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王中校外得獎

參與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主辦                                   
2017-18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6C 楊少鑫 羅氏慈善基金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 傑出演員獎 2C 吳傑成 3A 張永滔 3C 林奕斌 5D 黃婉婷 教育局及九龍樂善堂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 傑出導演獎 5C 洪靜瑜 李卓琳 教育局及九龍樂善堂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 傑出合作獎、傑出劇本獎及
傑出舞台效果獎

1A 伍子豪 1D 温世權 2C 吳傑成 姚卓詠 3A 張永滔 李志達 3B 侯采芸 3C 林奕斌 3D 張燁華 廖倩怡  劉鑽好  潘莹莹 4B 梁智豪 4C 曾穎彤 4D 陳曉晴 5A 王心怡 5C 陳麗琦 洪靜瑜 李雪雯 李卓琳 馬少珍 關子豪 5D 劉頴嘉 黃婉婷 6A 黃志聰教育局及九龍樂善堂

第42屆青少盃排球賽 亞軍 2B 許嘉鈴 2D 黎嘉文 劉詠寶 3B 鄒樂怡 梁幸愉 梁穎珊 3C 歐佩瑩 梁凱寧 3D 黃悅瑜 香港排球總會

「青協．南華」社區籃球邀請賽  2018 碗賽亞軍 1B 區柏濠 1C 李江健 曹文朗 郭子雋 2C 李明澤 林志鴻 
2D 沈日生 黃思暢

香港青年協會

義務工作嘉許狀
（個人）

銅獎 3A 李志達 葉焯軒 姚鍶源 3C 林奕斌 3D 黃家城 
5A 茹凱凝 5E 施靖殷

社會福利署

無煙TEENS計劃
2017-2018

優異獎 3D 賴佩婷 陳健鋒 4A 李卓琳 楊鎧宇 
4C 劉映芝 黎天祐 5C 李雪雯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2017-2018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優異獎狀 1D 張子敏 2D 邱均棟 3D 黃曉彤 4D 魏祖釗 
5E 羅家銘 6E 伍婉瑜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CompetitionProficiency in Physics 6E 何靖敏 HKP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CompetitionDistinction in Mathematics 6E 譚皓熙 HKP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CompetitionCredit in Biology 6E 伍振業 HKPU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 Science CompetitionProficiency in Biology 6E 梁祿怡 HKPU

第11屆黃大仙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優秀學生 4C 黎天祐 東九龍青年社

第11屆黃大仙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優秀學生 3C 謝嘉妍 東九龍青年社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H.K. Section）

Certificate of Credit 5E 區露斯 黃曉富 Royal Australian Chemical Institute

Centennial College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2018 - Sharing Economy, Sharing Happiness?Second Runner-up 5E 羅家銘 Centennial College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獎學金 5B 賴俊賢 5E 張君豪 香港交通安全隊

模型氣墊船創作大賽 初中組繞圈賽冠軍 3D 張文軒 3D 李惠超 3D 林淼圳 教育局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及 STEM教育中心

「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劃 5A 王心怡 香港青年協會

第3屆全港中學躲避盤錦標賽 冠軍 1C 陳詩惠 1D 張佩芳 周梓晴 2C 吳晨輝 3A 鍾嘉乾 姚鍶源 
3B 侯采芸 4A 葉皓維 譚永健 黃計研 4B 鄧翠宜 6A 余焯然 
6B 李俊毅 鄧俊傑 

香港躲避盤總及協青社

樂善堂聯校躲避盤比賽 冠軍 1C 陳詩惠 1D 張佩芳 周梓晴 2C 吳晨輝 3A 鍾嘉乾 姚鍶源 
3B 侯采芸 4A 葉皓維 譚永健 黃計研 4B 鄧翠宜 
6A 余焯然 6B 江榮宗 李俊毅 鄧俊傑 

九龍樂善堂

第3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醒你「一條好橋」優異獎 4C 陳彥汝 麥冠輝 4D 高麗明 黃麗翎 盧婉晴 伍慧芝 good morning CLASS x am730
第3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中原地產 好鬼正「STORYBOARD」優異獎4C 陳彥汝 麥冠輝 4D 高麗明 黃麗翎 盧婉晴 伍慧芝 good morning CLASS x am730
第3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中原地產品牌大獎 4C 陳彥汝 麥冠輝 4D 高麗明 黃麗翎 盧婉晴 伍慧芝 good morning CLASS x am730
第3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SINMAX 品牌優異獎 4B 陸詠恩 黃偉明 柯杰森 4C 吳子謙 黎天祐 4D 鍾靖怡 good morning CLASS x am730
第3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SINMAX 好鬼正「STORYBOARD」大獎4B 陸詠恩 黃偉明 柯杰森 4C 吳子謙 黎天祐 4D 鍾靖怡 good morning CLASS x am730
樂善堂陽光青年計劃 傑出表現獎 5C 李雪雯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陽光青年計劃 最佳進步獎 3A 姚鍶源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陽光青年計劃 積極參與獎 2C 吳晨輝 九龍樂善堂

