秦啟生同學代表 

全校同學感謝校友及老師 

同學將小禮物送給老師 劉校長、副校長、校友嘉賓和 

學生代表一起剪綵及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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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We were so lucky this year to showcase the programme of the SCHOLAR English Alliance 2015-16. On 7th July, the professional theatre 

performance of the adapted version of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was staged by the Absolutely Fabulous Theatre - in - Education Connection 

Company Limited in school. Our students watched, understood, apprecia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how. 10 students wrote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and some acted it with the cast at the end 

 

 

 

 

 

 

數學科 

 本科於 5月舉辦「數學週」，活動包括

電影欣賞、「河內塔」、「扭計骰」、「孔

明鎖 」、數獨比賽、數學對對碰及 

班際合 24比賽。試後活動期間，本科

舉行了「數學拔尖班」，課程由校友會

資助，共 40位成績優異的中四及中五

同學受惠。 

通識教育科 

本科與歷史科合作，帶領中四級 40 位同學參

觀立法局；此外，為提升中五同學的邏輯思

維，本科於 4 月 30 日邀請理工大學犯罪學博

士莫偉賢先生為同學舉辦工作坊，同學均表示

活動有助提升思考分析能力；課堂方面，楊鏇

洳老師及吳俊江老師於 5月 3日的教師專業發

展日分享有關協作教學的經驗、技巧及成果，

說明如何讓同學建構知識，並透過課堂的互

動，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科學學習領域 

科學老師聯同科學大使為同學籌備了多項有趣的科學活動。活動形式多樣化，包括化學科早會、早場科學影院、測定飲品中維生素 C

含量、中二級班際科學常識問答比賽、魔術水球、幻彩泡泡、科學書展、板上推球、頑皮小氣球及「2016 紙飛機定向飛行比賽」。 

 
 
 
 
 
 
 
 
 
 

班際合 24 比賽 頒獎 

數學週－－電影欣賞 

通識邏輯思考工作坊 

人文學科週: 社際通識辯論比賽 

同學專心參與數學遊戲 

2015-16 模擬 

法庭訓練活動 

Victoria Tsang (4H) won the Best Debator Speak Up Act Out! AFTEC Drama 

中二級班際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幻彩泡泡 化學科早會--乾冰水半球 魔術水球 

參觀立法會 

楊鏇洳老師分享協作 

學習在通識教學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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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教育組 

本組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提升同學的環保意識，如製作「校園電視台」節目--環保設施大搜查，介紹學校的環保設施，藉此鼓勵同

學實踐綠色生活；3月中旬，本組舉辦「地球一小時」活動，提升學生節能減排的意識。另外，本組與園藝學會合辦校園有機種植活

動，並得到家長義工周先生的指導，有助推廣環境生態教育；6月下旬，本組舉辦「只送不賣」物資回收計劃，旨在物盡其用、減少

浪費，回收之二手物品會轉贈九龍城區有需要的家庭或人士。最後，本校獲得「有機大使計劃學校感謝狀」，12位學生獲頒發有機大

使培訓計劃畢業證書。 

 

校園有機種植活動 

 

班際廢紙回收比賽 

 

環保短片欣賞 

 

有獎遊戲 -- 校園樹木知多啲 

 

再造紙製作 

 

地理及環保圖書展覽 

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組 

本組於 2016 年 1 月 20日舉行「中六級模擬放榜工作坊」，讓學生加深對各種升學就業選擇的認識。工作坊完結前，學生在社工帶領下分

享在活動中的深刻片段及作出反思，為放榜日作好準備。此外，「第一屆師友同行計劃」的結業禮於 2016 年 3 月 2日舉行，劉校長致送感

謝狀予各校友，並感謝校友於計劃中的付出，麥筠熙同學代表中六全級學生向校友致謝辭。另外，本組榮獲 2015年度關愛校園「推動生涯

規劃」主題優異獎，劉校長、副校長及本組老師於 5月 7日出席了分享會暨頒獎禮；「第二屆師友同行計劃啓動禮」於 6月 29日舉行，共

有 30位中五同學參加，並於 7 月 7日舉行了為期一天的日營，以訓練同學自信心及培養群體合作精神；黃振邦老師帶領幾位中四同學，於

2015年 9月至 2016年 5月參加「恒生社聯職業探索比賽」，同學於 6月協作拍攝了一輯關於舞台設計行業的短片，獲得「舞台設計組」全

港總冠軍。最後，於試後活動期間，本組舉辦了不同形式的試後活動，包括參觀咖啡師的工作環境、酒店及參與「職場有格」桌上遊戲體

驗活動等等，擴闊同學的眼界。 

 
 
