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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2018-2019 學年的《潤田校訊》面世了，這學年我們以「積極正向‧發展多元」為發
展主題之一。當中不同的學科及組別均朝著提供多元化學習、體驗活動予學生為發展方
向。其中我校於本年度參與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就讓參與同學體驗到日常課堂以外
的活動，加強同學面對逆境仍迎難而上的信念；另外，我校去年開展「中一音樂全接觸」
計劃，今年開展「中二藝術顯才能」計劃，讓同學欣賞音樂之美，陶冶性情和增加更多接
觸文化藝術的經驗。

當然，無論是哪類型的活動，我們也鼓勵同學於活動後進行檢討及
反思，深化學習體會，並透過分享，能將有效的學習、舉辦活動
經驗和個人心得傳承下去，成為其他同學的楷模。

本學年學校仍會繼續鼓勵同學多元發展，希望同學在社區服務、
活動和比賽中均積極參與，讓同學更認識和發揮自己的興趣和潛
能，引發積極主動追求學問的心態，秉持良好的待人處事態度，
為將來投身社會作最好的準備。



透過早會分享、作者講座、茶聚、閱讀報告及漂書等活動，

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中文口語閱讀報告比賽 閱讀推廣大使早讀分享

舉辦多元藝術文化活動及安排高中學生設計展

板及攤位遊戲，加深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變臉及雜耍表演 文化攤位遊戲 「字」遊香港文化講座

中秋猜燈謎活動 新詩創作班

中國語文教育

中一、中二級閱讀茶會 作家講座 - 游欣妮女士 每月讀書會

閱讀
推廣

中國
文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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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ge to Stage" 
English Drama Appreciati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S1 Puppet Making

Christmas Assembly
Lucky Message Writing English Fun Fair

English Mentor-Mentee 

Programme

TWGHs Joint Secondary 
Schools Oxbridge 
English Camp

Phonics Course for Parents and Students

RTHK Teen TimeS1 Halloween Activities

Inter-house English Quiz

Reading Buddie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our school organizes 

a variety of co-curricular and cross-curricular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visits, online-learning programme and workshops, through which 

their exposure to the language is further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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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學生參與趣味數學活動及

校外、校內比賽，提升他們對

相關學科的應用及解難能力。 數學教育

數學遊蹤
中二級撳計算機比賽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第十八屆培正數學邀請賽第三十六屆香港數學競賽 第二十一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第十屆香港中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香港選拔賽初賽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本校 14 名同學於第十四屆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灣仔區 )
擔任活動工作人員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李雅珣、黃伊楠

銅獎 蔡耀峰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 大灣賽區二等獎 覃怡馨、李雅珣

大灣賽區三等獎 傅凱悅、梁珈翹、談鐘澤

全國總決賽二等獎 覃怡馨、李雅珣

全國總決賽三等獎 傅凱悅、梁珈翹

第三十六屆香港數學競賽 三等榮譽狀 陳銘

香港真光中學數學邀請賽 個人表現優異 許雅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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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科學科、生物科、物理科及化學科透過安排參觀不同的趣味

活動、工作坊及各類比賽等，培養學生對學科的求知及探索精神。

參加理工大學講座
「Molecular Biology of  
Gene-from DNA to Protein」及
參觀生物科技實驗室

Seminar：Get ready to be an 
Engineer

"See-vil" Engineering  Programme 2018

參觀馬鞍山濾水廠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參觀科學館
參觀零碳天地

環保基金 x 海洋公園之生態普查在校園

高中郊外研習課程

「雞蛋撞地球」比賽

學生製作的
水火箭

製作葉脈書籤

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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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Arduino 體驗工作坊

香港恆生大學企業管治

及青年個人理財工作坊

會計電腦軟件工作坊：會計新丁 -- 摩打手大比拼

參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模型飛船創作大賽

樹莓派學生專題習作工作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 < 會計新丁 > 活動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的講座：從理論到實踐

創科博覽 2018

科技教育科、電腦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安排同學參加不

同類型的體驗工作坊、參觀及比賽，讓他們從實踐中學習，鞏固

並開拓知識領域，發揮創意，與時並進。

科技教育

中一級親子活動
樹莓派單板電腦、編程及鐳射切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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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 (GIS)」
卓越應用比賽

