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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 涌 蘇 浙 公 學 

二 零 一 五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度 獲 獎 名 單 
 

一、 徐季良獎學金獎項 
 

(甲) 學業成績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第一名 丙班 李詠珊 丙班 馮雅婷 丙班 蔡宇靜 

第二名 丁班 葉欣桐 丙班 蔣慶賢 丙班 林永隆 

第三名 乙班 曾澤恒 丙班 鄒詠琪 丙班 吳倩瑩 

 

 中四 中五  

第一名 甲班 賴裕仁 乙班 馮楚琦  

第二名 甲班 周恩慧 乙班 蔡家明  

第三名 乙班 王心榆 乙班 張嘉俊  

第四名 甲班 馮泳僖 乙班 麥佩雯  

第五名 甲班 陳泳慈 乙班 余蘊恩  

 

(乙) 學業成績最顯著進步獎 

中一升中二 陳慧恩 

中二升中三 紀暢齡 

中三升中四 梁伊婷 

中四升中五 黃梓聰 

中五升中六 林靖怡 

 

(丙) 英語飛躍進步獎 

 

 中一 丙班 劉興明 

  丁班 李郁儀 張凱琳 

 中二 甲班 戴倩婷 

  丙班 李汶珊 

  丁班 紀暢齡 

 中三 乙班 李婉雯 

  丙班 張諾曦 蔡嘉樂 

 中四 丙班 羅宗怡 

 中五 甲班 王嘉瑩 

  乙班 陳文忠 

  丁班 梁家俊  



2 

 

 (丁) 學科成績優異獎 (稍後頒發) 

 
 

 

 

 

 

 

 

 

學    科 中   三 中   四 中   五 中   六 

英    文 丙班 蔡宇靜   乙班 任培均 乙班 麥珮雯 甲班 黎灝霖 

中    文 丙班 麥文鳳 甲班 周恩慧 丙班 蘇彥霖 甲班 徐怡然 

中國文學 --- --- 甲班 霍芊塋 甲班 任佩珊 

數    學 丙班 林永隆 甲班 賴裕仁 乙班 蔡家明 乙班 邵存浩 

數學M1 --- 乙班 謝  瑀 丙班 謝易鈞 乙班 譚如崧 

數學M2 --- 甲班 周楚嵐 乙班 蔡家明 甲班 徐怡然 

通識教育 丙班 蔡宇靜 甲班 周恩慧 丙班 蘇彥霖 甲班 徐怡然 

社會科學 丙班 蔡宇靜 --- --- --- 

物    理 丙班 徐大鵬 甲班 鍾宇灝 乙班 何  峰 乙班 梁家肇 

化    學 丙班 林永隆 乙班 周恩慧 乙班 馮楚琦 乙班 梁麗斐 

生    物 丙班 林永隆 甲班 周恩慧 乙班 馮楚琦 乙班 梁麗斐 

組合科學科 

(生物化學) 
--- --- 甲班 李漢源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甲班 李美珍 甲班 池咏恒 甲班 張晧軒 

地    理 --- 甲班 馮泳僖 甲班 劉倚彤 乙班 林志豪 

經    濟 --- 乙班 王心榆 乙班 香仲德 甲班 徐怡然 

中國歷史 --- 甲班 吳邦成 乙班 張嘉俊 甲班 林子洋 

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 
--- 乙班 王心榆 丙班 陳子君 乙班 徐嘉倩 

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 
--- 

甲班 李可兒 

乙班 余一龍 
甲班 劉倚彤 乙班 廖淑婷 

視覺藝術 --- 乙班 吳宇蓮 丙班 陳詩桐 乙班 裴凱盈 

 

二、 張楠昌教育基金獎項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 

中六 甲班 蘇倩怡 徐怡然 張晧軒 譚向榮 黃國銘 

 乙班 羅翠珊 梁麗斐 譚如崧 梁振坤 鄧志平 
       

 

三、 屠馥生教育基金獎項 

 (甲) 品學兼優獎 
 

初中組 中二丙班 馮雅婷 

高中組 中四甲班 賴裕仁 

學    科 中   一 中   二 

英    文 丙班 李詠珊 丙班 卓芃成 

中    文 甲班 王沐春 丙班 馮雅婷 

數    學 乙班 曾澤恒 丙班 張  妍 

生活與社會 丙班 李詠珊 丙班 馮雅婷 

科    學 乙班 曾澤恒 丁班 李定鍇 

社會科學 丁班 葉欣桐 丙班 馮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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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操行優異獎 
 