 
 
 
 
 
訓導組 

「模擬法庭、公義計劃 2015」頒獎禮 

本組通過整學年四個會合的活動，提升同學對法治、公義、公民責任等概念的認識和認同，更讓他們學習獨立批判性思考，強化道德判斷能力。

同學掌握分析案件﹑撰寫問題及互相討論的技巧，並於高等法院進行錦標賽。 

有規有矩比賽 

本學年有規有矩比賽採用「班際」及「社際」 縱橫兩線結合的模式，

藉以提升同學的自律意識，共同建立淳樸校風。 

 

 

 

 

 

 

友聲同行：「唱出健康校園」計劃 2015/16分享會 

本組與健康及性教育組參加教育局舉辦之「友聲同行：唱出健康校園」

計劃 2015/16，同學表現出色，獲邀於 2016年 6月 3日之 2015/16年

度「訓育及輔導工作巡禮」中、小學教師交流日中即席表演，李蹊言

老師及梁淑源老師分享活動點滴。 

    

中二行業匯報 中六模擬放榜 本校榮獲關愛校園 

生涯規劃優異獎 
第一屆師友同行計劃結業禮 

公義智囊團獲傑出表現獎 交流日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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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學習做手功架 學生在最後一節 

戲劇課上傾力演出 

學員們學習做手功架 學生在最後一節戲劇課上傾力演出 

輔導組 

正能量跨組英語推廣活動 “Scrabble Competition 2016” 

本組與英文科合辦「英語拼字遊戲比賽」，初賽及決賽分別於 4月 26日

及 4月 28日順利進行，共有 76組 152位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參加。經過

三輪激烈的比賽，冠軍由 2S班鄭裕誠及何汶頌同學奪得。 

 

輔導組領袖訓練營 

領袖訓練營於 6 月 29 及 30 日於大潭童軍中心舉行，有 52 位輔導

員參加。訓練營的首要目標為建立團隊精神及加強輔導員的訓練，

以收薪火相傳的效果。 

 
 
 
 
 
 
 
 
 
 
 
 
 
 
 
 

健康及性教育組 

本組於 2月份舉辦親子捐血活動，今年共有 77人報名捐血。學生從活動中領

悟「珍惜生命，捐血救人」的道理；3月份，本組舉行「健康午餐比賽」，鼓

勵同學進食營養均衡的午餐，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另外，本組於復活節假

期前派發 「實踐健康生活」記錄冊給同學，鼓勵同學連續 4星期內實踐最少

一項有益身心的事情，能實踐的同學會獲得嘉許獎狀； 4月下旬，本組舉行

了「開心果日」，為學生營造進食水果的環境；試後活動期間，本組舉行「聯

校才藝匯演」，我校學生負責婚紗表演，當晚學生的精彩演出獲得不少掌聲，

氣氛熱鬧。 

其他學習經歷組 

為了培養學生對表演藝術的興趣，本校邀請了專業劇團為中四及

中五學生提供基礎戲劇訓練及編導演課程。在導師的指導下，學

生須自行創作劇本，並於課堂上演出。此外，本組亦舉辦「粵劇

欣賞」講座，讓學生對粵劇藝術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更深入的

了解。另外，本校社會服務組為學生安排義工訓練及服務，培育

學生的奉獻精神，服務社會。在社工的指導下，學生不但掌握籌

備義工服務的技巧，更有機會身體力行照顧長者，與他們一同參

觀歷史博物館，學生表現投入，活動甚具意義。 

 

 

 

 

 

 

學生會 

在 5 月 24 日放學後，本會邀請了業餘明星籃球隊 － Hero 與本校

籃球校隊進行表演賽，同學反應非常踴躍，同學除了能一睹著名球

員的風采，更為校隊同學打氣，增強同學的歸屬感；試後活動期間，

音樂學會、戲劇學會、English Drama Club 及本會合辦了一個大型的

綜合表演節目「堅‧繫何官」，內容包括合唱團表演、中西樂獨奏

及合奏、樂隊及戲劇表演等，有關活動能給予同學發揮潛能的機

會，同學留心欣賞節目，陣陣掌聲響徹禮堂。 

 

 

 

