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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表現 

2011-2012 年度 

 

主辦單位 班別 學生姓名 項目 獎項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大埔三育中學 2011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獎 

學術獎 

主辦單位 班別 學生姓名 項目 獎項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澳洲
教育評核機構 

 

1H 羅澤賢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ICAS)2012 
英文科 

Distinction 
(優異) 

4H 章盛豪 Distinction 
(優異) 

1T 吳緯彬 Credit（良好） 
1D 文學妍 Credit（良好） 
1D 彭堡瑩 Credit（良好） 
2D 權沛峰 Credit（良好） 
2H 郭海嵐 Credit（良好） 
5H 陳朗田 Credit（良好） 
5H 鄭詩晴 Credit（良好） 
5H 張俊逸 Credit（良好） 
5H 李籽瑩 Credit（良好） 

2H 劉螢螢 

數學科(中文) 

Distinction 
(優異) 

4H 梁偉杰 
Distinction 

(優異) 
2D 范暉 Credit（良好） 
2H 郭海嵐 Credit（良好） 
3H 周卓凱 Credit（良好） 
5H 陳朗田 Credit（良好） 
5H 鄭詩晴 Credit（良好） 
5H 張俊逸 Credit（良好） 
5H 李籽瑩 Credit（良好） 
1H 羅澤賢 

數學科(英文) 

Distinction 
(優異) 

3H 李旻珈 Credit（良好） 
5H 區顥彥 Credit（良好） 
5H 張俊逸 Credit（良好） 
5H 鄺梓文 Credit（良好） 
5H 李澤楓 Credit（良好） 
4H 梁偉杰 

科學科(中文) 

Distinction 
(優異) 

1H 朱衍謀 Credit（良好） 
2D 劉彥衡 Credit（良好） 
5H 張俊逸 

科學科(英文) 
Distinction 

(優異) 
1H 羅澤賢 Credit（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3 屆校際朗誦節 

7A 袁嘉蔚 英語女子組中六、七級 – 詩詞獨

誦 

冠軍 

7A 蔡麗珠 英語女子組中六、七級 – 詩詞獨

誦 

季軍 

6H 馮勇杰 英語男子組中六、七級 – 詩詞獨

誦 

季軍 

2D 劉彥衡 英語男子組中二級 – 詩詞獨誦 季軍 

1H 鍾雅冰 英語獨誦  

 

 

 

 

 

 

1H 甘琪琪 英語獨誦 

1H 余念慈 英語獨誦 

2H 張嘉麟 英語獨誦 

2H 鍾秉軒 英語獨誦 

3H 黎智朗 英語獨誦 

3H 吳嘉翹 英語獨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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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鍾岱燁 英語獨誦  

 

 

 

優良 

4H 范碧琪 英語獨誦 

4T 何卓賢 英語獨誦 

4T 呂渼鏵 英語獨誦 

5D 陳善衡 英語獨誦 

5H 賴楀杰 英語獨誦 

5H 李籽瑩 英語獨誦 

5T 廖嘉胤 英語獨誦 

5T 曾曼喬 英語獨誦 

5T 黃家琪 英語獨誦 

6H 梁欣霞 英語獨誦 

6H 李彥麟 英語獨誦 

6K 楊詠怡 英語獨誦 

6K 嚴彥彤 英語獨誦 

7A 鄭佩蓉 英語獨誦 

1D、H 班 英詩集誦 優良 

2D、H 班 英詩集誦 優良 

1D 張裕桐 英詩獨誦  
 
 
 
 

良好 

 

 