中一 甲班 馮芷薇   

中二 丙班 馮雅婷   

中三 丙班 尹巧兒   

中四 甲班 陳炫穎   

中五 乙班 劉曉晴   

中六 甲班 韓芷珊   

 

(丙) 課餘活動表現 

 
 

演藝獎  中三丙班 劉家豪 《2015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 

初中普通話組自選新詩亞軍 

鵬程盃第三屆朗誦大賽亞軍 

  中五丙班 蘇彥霖 《2015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 

高中廣東話組自選新詩季軍 

鵬程盃第三屆朗誦大賽冠軍 

  中六丁班 楊綺敏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獨舞）「羽化靈蛇」金獎 

現役香港青少年舞蹈團中國舞團員 

    

社會服務獎  中五乙班 黃巧兒 熱熾傳城青年大使 

獲V-are-one學界義工計劃傑出學生義工

獎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銅獎 

    

書畫獎  中四乙班 周晓焱 「我的海洋夢」 粵港澳海洋生物繪畫比

賽，成績優異，作品獲選在香港展出。 

 

四、范甲獎學金 

 

(甲) 傑出閱讀表現獎 
 

中二 丙班 馮雅婷 

中二 丙班 吳海燕 

中四 甲班 陳炫穎 

中四 乙班 葉嘉雯 

 

(乙) 傑出閱讀大使獎 
 

中四 甲班 陳炫穎 

中四 乙班 葉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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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傑出領袖生獎 
 

中四 甲班 陳炫穎 

中五 乙班 劉曉晴 

 

 

五、周伯英獎學金 品學兼優學生獎 

 
中四 甲班 賴裕仁   

中五 乙班 麥珮雯   

 

六、葵涌蘇浙公學家長教師會優秀服務生獎 
 

中三 丙班 張証皓 

中四 乙班 任培均 

中五 乙班 顏芷瑩 

 

七、 葵涌蘇浙公學校友會品德飛躍進步獎 

 

中五 丁班 林靖怡 

中六 丙班 吳斯淇 

 

八、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中六 乙班 譚如崧 

 

九、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中一 丙班 李詠珊 

中二 丙班 馮雅婷 

中三 丙班 林永隆 

中四 甲班 賴裕仁 

中五 乙班 馮楚琦 

中六 乙班 梁麗斐 

  

十、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傑出學生獎 
 
 

中五 丙班 蘇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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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服務獎   

 
(甲) 童軍  

 

 

 

 

 

 

 

(乙) 女童軍   

 

 

 

 

 

 

 

(丙) 交通安全隊 

 

 

 

 
 

 

 

(丁)  步操樂團   

 

 

 

 

 

 

 

 

 

 

 

 

 

團隊長： 劉雄彬     

隊  長： 張文曦 張敬昊 張証皓   

隊  員： 陳嘉豪 周兆駿 譚兆朗 陳炳銓 程俊雄 

 蔡尚佑 潘萍萍 吳倩彤 麥智仁 潘幹威 

 馮羨芯 林恒弘 鍾宇灝   

副領袖： 張家紅 李海恩    

隊  長： 林芷悠 伍凱琳 譚嘉恩 林潔盈  

副隊長： 黃健晴 李婉雯 何婉兒 周緯鏵  

隊  員： 程麗冰 楊潔瑩 楊倩文 李郁儀 甄蔓瑜 

 梁靜如 梁芷晴 溫天欣 馮芷薇 陳詠琳 

      

小隊長： 周宣均 鄧俊傑    

隊  員： 蔡思遙 黃健明 張智朗 洪書全 孫文駿 

 吳穎欣 何元章 梁韻藝 李家熙 馮本成 

 洪智濤 張志威 趙承熹 馮維龍 張嘉慧 

 余慧妮 李思靈    

團  長： 

團  員： 

何卓飛     

陳詠琳 黃雅琳 吳凱琳 李俊軒 文顯桓 卓芃成 

林佩璇 吳倩瑩 龐心儀 尹巧兒 許穎怡 羅嘉豪 

楊浚軒 陳泳慈 陳梓淇 陳芷澄 梁小麗 顏芷瑩 

冼蘊賢 劉朝浩     



6 

 

 

 (戊) 圖書館服務生 

 

 

 

 

 

 

 

 

 