通識科、地理科、經濟科、旅遊與款待科、中史科及歷史科安排多元活動，進一步擴闊學生視野，幫助他們認識自己，放眼社會及世界。

通識教育及

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

「我們的社區」戶外考察

參觀選舉事務處選舉

資源中心

「細看社區歷史構建『你』
想灣仔」地區發展創作比賽

與博士同行 - 
中西區文化考察

魔鬼山要塞考察

參觀國泰城

大澳旅遊、歷史與文化考察

參觀大館 ( 英文科及旅遊
與款待科合辦 )

參觀「怡和午炮」及 
「銅鑼灣海岸線歷史」

香港迪士尼樂園款客
服務工作坊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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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音樂科及體育科透過
各類活動，讓學生體驗及培養對體
藝的興趣，發掘多元潛能。

參觀「DesignInspire 年度創意

博覽」及手繪和氏燈罩紮作工作

「渣打藝趣嘉年華」
藝術攤位義工

參加「消失模鑄鋁工作坊」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越野賽

中學學界男子籃球比賽
丙組入選最後八強

中學學界足球比賽

中學學界乒乓球比賽

中一級音樂全接觸

夏威夷小結他

敲擊樂

木管

色士風

聲樂

藝術教育與
體育

讓不同學習背景和能力的中一級
學生，均能獲得學習樂器的機
會，從而建立自信，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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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潤田卓越學生培育計劃」

旨在積極發掘及培訓學生優才；發展學生潛能，讓其發揮所長，擴

濶視野；並提升他們溝通及領導等方面的技巧，培養積極的學習態

度和價值觀。校方將因應個別學生的專長和興趣，安排他們參加不

同的培訓活動，進一步發展其潛能。

- 參與訓練及校外比賽

- 外出參觀、講座及活動

- 學科延伸學習

- 參與社會服務

- 參與領袖培訓計劃 / 領袖訓練營

- 高層次思維技巧課程

- 個人及社交能力課程

- 參與境外考察

- 說話技巧訓練等

卓越學生領導才能工作坊

超過 200 名同學獲老師提名為

潤田卓越學生

香港律師會第十期「法律先鋒」師友計劃 - 透過律師

與同學之間的互動，秉承法律知識「薪火相傳」

認識職場文化 - 校友分享創業歷程及

企業參觀

航拍新體驗活動



透過活動所學的知識，就推動市區更新工作提出

創意方案，改善舊區居住環境和加強地方特色。

成立目的 ： 

1) 有系统地從不同層面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從而

發掘興趣，規劃生涯 ;

2) 提 升 多 元 化 的 活 動 平

台，啟發學生潛能。

協助學校進行廚餘回收及有機堆肥活
動，推動校園綠色文化，並參觀社區
廚房等，豐富環保體驗。

於校園推廣誠信及廉潔文化。

「今日公益、明日領袖」計劃 

- Warming Heart 3.0

衛生署 TEENS 健腔獎勵計劃 - 

健腔大使

策略 ： 
1) 運用社區資源，結合校本活動，整合為「潤田大使培育計劃」；

2) 由高年級帶領低年級同學，以達致承傳之效。

計劃由新界校長會及教育局

主辦，本校以「轉災為安」

為題，進行學校及社區推廣，

帶出防災備災的重要性。

潤田大使培育計劃

廉政公署「高中 iTeen 領袖計劃」- 

潤田 iTeen 領袖
校園齊惜福大使

協助學校舉辦口腔護理工作坊，

推廣口腔健康訊息。

旅遊事務署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培養年青一代殷勤有禮的待客之道，並透

過青年人在學校及社區推展好客文化。

市區重建局 X 東華三院青年領袖計劃

獲頒「金獎獎狀」及

「學校夥伴大獎」

獲主辦機構齊惜福頒發
「惜福學校金獎」

梁晞諾同學獲選為
「傑出青年領袖」

房嘉禧同學獲頒
「傑出健腔先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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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獲頒「社會服務觸覺獎」