 
樂隊成員與梁路安老師自拍合照 堅‧繫何官 樂隊表演環節 

Hero 籃球隊與本校師生合照留念 

開心果日活動 
親子捐血活動 

冠軍隊伍為 2S 班鄭裕誠及何汶頌同學 

學生積極投入，比賽氣氛激烈 

堅‧繫何官 合唱團表演環節 

堅‧繫何官 戲劇表演環節 

婚紗表演 

「正正得正」組員投入參與，團結一致 

各輔導組老師到營地為輔導員打氣 

輔導員以簡單工具， 

成功興建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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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親子旅行是參觀古洞的有機農莊，參加的家長和學生人數眾多；於中六歡送會上，家長義工為中六學生送上祝福，並為畢

業生預備精美的茶點；6月舉行「家長也敬師」的活動，廚藝高超的家長再顯身手，泡製豐富午餐答謝老師們一年來辛勤的教學，老

師們深感溫暖。 

 

 

 
 
 
 
 
 
 
 
 
 
 
 
第四十九屆聯校科學展覽 

本校參賽隊伍憑著展品「小植人」，先於 3 月在計劃書設計比賽奪得冠軍，再於 8 月科學

展覽期間，獲得由本港大學教授組成的評審團選為全場總冠軍；而 4H 庾亭嘉更被到場公

眾選為最佳介紹員。 

 

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
青少年罪行比賽 2016 

李姵儀、鄧宇軒同學聯同其他學校少訊組

員參加由少年警訊舉辦之「恒生銀行之協

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2016」微電影

創作，勇奪冠軍，除可獲得獎學金或書劵

外，更會在暑假期間前往荷蘭參觀國際刑

警總部。 
 

 

 
 

 

 

 
 
 
其他獎項: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組別名稱 

Clip - it Competition 2015 – 2016 

Film it – The Third Prize 

(Senior Level) 

趙曉晴(4H) 李璥耀(4H) 勞穎欣(4H) 莫卓霖(4H) 邱梓濤(4H) 

楊善琦(4H)     
 

Film it – The Third Prize 

(Junior Level) 

何翰燊(3T) 劉曉泓(3T) 李沛朗(3T) 李元昊(3T) 黃耀男(3T) 

楊子慶(3T) 楊偉成(3T)    
 

Snap it –The Third Prize 

(Junior Level) 
莊裕軒(3T) 徐金山(3T) 鍾國俊(3T) 李青賢(3T) 戴京河(3T) 

 

Speak Out – Act Up!’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NET Section、 EDB 
Best Teamwork Prize 

陳羨學(5S) 符芷欣(5H) 吳詩琪(5M) 黃梓敏(3H) 馬麗儀(3M) 

李倩怡(3T)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erm 1 Round 2) 
Senior Team Best Speaker 謝業俊(4H)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erm 2 Round 2) 
Winning Team 劉靖安(4H) 曾心怡(4H) 曾詠彤(4H) 

 

恒生 - 社聯青年職業探索計劃 2016 冠軍 謝業俊(4H) 李璥耀(4H) 沈澤麟(4H) 朱泳芝(4S) 梁嫚倪(4S) 
 

明報 2015-2016學年「小作家培訓計劃」 最佳表現獎 卓彦(3T)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2015-16 
優異獎 

陳家儀(3H) 溫雅雯(3M) 卓彦(3T) 黎孝健(4H) 李穎琳(4M) 

何家慧(4T)     
 

 

家長辛勤地為老師預備美食 「家長也敬師」活動 

劉校長及陳副校長到場鼓勵同學 

展品負責人向到場的中一學生

介紹科展背景及年度主題 

科學展覽開幕禮 

本校展品負責人從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 

羅范椒芬女士手中接過計劃書設計比賽冠軍獎座 

眾志成城，勇奪大獎 

親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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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三等獎 李元昊(3T) 李偉熙(3S) 許信韜(3H) 
 

2016華夏盃晉級賽 個人三等獎 蔡浚棋(2T) 
 

香港地理學會第六屆香港地理奧林匹克 個人獎項季軍 鄭鈞元(6H) 
 

第十八屆香港機械奧運會機械人比賽 

機械人搶包山比賽 

中學組冠軍 文仕龍(3M) 林柏希(3H) 
 

中學組亞軍 梁嫚倪(4S) 何嘉禧(4H) 
 

手搖發電機械人四式接力泳賽 

冠軍 葉采豐(4H) 佘俊基(4H) 任啓安(4H) 
 

