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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10/2018 香港桌球總會(主辦)、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資助) 

2018 校際英式桌球比賽-

隊際賽殿軍 

2C/林常達 

 

2C/余鵬揚 

 

3B/顏嘉展 

 

11/2018 香港教育大學、理性溝通教育學

會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

大賽」-比賽成績達第二級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6A/陳芝仙、6A/李晓東、6A/顏智鴻、 

6A/葉藝城、6B/廖敏莉、6B/王紫珊、 

6B/陳柏麟、6C/朱慧芯、6C/林美婷 

11/2018 香港教育大學、理性溝通教育學

會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

大賽」-比賽成績達第三級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6A/香鳳儀、6A/林莹、6A/唐斯咪、 

6A/張飛躍、6A/李德誠、6C/陳禧、 

6C/李洛怡、6C/李藝敏 

11/2018 香港教育大學、理性溝通教育學

會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

大賽」-比賽成績達第四級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6A/鄭雅恩、6A/胡芷凝、6A/周心怡、 

6A/陳俊江、6C/梁祉瑜、6C/霍錦鴻 

11/2018 香港教育大學、理性溝通教育學

會 

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

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比

賽成績達第五*級 

 

6A/曾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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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11/2018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

育組聯合舉辦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2017-2018) -

鑽石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5C/蔡家文、5C/方錦澤、5C/蘇偉建、 

5C/楊海霞、5C/余祖炫 

11/2018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

育組聯合舉辦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2017-2018) -

白金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5A/李小斌、5B/游雅淇、5C/邱俊藝、 

5C/黃雅琪、5C/黃天心、5C/俞麗華 

11/2018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

育組聯合舉辦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

劃(2017-2018)  -金獎 

 

6A/鄭雅恩 

11/2018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

育組聯合舉辦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

劃(2017-2018) – 銀獎 

5C/張民里 

 

6A/香鳳儀 

 

11/2018 香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

育組聯合舉辦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2017-2018) – 

銅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5A/吳靜柔、5B/潘靖怡、5B/吳敬暄、 

6A/曾可恩 

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 屆校際朗誦節英文朗

誦比賽 - 良好獎狀 

3A/蘇家慧 

 

5C/梁俐敏 

 

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 屆校際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 優良獎

狀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2C/叶諺櫻、3B/黃韻希、3B/高曼莎、 

4A/林伊雯、4A/魏玉儿、4B/黃慧洁 

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 屆校際朗誦節英文朗

誦比賽 - 季軍 

 

2C/石穎桐 

 

12/2018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70 屆校際朗誦節中文朗

誦比賽 - 優良獎狀 

 

6A/胡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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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12/2018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黃逸泉、李欣、

余毅、楊自然獎學金 2018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2C/譚宇稀、3A/邱国偉、4A/吳浩賢、 

5B/林茵茵、6A/香鳳儀 

12/201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

中學分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

北區中學分會田徑比賽-男

子丙組跳遠冠軍 

 

1B/卓廉越 

12/2018 香港小童群益會 「RBC 童心競賽」慈善跑步

家庭日-3 公里公開賽 16-19

歲組群第 2 名 

 

6B/林子剛 

12/2018 香港小童群益會 「RBC 童心競賽」慈善跑步

家庭日-3 公里公開賽 16-19

歲組群第 3 名 

4A/吳樂華 

 

6C/梁祉瑜 

 

12/2018 香港小童群益會 「RBC 童心競賽」慈善跑步

家庭日-3 公里公開賽 16-19

歲組群第 4 名 

 

6B/張綩桂 

1/2019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

港海洋公園、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合辦) 

「關心你」獎勵計劃 2018-嘉許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2A/鄧永炫、2B/孫小玫、2C/石穎桐、 

3A/邱国偉、3B/曾海茵、4B/王澤灝、 

5A/蔡宇鳳、5B/黃詩喬、5C/陳曉晴、 

5C/廖偉鵬、5C/黃天心、5C/黃博文、 

5C/李嘉浚、6A/葉藝城、6B/張綩桂、 

6B/廖敏莉、6B/王紫珊、6C/李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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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1/2019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

委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

究分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

基金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 

初賽 - 一等獎 

2A/蘇鋮浚 

 

3A/陳美麗 

 

1/2019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

委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

究分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

基金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 初賽 – 二等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2A/江家誠、2C/張婷婷、2C/林俊城、 

3A/竇丹、3A/何李信 

1/2019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

委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

究分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

基金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香港賽區) 初賽 – 三等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1B/鄧嘉嫒、1B/蔡梓涵、1B/陳紀杰、 

1B/余泓轁、2C/楊淮博、3B 顏嘉展 

2/2019 香港觀鳥會 生機無限在漁塘-校際舊橫額繪畫比賽 - 優

異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4A/張蕙伶、4A/侯宛妤、4A/黃冠媖、 

4A/顏煒威、4B/林敏怡、4B/李梓欣、 

4B/李国銓 

2/2019 香港觀鳥會 生機無限在漁塘-校際舊橫額繪畫比賽 - 最

豐富生物多樣性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5A/游鈺晴、5B/施澤龍、5C/盧思宇、 

5C/林偉業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學生成就 (校外)  2018-2019 
 

第 5 頁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2/2019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

委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

究分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

基金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

克邀請賽 2019(華南賽區)

晉級賽 – 二等獎 

3A/陳美麗 

2/2019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夏盃組

委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

究分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

基金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華南賽區)晉級賽 – 三等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2A/江家誠、2A/蘇鋮浚、2C/張婷婷、 