1D 鄒柏昇 英詩獨誦 

1D 高梓軒 英詩獨誦 

1H 鄭嘉鈞 英詩獨誦 

2H 劉沅琳 英詩獨誦 

2H 梁雯君 英詩獨誦 

2H 黃靖兒 英詩獨誦 

2H 黃翠欣 英詩獨誦 

2H 游卓堯 英詩獨誦 

3H 余念恩 英詩獨誦 

4H 黎曉晴 英詩獨誦 

6K 馮沛晞 英詩獨誦 

4K 李家荣 粵語男子組中四級 – 詩詞獨誦 季軍 

1H 李卓軒 粵語男子組中一級 – 詩詞獨誦 季軍 

1H 葉俊嘉 粵語男子組中一級 – 詩詞獨誦 季軍 

1D 文學妍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1H 陳嘉恒 粵語詩詞獨誦 

1H 譚逸暉 粵語詩詞獨誦 

1H 鄧樂然 粵語詩詞獨誦 

1T 吳緯彬 粵語詩詞獨誦 

6H 伍景誠 粵語詩詞獨誦 

1D 高梓軒 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 

1H 謝迎亨 粵語詩詞獨誦 

1H 甄嘉昌 粵語詩詞獨誦 

2H 黃靖兒 粵語詩詞獨誦 

4D 梁嘉俊 粵語散文獨誦 

6K 馮沛晞 粵語散文獨誦 

6K 胡柏希 粵語詩詞獨誦 

6K 楊詠怡 粵語詩詞獨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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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 葉燕雪 粵語散文獨誦 

4H 梁偉杰 普通話男子組中級 –詩詞獨誦 季軍 

1D 郭文俊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1H 鍾嘉鴻 普通話詩詞獨誦 

1H 羅世晴 普通話散文獨誦 

1T 黃婉群 普通話詩詞獨誦 

3D 張和加 普通話詩詞獨誦 

6H 馮勇杰 普通話詩詞獨誦 

1H 岑曉恩 普通語詩詞獨誦 
良好 

1T 温國樑 普通話詩詞獨誦 

英國倫敦 LCCI 會計科考
試 

7A 莫家煒 
Level 3(高級) 

Distinction(優異) 
7A 潘泳棋 
7A 徐日權 
6T 李樂陶 

Level 2(中級) 
6T 楊美琪 
7A 哈綺婷 

7A、Level 3(高級) 

Credit(優良) 
7A 劉栢禧 
6T 劉華晉 

Level 2(中級) 6T 鄧焯雯 
6T 鄧詠珊 

2011/2012 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 

1H 羅世晴 
文學之星 

金獎 
5H 王儒 銀獎 
2H 蘇雅婷 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H 羅澤賢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
級賽 2012（華南賽區）及全國總

決賽 2012 
三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1D 張夏源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2（香港賽區）初賽 

三等獎 
1H 羅澤賢 
2H 洪東楠 
2H 梁雯君 

聰穎教育有限公司 

1K 聶凱琳 
中文網上學習 

聰穎電子學習世
紀之星 3D 張和加 

1K 聶凱琳 
英文網上學習 

MySmartABC 傑
出成就獎 

3D 張和加 
4K 陳嘉琪 

青苗基金 
 
 
 
 
 
 

2H 劉螢螢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0-2011 

2T 鄭溢文 
3T 黃詠瑤 
4D 陳冠岐 
5P 羅世春 
5T 孫夢琪 
6H 吳苑欣 
6P 黎倚菁 
6T 周玥孜 
7B 何慧盈 

學生資助辦事處 
5H 謝曉璇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6T 周玥孜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
會宣傳活動工作小組 

3H 張梓彤 剪報比賽（中學組） 
亞軍 

2H 郭海嵐 優異獎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5P 胡曉楠 壬辰年新春對聯創作比賽 季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
香港公共圖書館 2H 劉螢螢 第廿三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

感寫作比賽初級組 優良獎 

體藝及其他獎項 

主辦單位 班別 學生姓名 項目 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校際足球比賽 
足球隊 男子甲組 冠軍 

路德會賽馬會富善綜合服務中
心 籃球隊 11-12 大埔區健康校園計劃

禁毒杯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游泳隊 男子丙組團體 優異 

2H 張嘉麟 男子丙組 100 米背泳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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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丙組 200 米個人四式 冠軍 