(己) 學長 

 

 

 

 
 

 

 

 

 

(庚) 輔導學長  

 

 

 

 

 

 

 

(辛) 學生會幹事 

    

總隊長： 顏芷瑩     

隊  長： 馮雅婷 林敏儀 范嘉怡 關曉桐 吳倩瑩 

 尹巧兒 張証皓 張敬昊 蔡嘉樂 周凱婷 

 余慧妮 羅嘉豪 陳炫穎 李嘉權 陳凱承 

 任培均 王雪怡 陳明凝 李樂怡 黃巧兒 

 劉朝浩 何卓飛 林朝晟 林子洋 譚向榮 

隊  員： 張文昕 馮芷薇 黃雅琳 李依雯 顏飛頤 

 張啟盈 江蔚琪 曾芷彤 黃曉妍 楊潔瑩 

 吳柏熹 潘幹威 曾琬翎 蔣慶賢 馮羡芯 

 孔泳媚 馮頌茵 何婉兒 劉家儀 麥文鳳 

 陳翠莉 馮芷煥 林詩穎 唐淑愉 黃穎琳 

 周恩慧 侯致揚 賴裕仁 林澤穎 王梓揚 

 鄭詩欣 陳思國 陳仕俊 邵存浩 馮澤琛 

總學長： 梁小麗 李樂怡    

隊  長： 區慧妍 陳炫穎 李柏希 文立波 何偉桁 

      

隊  員： 梁碧儀 黃嘉瑤 周曉焱 張証皓 張嘉俊 

 鄭喜嘉 劉家豪 張家紅 葉嘉雯 陳雪盈 

 鄭晉豪 孫霖俊 李海恩 楊清茹 王心榆 

 黃錦源 廖俊傑 劉翠怡 陳塞冰 趙敏華 

主  席： 余蘊恩     

副主席： 劉曉晴     

組  員： 李佩怡 李可兒 李子傑 林君澤 吳宇蓮 

 李文耀 李興俊 余俊威 馮泳僖 何峰 

 衛麗詩 張子進 劉慧婷 陳勵德 戴楚維 

 顏芷瑩 任淑文 陳欣盈   

主  席： 蔡俊杰     

副主席： 蘇彥霖 香仲德    

幹  事： 劉  珊 何卓飛 陳子君 麥月馨 李美珍 

 梁碧儀 洪詠茹 黃嘉瑤 陳泳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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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課外活動獎 

類別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獎學金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6 

 F5B 余蘊恩、F5B 麥珮雯 

學術 香港中學英文辯論比賽 冠軍 F5B 麥珮雯、F4A 賴裕仁、

F4B 任培均 

 第三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 2015 (英文獨誦) 

第二名 F4A 區慧妍 

  第三名 F4B 鄭喜嘉 

  銀獎 F2B 蔡茵澄、F2B 許力云、

F4A 陳炫穎、F5C 鄧鳳君、

F5C 鍾詠恩 

 《2015 國際青年文化藝術

節》中西器樂、聲樂及兩

文三語朗誦比賽 

初中普通話組自選

新詩亞軍 

F3C 劉家豪 

 高中粵語自選散文

冠軍 

F6A 林子洋 

 高中粵語自選新詩

季軍 

F5C 蘇彥霖 

 亞軍 F5B 曾佩儀 

 高中粵語獨誦冠軍 F4B 葉嘉雯 

 鵬程盃第三屆朗誦大賽 冠軍 F5C 蘇彥霖、F6A 林子洋 

 亞軍 F3C 劉家豪、F4A 賴裕仁、

F5B 余蘊恩、F5B 劉曉晴 

 季軍 F3A 李雲瑩、F3B 黃湘嵐、

F3C 張嘉怡、F3C 符永怡、

F3C 龐心儀、F3D 何寶如、

F3D 簡芷穎、F3D 葉佩珊、

F3D 許穎怡、F3D 黃巧欣、

F3D 黃心悅、F4A 區慧妍、

F4B 周晓焱、F4B 鄭喜嘉 

第七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

才藝術朗誦大賽 

冠軍 F2C 馮雅婷 

華藝盃-第七屆粵港澳朗誦

藝術人才大賽 

亞軍 F5C 古蕙琳、F5D 尹鳳美 

 2015澳洲國家化學測試比賽 特別優異獎 F5B 余蘊恩、F5B 馮楚琦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白金獎 F5B 何 峰、F5B 余蘊恩、