2C/林俊城、2C/楊淮博、3A/竇丹、 

3A/何李信、3B/顏嘉展 

2/2019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大埔區公民教育」- 剪報

比賽亞軍 

6A/鄭雅恩 

 

2/2019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大埔區公民教育」- 剪報

比賽優異獎 

6A/林莹 

 

2/2019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大埔區公民教育徵文比

賽(中學組)」- 徵文比賽(中

學組)優異獎 

6A/曾可恩 

 

6A/葉藝城 

 

3/2019 Hong Kong Seconda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8-2019香港中學英語辯

論比賽-上學期決賽 - 亞

軍 

4A/魏玉儿 

 

4B/譚鋼 

 

5A/游鈺晴 

 

3/2019 杜葉鍚恩教育基金 杜葉鍚恩教育基金 2018 全

港靑少年進歩獎 

3B/劉皓朗 

 

5B/周凱琳 

 

4B/黃慧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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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3/201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扶貧委員

會 

「明日之星-2018上游獎學

金｣ 

5C/邱俊藝 

 

6A/張飛躍 

 

3/2019 青苗基金(主辦)、傑出青年協會

(協辦)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7-2018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2B/沈錦濤、2B/余德希、2C/石穎桐、 

3A/邱国偉、3B/劉皓朗、4A/陳蔚祺、 

4B/高艾珣、5B/施澤龍、5C 黃思欣、 

6A/李晓東、6B/陳柏麟、6C/黃子鍇、 

3/2019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 2019-整體良好演出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1A/黃珺皓、1B/陳韻之、1B/孫宇盈、 

1B/袁文慧、1B/陳嘉林 1C/鄺卓妍、 

2B/黃澤儀、2B/孫小玫、2B/沈錦濤、 

2C/張婷婷、2C/石穎桐、2C/司徒嘉郗、 

2C/譚宇稀、2C/叶諺櫻、2C/郭澤宏、 

2C/林旺庭、3B/高曼莎、5A/朱茼茵、 

5C/莊佳怡 

5/2019 香港建造學院 香港建造學院主辦-「繽 FUN 創意」建築比

賽 – 入圍決賽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3A/胡瀚豐、3A/邱国偉、3A/劉文怡、 

3A/吳健成 

5/2019 香港佛教聯合會 沈香林基金學行獎學金

(2018-2019) 
 

6A/曾可恩 

 

5/2019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何德心居士飛躍進步獎學

金(2018-2019) 

 

6A/周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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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5/2019 Hong Kong Seconda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8-2019香港中學英語辯

論比賽-下學期第一回合 -

勝出隊伍 

1B/陳演鳴 

 

3B/高曼莎 

 

5C/王紫丹 

 

5/2019 Hong Kong Seconda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8-2019香港中學英語辯

論比賽-下學期第一回合 -

最佳辯論員 

 

5C/王紫丹 

5/2019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2018-2019年度佛誕卡設計

比賽 - 手繪組 中學初級

組 優異獎 

 

2C/尤尚晴 

 

5/2019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中學中文

科 

香港佛教聯合會中文科聯

校活動 - 第八屆小組討論

比賽-表現優異獎 

 

5C/黃雅琪 

5/2019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十九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英文辯論

比賽 - 第三名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2B/岑純元、2C/張婷婷、2C/林翠盈、 

2C/司徒嘉郗、2C/譚宇稀 

5/2019 香港建造學院 大埔區學校羽毛球團體邀請賽 2019 -優異

獎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3A/何李信、3A/曾晋、3B/顏嘉展、 

5C/張民里、5C/李嘉浚 

5/2019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 - 公益少年團基

本獎章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3A/楊卓然、3A/林東俊、 

3B/李沛森、3B/王斯卓、3B/林俊荣、 

3B/程雨莎、3B/高曼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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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學生 

登記日期 主辦機構 得奬奬項 班別/學生姓名 

6/2019 大埔學校聯絡委員會 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

突出表現學生獎 

1C/張檸 

 

5C/王紫丹 

 

6/2019 大埔學校聯絡委員會 大埔好學生獎勵計劃證書 
(得獎學生名單如下: ) 

 

1A/林紀慧、1A/鍾泳珊、1A/呂永龍、 

1A/張好 
 

1B/陳韻之、1B/熊寶琳、1B/鄧嘉媛、 

1B/孫宇盈、1B/楊咏柔、1B/卓廉越 
 

1C/張檸、1C/馬梓華、1C/朱芷曦、 

1C/許巧巧、1C/鄺卓妍、1C/羅鵬裕 
 

2A/袁可盈、2A/陳家莉、2A/吳嘉羚 
 

2B/李熒熒、2B/黃澤儀、2B/孫小玫、 

2B/巫曉輝、2B/鄺敏晴 
 

2C/尤尚晴、2C/葉諺櫻、2C/吳宇幸、 

2C/張婷婷 
 

3A/林靜宜、3A/胡瀚豐、3A/邱國偉、 

3A/吳健成、3A/林梓游、3A/林曉彤 
 

4A/魏玉兒、4A/吳浩賢、4A/陳美燕、 

4A/林伊雯、4A/曾孝和 
 

4B/黃慧洁、4B/方羿凱、4B/譚鋼、 

4B/張淇渺、4B/邱俊江、4B/王澤灝 
 

5A/陳凱希、5A/蔡宇鳳、5A/曾詩婉、 
 

5B/黃詩喬、5B/林茵茵 
 

5C/王紫丹、5C/蘇偉健、5C/黃雅琪、 

5C/李嘉浚、5C/邱俊藝、5C/盧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