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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 涌 蘇 浙 公 學 

第 三 十 六 屆 畢 業 典 禮 獲 獎 名 單 
 

一、徐季良獎學金獎項 
 

(甲) 徐季良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第一名 丙班 杜昕阳 丙班 林詠恩 丙班 謝漢宇 

第二名 丙班 李慧心 丙班 黃嘉慧 丙班 魏嘉祺 

第三名 丁班 彭靖茗 丙班 龎嘉儀 丙班 鄧伊美 

 

 中四 中五  

第一名   乙班 陳逸昕 乙班 鄧伊芸  

第二名   甲班 陳思穎 乙班 戚詩婷  

第三名   乙班 鄧倩玲 甲班 高  倩  

第四名   甲班 吳江楓 乙班 黎祺煒  

第五名   乙班 馮金稀 甲班 郭可欣  

 

(乙) 徐季良獎學金 學業成績最顯著進步獎 

中一  乙班 葉欣霖 

中二  甲班 黃盛宇 

中三  乙班 王如寶 

中四  乙班 陳詠琳 

中五  丁班 梁佩名 

 

(丙) 徐季良獎學金 英語飛躍進步獎 

 

中一 甲班  吳銥文 

  乙班  葉欣霖  余雅希 

 中二 甲班  林嘉蔚  周佳鑫  

  乙班  李嘉文 

 中三 甲班  劉澤晨 

乙班  謝文傑   

丁班  羅仲恩    

 中四 甲班  何元章 

  乙班  黃雅琳  曾浩泓    

 中五 甲班  蘇國強  

  乙班  李燕楠  蔣慶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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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徐季良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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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漢宇   乙班 鄧倩玲 乙班 戚詩婷 乙班 郭頌瑜 

中    文 丙班 謝漢宇 乙班 陳逸昕 乙班 戚詩婷 甲班 麥文鳳 

數    學 丁班 陳梓琪 乙班 陳逸昕 乙班 鄧伊芸 乙班 林永隆 

數學M1 --- 甲班 陳思穎 甲班 唐綺晴 甲班 麥文鳳 

數學M2 --- 乙班 陳逸昕 乙班 鄧伊芸 乙班 蕭城輝 

通識教育 丁班 陳梓琪 乙班 陳逸昕 
甲班 馮雅婷 

甲班 唐綺晴 
甲班 麥文鳳 

社會科學 丙班 謝漢宇 --- --- --- 

物    理 丙班 史京鑫 甲班 吳江楓 乙班 鄧伊芸 乙班 蕭城輝 

化    學 
丙班 魏嘉祺 

丙班 謝漢宇 
甲班 陳思穎 乙班 鄧伊芸 乙班 林永隆 

生    物 丁班 陳梓琪 乙班 陳逸昕 乙班 戚詩婷 甲班 黃玟諾 

資訊及通訊科技 --- 乙班 馮金稀 乙班 李燕楠 甲班 謝  輝 

地    理 --- 乙班 梁泳欣 甲班 何思琪 乙班 黃秋嫦 

經    濟 --- 乙班 葉欣桐 甲班 陳靖宜 乙班 伍嘉俊 

中國歷史 --- 乙班 蘇彥銘 甲班 蔡逸華 甲班 楊天深 

中國文學 --- --- --- 甲班 楊天深 

歷史 --- 甲班 朱影妮 甲班 高  倩 甲班 甄傑民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 --- 甲班 吳曉俊 乙班 伍嘉俊 

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 
--- 乙班 甄蔓瑜 丁班 許紫欣 甲班 梁鎬楠 

視覺藝術 --- 乙班 馮金稀 甲班 范綺琪 --- 

 

二、張楠昌教育基金獎項 

 

張楠昌教育基金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 

中六 甲班 譚婉莹 陳頌銘 楊天深   

 乙班 郭頌瑜 林永隆 陳國佳 張敬昊 陳嘉陽 

  蕭城輝 伍嘉俊    

    

學    科 中   一 中   二 

英    文 丙班 杜偉民 丙班 林詠恩 

中    文 丁班 彭靖茗 丙班 黃嘉慧 

數    學 乙班 劉嘉欣 丙班 黃祖慧 

生活與社會 丙班 余穎兒 甲班 林俊凱 

科    學 丁班 鄧浩然 丙班 林詠恩 

社會科學 丙班 姜浩天 丁班 麥書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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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屠馥生教育基金獎項 

 (甲) 屠馥生教育基金 品學兼優獎 
 

高中組 中四乙 陳逸昕 

初中組 中三丙 謝漢宇 

(乙)  屠馥生教育基金 操行優異獎 
 

中六 丙班 賴貞妗    

中五 乙班 曾琬翎    

中四 乙班 鄧倩玲    

中三 丙班 黃曉琳    

中二 丙班 林詠恩    

中一 丙班 余穎兒    

(丙) 屠馥生教育基金 課餘活動表現 
 

演藝獎  中三丙班 曾芷瀅 琉武術比賽 該學生獲得2019公開新秀 

      武術比賽季軍 

  中三丙班 林塋壁 傑出演員獎 該學生於2018-19香港學校 

 戲劇節獲得「傑出演員獎」 

  中四甲班 葉  麗 傑出演員獎 該學生於2018-19香港學校 

  戲劇節獲得「傑出演員獎」 

  中四乙班 梁珈穎 傑出演員獎 該學生於2018-19香港學校 

           戲劇節獲得「傑出演員獎」 

文藝創作獎  中二丙班 吳卓橋 攝影比賽   該學生於香港綠色日綠色攝影 

      大賽獲得「最綠照片大獎」 

  中三丙班 吳以奇 文學比賽  該學生獲得文學之星 

        2018-2019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銀獎及全國賽區三等獎

四、范甲獎學金 

(甲) 范甲獎學金 傑出閱讀表現獎  
 

中一 丙班 余穎兒 

中一 丙班 謝澎遠 

中五 乙班 陳尔佼姿 

中五 乙班 張凱琳 

 