F5B 曾佩儀、F5B 李樂怡、

F5B 梁小麗、F5B 洪詠茹、

F5B 陳明凝、F5B 顏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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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大學化學比賽 優異 F5B 何 峰、F5B 馮楚琦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2015/2016 

一等獎 F6B 鄧志平 

 《積財智富》網上學習平台 最高總資產值獎 F4A 陳炫穎、F5A 陳莉莉 

    

科技 2015 第十屆「創協盃」創

意科技機械人比賽 

類人型機械人舞蹈

賽冠軍 

F3C 廖佳俊、F3C 徐大鵬、

F3C 謝納賢 

第十五屆環保創意模型設

計比賽─勢能動力車比賽 

冠軍 F3D 張嘉慧、F3D 李思靈 

2016 香港機械奧委會比賽 中學組全埸總殿軍 F2D 莊俊堅、F2D 陳 維、

F3C 何俊鴻、F3C 劉家豪、

F3C 廖佳俊、F3C 徐大鵬、

F3C 林永隆、F3C 蔡嘉樂、

F3C 謝納賢、F3C 陳國佳、

F3D 張嘉慧、F3D 李君濠、

F3D 李思靈、F3D 白德信、

F3D 鄭民湛、F3D 陳家俊、

F3D 陳頌銘、F4A 鍾宇灝、

F5B 顏芷瑩、F5C 賴一銘 

伺服馬達人型機械

人造型比賽冠軍 

F5C 賴一銘 

陸上機械人錦標賽

團體季軍 

F3C陳國佳 

元朗區青年節之創意科技

環保避震爬山車大賽 

青年組避震爬山車

速度賽冠軍 

F1A鄒厚賢 

青年組避震爬山車

速度賽亞軍 

F1B張榕麟 

青年組避震爬山車

設計賽冠軍 

F5C賴一銘 

青年組避震爬山車

設計賽亞軍 

F1A鄒厚賢 

2016 港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輪型機械人循跡比

賽冠軍 

F1B張榕麟、F1B黃家駿 

避障競速機械人比

賽亞軍 

F3C 林永隆、F3C劉家豪、

F3C徐大鵬、F3D陳家俊 

2016 第五屆「陽」帆之旅

太陽能模型船創作比賽 

科技運用比賽冠軍 F.1A 鄒厚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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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

香港公開賽 

高級組機械人舞蹈

比賽亞軍 

F.3C劉嘉豪、F.3D白德信、

F.3C謝納賢、F.3D陳家俊、

F.3D陳頌銘、F.3C廖佳俊、

F.3C林永隆 

2015 全港中學生科技比賽 中學組速度賽冠軍 F3D 白德信 

 中學組速度賽亞軍 F5C賴一銘 

 

體育 全港校際七人撞式欖球女

子甲乙混合組盾賽 

冠軍 F3A 徐詠琦、F3C 鄒嘉悅、

F3D 秦文琛、F4C 何沛文、

F4D 何嘉希、F5B 鄭靜蔓、

F5C 古蕙琳、F5C 蘇彥霖、

F5D 尹鳳美 

 香港七人欖球盃 冠軍 F4A 何俊軒、F4A 陳嘉濼、

F4B 李文耀、F4B 李興俊、

F4B 林濬仁、F4B 楊浚浩、

F4B 關漢彥、F4C 林子龍、

F4C 邱領沖、F4D 李子賢 

 2015-16 全港中學學界非撞

式欖球年終賽 

女甲碟冠 F4C 何沛文、F4D 何嘉希、

F5B 鄭靜蔓、F5C 古蕙琳、

F5D 尹鳳美 

 

  

2015-16 全港中學學界非撞

式欖球年終賽 

男乙亞軍 F4A 何俊軒、F4A 陳嘉濼、

F4B 李文耀、F4B 李興俊、

F4B 林濬仁、F4B 楊浚浩、

F4B 關漢彥、F4C 林子龍 

 女乙碟冠軍 

 

F1D張啟盈、F1D朱穎欣、

F2A利曉彤、F2D陳梓怡、

F2D何凱琪 

 中學校際劍擊賽決賽 女子甲組佩劍個人 

季軍 

F3D 秦文琛 

 葵青區校際中學游泳錦標

賽 2015 

男子丙組 100 米蛙

式亞軍 

F2C 馮本誠 

  男子丙組 200 米蛙

式冠軍 

F2C 馮本誠 

 2015 香港公開沙灘競技賽 男子雙人接力賽冠

軍  

F3C 陳國佳、F3D 岑志銘  

 男子個人奪標賽冠

軍  

F4C 邱領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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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