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高級組季軍 4A 李鎧同 4B 唐文杰 6A 陳澤宏 張逸隆 余焯然 
6B 周以諾 江重雅 江榮宗 李俊毅 鄧俊傑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全港中小學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初級組季軍 1A 謝宇俊 1C 陳進軒 2B 岑健朗 吳天佑 曾浩賢 楊景竣 
2C 李文俊 吳晨輝 佘學年 3A 鍾嘉乾 3D 薛嘉朗

中國香港閃避球總會



樂善堂轄屬小學
第27屆田徑運動大會接力邀請賽

殿軍 1C 陳詩惠 施一藝 2D 黎嘉文 梁司瑜 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

樂善堂轄屬小學
第27屆田徑運動大會接力邀請賽

季軍 2B 李偉鴻 3B 黃子軒 5A 林學滔 姚瀟逸 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

香港賽馬會4人同進足球賽   (學校組) 學校男子白賴仁笠臣盃－季軍 1C 陳進軒 1D 江曉暘 李志超 黃維希 
2B 黃健威 李偉鴻 吳天佑 2C 黃普善

賽馬會

CYC周年大會操 積極團隊獎 4D 魏祖釗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CYC周年大會操 公益少年團40周年「徵文比賽」季軍4D 魏祖釗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2017 - 初賽 銀獎 2A 張志遠 3A 張永滔 4D 高麗明 伍慧芝 
5C 關子豪 6B 周以諾

香港青年協會

The 69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5C 馬少珍 5E 李嘉慧 4D 吳嘉文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The 69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First Prize 4D 伍慧芝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The 69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Certificate of Merit 2D 劉詠寶 徐卓麟 3A 張煒珊 焦豫珊 鄧紫晴 謝采琴 
3B 鄒樂怡 3C 李琦琪 林奕斌 
3D 張燁華 梁雅婷 潘莹莹 黃曉彤 賴志軒 李惠超 
4B 布筠藝 4D 鍾靖怡 梁詠雅 5E 何明苡 洪泳恩 盧淑寶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2018童軍會長盃技能比賽 分項比賽－中式烹飪冠軍 3A 李志達 藍俊健 葉焯軒 姚鍶源 3C 黃智勇 香港童軍九龍城區

九龍地域50周年紀念活動金禧陸運會 暨
傷健共融嘉年華

童軍高級組－男子跳遠季軍 3C 林奕斌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九龍地域50周年紀念活動金禧陸運會 暨
傷健共融嘉年華

童軍高級組－男子推鉛球季軍 3C 林奕斌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九龍地域50周年紀念活動金禧陸運會 暨
傷健共融嘉年華

童軍高級組－男子 400米亞軍 3C 林奕斌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8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Top ten in the section)

3D 賴志軒 4D 伍慧芝 5E 何明苡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8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3D 梁雅婷 4D 梁詠雅 陳曉晴 陳子聰 
5E 汪淑欣 徐蘊瑤 區露斯 施靖殷 姚曉藍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2018 交通安全隊東九龍總區檢 閱禮步操比賽 季軍 1A 梁冠濠 黃澤凱 1B 莊壕溢 3C 周俊彥 楊以邦 
3D 張永強 賴志軒 李惠超 翁鎮豪 5B 賴俊賢 
5E 張君豪 羅家銘

交通安全隊

少訊小棟樑發展計劃公民野外訓練日
暨分享會原野烹飪比賽

亞軍 1B 鄭雋諾 1C 方嘉聰 3A 張永滔 3B 何詠儀 
3C 謝嘉妍 3D 尤曉峰

少年警訊

少訊小棟樑發展計劃公民野外訓練日
暨分享會

2017-2018年 最優秀小棟樑 3C 謝嘉妍 少年警訊

學界排球比賽女子乙組排球 季軍 2B 許嘉鈴 3A 張煒珊 鄧紫晴 3B 鄒樂怡 梁幸愉 梁穎珊 黃雯蔚 
3C 歐佩瑩 梁凱寧 3D 李慧愉 黃悅瑜 
4B 劉芷晴 4C 陳潔嵐 4D 梁樂兒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女子團體 季軍 1B 馬嘉敏 鄒依洋 陳熙琳 周磊 1C 陳詩惠 賴潔芯 
2C 李洛婷 許明君 2D 黎嘉文 李嘉琪 3C 周名麗 梁凱寧 
3D 李慧愉 黃悅瑜 楊欣嵐 張燁華 4B 鄧翠宜 
4C 馮睿萌 曾婉晴 5C 馮穎霖 馬穎怡 5E 施靖殷 
6B 周美瑩 黃子晴 
6C 江焯楹 林曉英 劉嘉怡 劉穎怡 黃潔儀 樊秀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九龍 3區
（第3組別）