及「社會服務關注環保獎」



歡樂田園——校園天台農圃

領袖訓練計劃 

計劃由香港浸會大學有

機資源中心舉辦，內容

包括 : 理論教授、有機

農場探訪及種植等。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無煙青少年
大使領袖訓練計劃」 - 無煙大使

推廣無煙訊息，

如 早 會 分 享、

標語創作比賽、

無煙資訊展板。

學生會幹事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傑出學生選舉、球

類比賽及聖誕活動日等，建立同學的歸屬感。
健康校園大使

協助推廣健康校園活動、舉辦學

長輔導計劃、參與各項學弟學妹

聯誼活動。

協助推行「活出彩虹」活動及各

項宣揚關愛校園項目。

朋輩輔導大使 舉辦工作坊讓大使學習溝通技

巧、精神健康資訊，在校內宣

揚精神健康訊息。

課外活動大使

協助四社舉行比賽。

潤田關愛大使

積極人生大使

協助校內之積極正

向人生週活動及舉

行悠閒時刻點唱、解

憂信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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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音樂大使

協 助 學 校 資 訊

日、畢業禮及社

區活動表演。

視藝達人 協助學校活動美術佈置，並

透過欣賞展覽及參與工作坊

開拓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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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訓育處

舉辦各類型的訓育活動，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價值

觀，學會明辨是非、恪守紀律；並致力培訓領袖生，

讓同學在成長中發展領袖才能、培養責任感，與及

發揮關愛精神。

領袖生訓練營

灣仔區滅罪先鋒啟導計劃

學生輔導處

健康教育處

定期舉辦預防性和發展性的學生成長活動，按同學需要，

安排專題講座、話劇互動劇場、義工服務、才藝體驗及情

緒管理工作坊等，培養學生正面和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提供健康教育，讓學生了解相關的健康及衛生常識，以及最新

的健康及衛生議題。

懲教署更生先鋒計劃

中學急救心臟訓練工作坊健康周  睇你 FIT 唔 FIT 攤位

健康校園計劃 - 
非凡 SUN 體驗歷奇訓練

健腔先鋒教導中二同學口腔
護理的技巧

中二級好心情增潤計劃 -  
挑戰日營

「創出 SUN 天地」
才藝班體驗日 

好心情 @ 學校計劃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計劃 - 原野烹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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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致力建立關愛感恩文化，培養學生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實踐關懷社會；

並透過境內外的交流活動體察國情、放眼世界，開拓眼界。

課外活動處
學校藉推廣課外活動，使學生獲得均衡的身心發展，建立團隊的精神，並發掘學

生在課室以外的潛能。

水運會 陸運會

級本活動日

伴你同行體驗

懇親會綜藝表演

耀能大使講座

北京歷史及科技
發展探索

禪繞畫減壓工作坊

四社UNO比賽

德育、公民教育及國情教育委員會

細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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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此計劃由教育局與消防處合辦，透過一連串的紀律體能活動、領袖訓練及義工

服務等，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培養他們成為自律、自信、合群和具抗逆力的

青年人，並將所學習的成果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是我校於 2018-2019 年參與的計劃，我也很榮幸可以參加，並且於活動當

中有所得著。

在參加「多元智能」前，我是一個只是懂得下命令的旁觀者，懂得做一些事情就很囂張的人，很

少聽別人建議。但當我到達訓練營之後，顛覆了很多我固有的思想，訓練營內的活動令我明白到

有很多事情不只是要個人力量，也不是要個人主義，要的是團隊的力量。就好像每天檢查制服

和營房一樣，如果只是我自己一個人做好，我們也會一起受罰。

在訓練營中，我是男生中的其中一個男班長，擔當了一個領袖的角色，而我要學習分配工作，讓每一個人發揮長處，

所以我在分配工作前要多觀察，發掘各人的優點，令他們大展所長，這也讓我學習到欣賞別人。當然，我每一天也要落力去做好

自己要做的事，雖然一開始也沒有很多同學幫助我，但有很多同學看見我親力親為後，慢慢地也會主動來幫助我，所以第二天我

們在檢查制服和營房上也完美過關，這也令我明白到團隊精神的重要。而因為長官們欣賞我的處事方式，加上以禮待人的態度，

我最終拿到了最佳學員 ( 金斧頭 ) 的獎項。

拿到這一個獎項我當然高興，我也會繼續堅持自己的座右銘︰「做好普通的事情那就不普通。」當中，我非常感謝一班和我共渡

難關的同學，我才有決心克服每一個困難。

最後，我非常建議每一位低年級同學去參加「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因為你會得到非常難忘的經驗和回憶，也可以增加和同學之