(乙) 范甲獎學金 傑出閱讀大使獎  
 

中四 甲班 張文昕 

 甲班 樊詠希 

 

(丙) 范甲獎學金 傑出領袖生獎  
 

中五 甲班 何凱琪   

 乙班 曾琬翎  蔣慶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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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伯英獎學金 品學兼優學生獎  

 
中四 乙班 陳逸昕   

中五 乙班 戚詩婷   

 

六、葵涌蘇浙公學家長教師會優秀服務生獎 
 

中三 丙班 史京鑫 

中五 乙班 蔣慶賢 

 

七、葵涌蘇浙公學校友會品德飛躍進步獎 

中五 丙班 黎浩文 

 

八、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中六 甲班 張証皓 

乙班   張敬昊 

 

九、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中六 乙班 伍嘉俊 

中五 乙班 鄧伊芸 

中四 乙班 陳逸昕 

中三 丙班 謝漢宇 

中二 丙班 林詠恩 

中一 丙班 杜昕阳 

  

十、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傑出學生獎 
 
 

中五 甲班 馮雅婷 

 

十一、立志啟航青年獎學金 
 

中三 丙班 魏嘉祺  羅鎵浠  李梓光 

  謝漢宇  黃嘉欣 

中四 乙班 孫嘉詠  梁泳欣  林雅菁 

  吳圳澎  曾澤恒 

 

十二、 上游獎學金  
 

中四 乙班 鄧倩玲 

中五 乙班 鄧伊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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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中四 乙班 陳逸昕   

中五 乙班 戚詩婷   

 

十四、 港燈百周年紀念信託基金獎學金 

 

中四 甲班 陳思穎 

 乙班 陳逸昕 曾澤恒 

中五 甲班 高  倩   劉彥瑩   唐綺晴 

 乙班 戚詩婷 

中六 甲班 劉家豪   楊天深 

 乙班 郭頌瑜   

 

十五、 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中六  乙班   林永隆 

 

十六、 2019中電新世代 新動力獎勵計劃獎學金 

 

中六  丙班   賴貞妗 

 

十七、 課外活動獎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中二 丙班 (領誦：張雄柯) 

中學一、二年級普通話集誦     

GAPSK普通話水平考試 最優異成績獎 中二 丙班 黃嘉慧 

  中三 丙班 謝漢宇 王欣茵 吳詠欣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 化學 優異獎 中五 乙班 鄧伊芸 

                         生物 高級優異獎   林敏儀 

 優異獎   蔣慶賢 

創作天地創作獎勵計劃 冠軍 中六 乙班 張敬昊 林永隆 秦雅兒 

文學之星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銀獎 中三 丙班 吳以奇 

 全國賽區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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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冠軍 中三 甲班 劉澤晨 

男乙 50米背泳     

地區發展中學觸式欖球賽 冠軍 中二 甲班 蔡嘉瑩 

九龍區女子碟賽   丙班 張家瑩 方凱昕 曾鈺婷 

    余欣桐 

   丁班 莊靖童 李凱茵 

第六十二屆體育節 冠軍 中一 丙班 余穎兒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女子負 40 公斤級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    

分齡田徑比賽 冠軍 中四 乙班 李思慧

女乙跳高 亞軍   

全港中學學界非撞式欖球年終賽     

男甲碟賽 冠軍 中六 甲班 鄭民湛 劉家豪 岑志銘 

    黃文桀 

   乙班 陳嘉陽 陳國佳 鄭國權 

   丙班 林子龍 吳浚霖 

男子丙組碟賽 冠軍 中一 甲班 陳浚謙 

   乙班 陳柏滔 

   丁班 馬浩俊 

  中二 甲班 黃盛宇 

   乙班 趙卓朗 傅永熹 

   丁班 趙偉基 何文俊 曾景揚 

    崔子健 

第二屆新能源新世代活動 冠軍及 中四 甲班 張榕麟 

小型遙控太陽能車 全場總冠軍    

全港中學生科技大賽 冠軍 中五 丁班 莊俊堅 

魔法車速度賽     

2019第四屆海峽兩岸     

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輪式機械人循跡比賽 冠軍 中五 甲班 陳 維 吳棋棋 

避障競速比賽 冠軍   蘇國強 

   丁班 莊俊堅 梁善恒 

2019元朗區 冠軍 中一 丁班 沈展韜 

青年節足球機械人比賽     

青年組環保設計比賽     

「尊重•關愛•共融」 金獎 中四 甲班 黃乙羚 

維港一家親   乙班 周凱敏 劉婷美 梁泳欣 

社區關懷日攤位設計    李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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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綠校園計劃  最綠相片大獎 中二 丙班 吳卓橋 

Go Green, Act Green     

校際比賽 2019――綠色攝影大賽     

傑出男運動員  中三 甲班 楊智能 

傑出女運動員   乙班 陸咏欣 

 
十八、 社際活動獎 
 

全年總冠軍   忠社 

 

十九、 教職員服務獎 

 

二十年服務獎 

十年服務獎 

 

林麗華老師 

馬敏儀老師 

  

 

黃少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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