男子乙組亞軍 2A 譚天佑 3A 許嘉軒、3C 周俊彥 黃梓東 3D 翁鎮豪 
4A 李鎧同 黃計研 譚永健 4B 劉聶鋒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九龍 3區
（第3組別）

男子團體第三名 1B 區柏濠 陳振勇 1C 李江健 曹文朗 郭子雋 樊兆天 
2C 李明澤 林志鴻 2D 沈日生 黃思暢 2A 譚天佑 
3A 許嘉軒 3C 周俊彥 黃梓東 3D 翁鎮豪 
4A 李鎧同 譚永健 4B 劉聶鋒 3B 蔡子軒 4B 唐文杰 
4D 羅籽希 5A 張樹彬 溫曉棋 
5B 黎縉豪 馮浩莊 蕭潤成 李新輝 
5C 黃君豪 姚梓鋒 高佳林 譚偉倫 5D 陳濠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青協－南華社區籃球邀請賽  2018 碗賽亞軍 1B 區柏濠 1C 李江健 曹文朗 郭子雋 曹文朗 
2C 李明澤 林志鴻 2D 沈日生

香港青年協會

觀塘區三人籃球比賽  2018 殿軍 5A 張樹彬 溫曉棋 5B 蕭潤成 5D 黃楚航 陳濠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70屆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良好奬狀 4D 伍慧芝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音樂節 鋼琴獨奏良好奬狀 3C 冼詠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音樂節 各女聲獨唱組別－優良奬狀 1C 施一藝 1D 張佩芳 沈燁 2D 林天欣 梁司瑜 3C 謝嘉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音樂節 各男聲獨唱組別－良好奬狀 2B 黃健威 4B 黃偉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音樂節 各男聲獨唱組別－優良奬狀 1A 伍子豪 2A張志遠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音樂節 各女聲獨唱組別－良好奬狀 4D 高麗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學界田徑賽 500M 季軍 6C 梁智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賽 4x400M 殿軍 5A 林學滔 5B 黎縉豪 6A 余焯然 6C 梁智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賽 1500M 季軍 5A 林學滔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賽 800M 亞軍 5A 林學滔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賽 標槍 殿軍 6B 江榮宗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賽 400M 亞軍 1C 施一藝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賽 跳高 冠軍 2D 黎嘉文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田徑賽 鐵餅 季軍 3C 梁凱寧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全港跳繩錦標賽 2018 季軍－四人同步花式比賽  (16歲或以下女子組 )3C 謝嘉妍 3D 楊欣嵐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普通話組） 良好獎狀 2D 李嘉琪 3D 劉鑽好 陳健鋒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普通話組） 優良獎狀 1D 温世權 1D 張子敏 2D 林天欣 梁司瑜 邱惠榕 吳思恩 3D 潘莹莹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 粵語組） 優良獎狀 1B 馬桐樂 1D 張子敏 李嘉瑜 魏泳銣 彭凱琳 
2D 林天欣 梁司瑜 3D 梁雅婷 廖倩怡 黃曉彤 
4D 唐尚建 5D 黃婉婷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 粵語組） 季軍及優良獎狀（二人朗誦） 3B 鄒樂怡 梁穎珊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 粵語組） 季軍及優良獎狀 3C 林奕斌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 粵語組） 亞軍及優良獎狀 2D 劉詠寶 5E 洪泳恩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9屆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 粵語組） 良好獎狀 1B 魏泳鍶 1D 黃詠琳 2D 姚卓詠 3A 藍俊健 3C 林永聰 
4D 吳嘉文 5C 洪靜瑜 李雪雯 5D 劉頴嘉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18 上游獎學金 5E 林芷薇 姚曉藍 曾燦榮 扶貧委員會

第70屆音樂節 男童聲獨唱－亞軍 1B 李光為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音樂節 女聲獨唱比賽－亞軍 4D 伍慧芝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0屆音樂節 男子獨唱比賽－冠軍 3B 麥天朗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D3籃球）