2T 廖朗然 男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2T 宋晉軒 男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P 鍾雋彥 男子甲組 50 米胸泳 季軍 
1D 黃冠燁 

 
男子丙組 4 X 100米四式接力 

 
季軍 

2T 宋晉軒 
2T 廖朗然 
2H 張嘉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埔及北區校際田徑比賽 4H 周文熙 男子乙組跳高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樂團 中樂小組合奏中學組 良好 

7B 邱杏荃 中學組初級長笛獨奏 第三名 

1H 岑曉恩 6 級鋼琴獨奏 

優良 
2K 胡俊瑋 4 級鋼琴獨奏 

5K 黎智軒 高級大提琴獨奏 

5H 鄺家逸 8 級小提琴獨奏 

4H 平曉欣 8 級鋼琴獨奏 良好 

2011 至 2012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
節 

劇社 
學校戲劇節戲劇比賽 

傑出合作獎 

4D 吳柏成 
傑出男演員

獎 

香港龍舟協會  龍舟隊  
第三屆學界龍舟錦標賽中學

女子組 
冠軍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合唱團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2011-2012 
銅獎 

康樂文化事務處及中國香港賽
艇協會 
 

5D 吳家豪 

2011 香港青少年賽艇錦標賽
男子 16歲以下個人單槳艇 

冠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 

全港室內划艇賽 

(個人雙槳 1000米) 
冠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 

全港室內划艇賽 

(個人雙槳 2000米) 
冠軍 

2012 亞洲盃賽艇錦標賽 
香港賽艇代表隊 

青少年男子單人雙槳艇 
季軍 

康樂文化事務處及中國香港賽
艇協會 

4H 林涓然 

翠河賽艇賽(三)女子第三組
別雙人雙槳艇 金牌 

翠河賽艇賽(四)女子第三組
別個人單槳艇 銅牌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事 

Verdant River Regatta I (翠

河賽 I)  女子 DIII 四人雙

槳艇 

亞軍 

康樂文化事務處及中國香港賽
艇協會 
 

5H 鄭嘉明 

翠河賽艇賽(四)男子第三組
別雙人雙槳艇 金牌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銀香港第五十五屆短途皇

賽艇爭霸戰 – 500米雙人雙

槳艇 

銀牌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銀香港第五十五屆短途皇

賽艇爭霸戰 - 500米四人雙

槳艇 

銀牌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銀香港第五十五屆短途皇

賽艇爭霸戰 - 500米四人單

槳艇 

銀牌 

http://www.rowing.org.hk/imglib/resultdl/393_a.pdf
http://www.rowing.org.hk/imglib/resultdl/393_a.pdf
http://www.rowing.org.hk/imglib/resultdl/393_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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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 

4T 梁嘉俊 

第 12 屆香港鞋款設計比賽公
開賽 

亞軍 

傑出青年協會及教育局 第十二屆明日領袖 明日領袖獎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Next Generation Art 

Competition」 
攝影媒介榮

譽獎 

東區文藝協進會 東區民政事務
處 東區區議會 傳藝教育 

青年視覺藝術節 
全港傑出視
藝學生 
優異獎 

長春社 廢物大翻身升級回收創作比
賽小型傢俬組 

冠軍 

香港藝術聯會提琴學會 5K 黎智軒 
首屆國際提琴之星大賽 

自選組 
金獎 

大埔體育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事 
3H 黃泳瑤 

大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1-2012 女子雙打   

青少年組(18 歲或以下)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事 
北區乒乓球隊際比賽 2012 

女子青年組 
亞軍 

傳藝中心 
 

6K 楊詠怡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優異獎 

6H 梁韋儀 

教育局 6K 葉燕雪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11/12) 
創作優異獎 

大埔環保會及公民教育委員會 
5T 黃家琪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生「廢．盡

心機設計比賽」 
季軍 

6D 吳詠恩 優異獎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長沙灣中心 
 

6T 李靜琪 第 11 屆「傲翔新世代」全方
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戶外歷

奇訓練 
總冠軍 

6T 曾詠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