亞軍 王家誠(5T) 曾永希(5M) 林栢飛(3S) 
 

環保清潔海面機械人比賽 

冠軍 任啓安(3S) 
 

亞軍 林栢飛(3S) 
 

手搖發電蟲蟲機械人短跑比賽 

冠軍 王家誠(5T) 
 

亞軍 佘俊基(5T) 
 

機械人水球比賽 

冠軍 文仕龍(3M) 林柏希(3H) 藍浩文(3S) 
 

亞軍 葉采豐(5H) 任啓安(3S)   潘永謙(3M) 
 

手搖發電機械人背泳賽 

亞軍 王家誠(5T) 曾永希(5M) 
 

季軍 葉采豐(5H) 佘俊基(5T) 
 

手搖發電水平式機械魚短途泳賽 

季軍 葉采豐(5H) 佘俊基(5T) 
 

手搖發電直立式機械魚短途泳賽 

季軍 葉采豐(5H) 佘俊基(5T) 王家誠(5T) 曾永希(5M) 
 

機械人足球比賽 

季軍 林柏希(3H) 任啓安(3S) 陳逸軒(5H) 林栢飛(3S) 潘永謙(3M) 
 

星球探索比賽 

冠軍 林柏希(3H) 
 

季軍 藍浩文(3S) 
 

中學組 

水上總季軍 

全場總季軍 

唐卓楓(5S) 王家誠(5T) 佘俊基(5T) 葉采豐(5H) 陳逸軒(5H) 

曾永希(5M) 馮宏智(5M) 梁嫚倪(4S) 何嘉禧(4H) 林栢飛(3S) 

任啓安(3S) 文仕龍(3M) 藍浩文(3S) 林柏希(3H) 潘永謙(3M) 
 

高中數理比賽 2016 
High Distinction in Physics 黃子恒(5T) 何子滔(5H) 

 

High Distinction in Chemistry 何子滔(5H) 
 

香港善導會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

2015-2016 

「錦標賽」殿軍 
何子滔(5H) 曾煒棠(5H) 呂駿耀(5T) 黃嘉浚(5S) 黎孝健(4H) 

呂諾雯(4T) 卓鈞宇(3H) 梁冠軒(3H)   
 

最佳律師 曾煒棠(5H) 曾詠彤(4H) 
 

最佳表現(證人) 黎孝健(4H) 
 

少年警訊領袖團周年會操 2016 
「最佳步操小隊」第三名 少年警訊領袖團 

 

最佳領袖團女隊員 趙紫鈊(4M)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朗誦成績 

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中一級 季軍 鍾家華(1T) 
 

中二級 優良 樊百軒(2H) 陳嘉豪(2S) 
 

中三級 優良 李偉熙(3S)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中六級 季軍 邢美雪(6H) 
 

中一級 優良 崔熙庭(1S) 李美婷(1S) 
 

中六級 優良 羅泳思(6H)   吳紫菱(6H) 容曉瑩(6T) 
 

中二級 良好 許嘉怡(2H)    施鈺珊(2H)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中一級 優良 梁晞桐(1H)     藍詠琳(1H) 施雯婧(1T) 
 

中四級 優良 呂諾雯(4T) 
 

中五級 優良 黃欣桐(5H)    王淳茵(5M) 
 

中四級 良好 周芷蕎(4T)   
 

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成績 

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五、六級 亞軍 黃子恒(5H)    
 

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中三、四級 優良 黃丞毅(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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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成績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三、四級 亞軍 王瑩(4S) 
 

中一、二級 優良 
葉卓盈(1M)     陳薇鈺(1M) 鄧仔怡(1M) 

何采穎(1T) 黃慶程(1T)  
 

中一、二級 良好 謝楓(1H)   趙娉瑩(1M) 
 

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中一、二級 優良 徐苗儀(1H) 李聰瑞(1H) 
 

中三、四級 優良 朱彩霞(4H)   袁敏慧(4S) 余嘉詠(4S)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陳潁鍶(2S)  
 

2nd Runner-up 黃耀男(3T) 
 

Merit 

岑學文(1T) 許菀澄(1S) 黃倩彤(1S) 張瑜(2H) 范蔚晴(2H) 

李洁盈(2H) 李芷晴(2H) 黃希言(2H) 張凱婷(2M) 蘇肖瑩(2S) 

劉芳伶(2S) 戴婉晴(3S) 曾詠彤(4H) 蕭燕樺(4H) 庾亭嘉(4H) 