亞軍 2A 譚天佑 3A 許嘉軒 3B 黃子軒 3C 周俊彥 黃梓東 3D 翁鎮豪 
4A 譚永健 黃計研 李鎧同 4B 周顥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創意思維世界賽  2018」香港區賽 第三組長期題目（一）－亞軍，並獲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加決賽資格4C 陳彥汝 4C 黎天祐 4C 麥冠輝 4C 吳子謙 
4C 冼東亮 4D 高麗明 4D 伍慧芝

Odyssey of the Mind

「創意思維世界賽  2018」香港區賽 第三組、長期題目（二）－季軍 3C 歐佩瑩 3D 趙妙芝 3D 李慧愉 3D 劉鑽好
3D 謝佩倪 3D 黃曉彤 3D 賴志軒

Odyssey of the Mind

Beat Drugs 你有Say 我有Say
微電影創作比賽

《喪失屍覺》最佳演員亞軍 5C 李卓琳 九龍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



Beat Drugs 你有Say 我有Say
微電影創作比賽

《喪失屍覺》最創意大獎 5C 李卓琳 陳濠杰 劉穎嘉 余得欣 李永蓮 
許梓琳 林啟晴 洪靜瑜 陳麗琪 黃志聰 李雪雯

九龍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2018 最佳營商計劃書匯報獎－優異獎5C 洪靜瑜  陸翠怡 李雪雯  5D 黃婉婷  羅潔芝  5E 何明苡 「學校起動」計劃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2018 我最喜愛的攤位獎－季軍 5C 洪靜瑜  陸翠怡 李雪雯  5D 黃婉婷  羅潔芝  5E 何明苡 「學校起動」計劃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2018 最佳產品－季軍 5C 洪靜瑜  陸翠怡 李雪雯  5D 黃婉婷  羅潔芝  5E 何明苡 「學校起動」計劃

2017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冠軍 1C 陳詩惠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7年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季軍 1C 陳詩惠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7日朗盃柔道邀請賽 冠軍 1C 陳詩惠 日朗柔道會、中國香港柔道總會及永宜發展有限公司

第4屆J Cup 國際青少年柔道邀請賽 冠軍 1C 陳詩惠 J Cup 國際青少年柔道邀請賽

學界越野賽 第六名 5A 林學滔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越野賽 第五名 6C 梁智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女子甲組D3籃球） 冠軍，獲全港精英賽參賽資格 4B 鄧翠宜 4C 曾婉晴 馮睿萌 5C 馬穎怡 馮穎霖 5E 施靖殷 
6B 黃子晴 周美瑩 6C 林曉英 江焯楹 劉嘉怡 
6D 劉穎怡 黃潔儀 樊秀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 沙田單車及長跑比賽暨嘉年華 「破峯達人」－冠軍 6C 梁智斐 沙田體育會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良好獎狀 4C 嚴芷淇 4D 黃婉婷 5E 何明苡 5E 洪泳恩 5E 李嘉慧
6E 張嘉俊 6E 何漢龍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優異獎狀 5E 施靖殷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積極獎狀 4C 陳彥汝, 5E 史泰萊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參與獎狀 5E 區露斯, 6E 陳振峰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百毒不侵，我係我」陽光禁毒全能競技比賽 殿軍 3A 張永滔 4A 李卓琳  4A 楊鎧宇  4C 劉映芝  
4C 吳子謙  4C 冼東亮  5C 林志聰  5E 曾燦榮

黃大仙警區警民關係組

中區少年警訊第二十八屆【禁毒盾】
中區海濱滅罪跑嘉年華

胡楚南太平紳士盃－團體少訊組 冠軍6C 梁智斐, 3C 黃梓東 黃大仙警署

匡智慈善跑樓梯大賽 學界個人賽（高中男子組）冠軍 6C 梁智斐 匡智會

「九龍城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主席盃(青少年組) 冠軍 1B 梁逸軒 1C 陳進軒 2A 錢偉添 2B 黃健威 李偉鴻 
3A 鍾嘉乾 3D 尤曉峰

九龍城區體育會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
觀塘盃小型足球錦標賽2017

U14亞軍 1B 梁逸軒 1C 陳進軒 2A 錢偉添 2B 黃健威 李偉鴻 吳天佑 
2C 佘學年、2C 黃普善 3A 鍾嘉乾 3D 尤曉峰

觀塘民政事務處及觀塘體育促進會

博亞全港青少年籃球挑戰賽 女子組U19季軍 4B 鄧翠宜 4C 馮睿萌 曾婉晴 5C 馮穎霖 馬穎怡 5E 施靖殷 
6B 黃子晴 周美瑩 6C 江焯楹 林曉英 6C 劉嘉怡 
6D 黃潔儀 樊秀怡 劉穎怡

Sportarts.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