標賽 

女子負 52 公斤級

亞軍  

F4C 何沛文  

 男子負 73 公斤級

季軍  

F3B 劉雄彬  

香港學界柔道邀請賽 2016 女子少年負 45 公

斤級季軍 

F4B 吳宇蓮 

 

  男子少年公開組 

季軍 

F1C 蔡尚佑 

    

藝術 

 

 

 

《2015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

中西器樂、聲樂及兩文三

語朗誦比賽 

小提琴英國皇家音

樂學院考試五級組 

- 二等獎 

F3D 陳韋睿、F5B 冼蘊賢 

 

 

 

鋼琴英國皇家音樂

學院考試八級組 - 

二等獎 

F4A 馮芷煥、F4B 丁嘉欣、

F5A 孔穎妍 

 鋼琴英國皇家音樂

學院考試六級組 - 

二等獎 

F3A 楊田恬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體育舞 

查查查亞軍； 

牛仔亞軍 

F2D 唐鈺惠、F5C 李曉彤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中

學中國舞（獨舞） 

冠軍〈羽化靈蛇〉 F6D 楊綺敏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現代舞（雙人舞) 

 

亞軍〈黑與白〉 F3A 楊田恬、F3C 鄧嘉琳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中

學中國舞（群舞） 

亞軍〈茉莉花〉  F1A 王沐春、F1B 陳柳儒、 

F2A 利曉彤、F2A 黃欣琪、 

F2D 范綺琪、F3A 何婉兒、 

F3A 楊田恬、F3A 馮頌茵、 

F3C 鄧嘉琳、F6D 楊綺敏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中

學爵士舞（群舞） 

亞軍〈回歸〉 F2D 范綺琪、F3A 楊田恬、

F3C 鄧嘉琳、F4A 方靜雯、

F5B 余蘊恩、F5B 李樂怡、

F5B 鄭詩欣、F5B 鄭靜蔓、

F5B 陳文忠、F5C 何偉桁、

F5C 賴一銘、F5D 梁綽姿、

F5D 許靜儀、F5D 鄭名駿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

比賽（爵士舞） 

「回歸」銀獎 F3A 楊田恬、F3C 鄧嘉琳、

F4A 方靜雯、F5B 余蘊恩、

F5B 李樂怡、F5B 王雨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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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B 鄭詩欣、F5B 鄭靜蔓、

F5B 陳文忠、F5C 何偉桁、

F5C 賴一銘、F5D 梁綽姿、

F5D 許靜儀、F5D 鄭名駿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

比賽（現代舞） 

「黑與白的交錯」

銀獎 

F3A 楊田恬、F3C 鄧嘉琳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

比賽（中國舞~獨舞） 

「羽化靈蛇」金獎 F6D 楊綺敏 

    

服務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狀銀

狀 

F4A 劉慧婷、F5A 蘇進良、

F5B 張嘉俊 

 義務工作嘉許狀銅

狀 

F4A 區慧妍、F4A 陳炫穎、

F4A 陳翠莉、F4B 楊清茹、

F4B 葉嘉雯、F5A 廖俊傑、

F5A 文立波、F5A 李柏希、

F5A 霍芊瑩、F5A 魏洪彬、

F5B 冼蘊賢、F5B 李樂怡、

F5B 梁小麗、F5B 香仲德、

F5B 麥珮雯、F5B 黃巧兒、

F5C 何偉桁、F5C 蔡俊杰、

F5D 劉翠怡 

「V-ARE-ONE義人行」 

學界義工計劃 

傑出義工學生獎 F5B 黃巧兒 

    

其他 第二十九屆全港中學校際

中國象棋賽(決賽)及女子個

人賽 

女子組個人賽季軍 F5B 余蘊恩 

 

傑出男運動員 中二 丙班 馮本誠 

傑出女運動員 中五 丁班 尹鳳美 

 
十三、社際活動獎 

全年總冠軍 愛社 

十四、教職員十年服務獎 
趙振佩小姐   何嘉蕙小姐   楊利華老師   鄭佩玉老師   林華姍老師             

十五、教職員二十年服務獎 
陳均興先生 

十六、教職員三十年服務獎 

              吳贊開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