陳衍婷(4S) 彭詠欣(5H) 吳詩琪(5M) 韋靜慈(5S) 卓彦(3T) 
 

Proficiency 譚綺琳(3T)     劉靖安(4H) 梁嫚倪(4S) 
 

Solo Prose Speaking 

Proficiency 容曉瑩(6T)    
 

Solo Prose Reading 

Merit 黃韻曦(6S)     
 

第 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女聲獨唱外文歌曲 14歲 

或以下」 冠軍 
梁卓淇(3T) 

 

「中學組中樂小組合奏」優良 

孔珮瑤(1H) 黃梓朗(1M) 鍾國俊(3T) 何嘉禧(4H) 王俊又(5S) 

陳詠怡(5H) 陳逸軒(5H) 何子滔(5H) 彭詠欣(5H)  

鄧鎮偉(5H) 黃欣桐(5H) 劉軍佑(5S) 黃澤霖(5S)  
 

「中學女子合唱隊外文歌曲 

第二組別中級組」 優良 

陳澤希(1H) 蔡恩亭(1H) 馮子翹(1H) 孔珮瑤(1H) 葉苑兒(1H) 

李愷瞳(1H) 梁晞桐(1H) 李聰瑞(1H) 謝楓(1H) 陳芍穎(1M) 

曹詠妍(1M) 莊伊鈴(1M) 梁芯詠(1M) 葉卓盈(1M) 馮佩珊(1T) 

林小鈺(1T) 岑學文(1T) 林倬賢(1S) 顏珮鈮(1S) 鄧宛慈(1S) 

王嘉蕎(1S) 黃倩彤(1S) 許嘉怡(2H) 吳沛伶(2H) 甄英顏(2H) 

蕭瑶(2M) 王淑怡(2M) 黃芷晴(2M) 傅南希(2T) 傅婉儀(2T) 

王曉儒(2T) 陳嘉欣(2S) 陳潁鍶(2S) 周穗茵(2S) 宋慧姿(2S) 

楊宇柔(2S) 余穎橦(2S) 陳芷瑩(3H) 莫珈琳(3H) 馬麗儀(3M) 

溫雅雯(3M) 陳穎琪(3T) 林海莉(3T) 劉穎(3T) 溫若希(3T) 

黃穎端(3T) 胡凌蔚(3S) 許曉琳(3S) 何倩萍(4H) 吳昕霖(4H) 

曾心怡(4H) 湛靖雯(4H) 范肯悅(4T) 梁騫仁(4S) 陳凱欣(5H) 

黃欣桐(5H) 譚詠姿(5M) 陳樂彤(5S) 李潔欣(5S) 李妮妮(5S) 

李施頴(5S) 黃嘉浚(5S)    
 

「箏獨奏初級組」優良 劉卓瑤(2H) 
 

「小提琴二重奏中級組」優良 鄭劻俊(5H) 
 

鋼琴獨奏 

三級 良好 任東怡(3T) 
 

五級 優良 潘耀陽(1T) 何穎霖(3T) 
 

六級 優良 袁浩宏(2S) 
 

八級 優良 李苡菱(3S) 
 

「童聲獨唱外文組 14歲以下」良好 江志遠(1M) 
 

「單簧管獨奏中學高級組」良好 鍾燿烿(1M)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中學高級組」 

良好 
鍾燿烿(1M) 

 

學校戲劇節 2015/16 

傑出劇本獎(廣東話組) 賴啓聰(5H) 
 

傑出演員獎(廣東話組) 王俊又(5H) 
 

傑出合作獎(廣東話組) 

梁政洋(1M) 周敏(3H) 葉梓瑩(3H) 岑洙明(3M) 張子蕙(3T) 

溫若希(3T) 林海莉(3T) 陳凱欣(5H) 洪靖翹(5H) 關芷惠(5H) 

賴啓聰(5H) 林倬瑩(5H) 梁靖儀(5H) 王俊又(5H)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田徑錦標賽 
男子乙組 100米達標證書及亞軍  

男子乙組 200米達標證書及亞軍 
卓鈞宇(3H)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全場總季軍 

梁俊業(6H) 李文彬(5M) 馬俊傑(5M) 黃子恒(5H) 施正熙(4H) 

陳穎進(3S) 李偉熙(3S) 袁千揚(3H) 梁卓賢(2M) 趙澤浩(1H) 

林天樺(1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