間的感情。今次的經驗，相信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中三乙　楊卓軒

義工服務 - 探訪匡智獅子會

晨崗學校

消防安全周攤位活動
擔任工作人員

歷奇訓練

多元智能挑戰營

「最佳學員 ( 金斧頭 ) 獎」得主分享



28 名中六級學生與升學及擇業處老師前往

江門，參觀當地大學及中學校園，並參觀不

同企業，認識創新產業及科技設施。

職業教育體驗營 -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中四級 7 名同學前往中山職業

技術學院體驗內地的職業技術

訓練，探索個人的就業路向。

2018 江門中港
青年學子交流團

香港中學閃遊大灣
區計劃先導團

28 名中四學生前往廣州參觀城市規劃展覽中心、北京路

步行街及當地數碼科技公司，了解當地產業及職場發展。

生涯規劃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導處舉辦一連串工作坊、講座、個別輔導、模擬考試及放榜等，於各

級開展生涯規劃，協助學生自我認識，並掌握升學及職業前景等資訊。同時，亦安

排同學參加交流團，以了解內地升學及職場的發展。

職業導向生涯發展小組
 

校友職場分享會 

港鐵「Train 出光輝每一程」
訓練計劃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

「東華 1『+』」聯校師友計劃 - 

職志交流會

「友．導向」師友計劃
「職場體驗」- 政府新聞處尋夢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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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中一級社會服務計劃 - 
東華三院特殊學校聯校
運動會服務日
 

中二級同學協助東
華三院方樹福堂幼
稚園畢業禮
 

東華三院賣旗日

「歡樂滿東華 2018」      
   慈善籌款

中四級本社會服務日 -
探訪長者活動
 



義工隊同學參與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

區中心長者學苑活動，實踐長幼共融。長者學苑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金嘉許狀 ( 服務 200 小時或以上 ) 24 名同學

銀嘉許狀服務 (100 小時 ) 76 名同學

銅嘉許狀 ( 服務 50 小時 ) 109 名同學

本校同學熱心服務，獲頒以下嘉許狀

養生保健穴位按摩班

手製口金包 DIY 班

第一屆耆樂運動會暨畢業禮

手沖咖啡拉花班 天然護膚品班

長幼共融 - 
參觀認識錫克教宗教文化活動

中醫拔罐體驗班

剪紙體驗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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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翠盈同學獲選為東華三院學生大使，參與

溫哥華參訪團，訪問當地華埠會所及參觀省

議會，並到素里參觀南瓜田及前住卡比蘭奴

吊橋公園等。

東華三院聯校之「一帶一路
哈薩克斯坦參訪團」

東華三院學生大使溫哥華參訪團

何曜鋒同學及文駿熙同學前往杜拜參觀了棕櫚島、黃金市場、香料市場及

哈里發塔，又訪問了中國駐迪拜總領事館、龍城貿易城等。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一帶一路杜拜參訪團」

40 名同學前往日本長崎及熊本市，體驗當

地傳統文化及手藝，並到不同景點參觀，包

括：九州國立博物館、櫛田神社及博多飲食

與文化博物館等。

九州五天自然景觀、傳統
手藝、日本文化體驗團

10 名同學與其他東華三院中學的學生

代表，到訪北京與姊妹學校師生交流

交往。

『携手共成長』京港兩地
中學生伙伴行動交流團

莫鈞荃同學及劉子筠同學前往哈薩克斯坦，參觀了中國駐哈薩

克斯坦大使館、當地三所大學、兩間中資機構及歷史博物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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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歷史文化及生態
探索之旅

20 名中四級及 20 名中五級

同學透過活動了解當今中

國的科學、天文及航空技術

的發展概況，包括參觀國家

天文台及中國航空博物館。

1 名中四級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到四川進行交

流，行程包括考察三星堆遺址、都江堰水利工

程及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等。

46 名同學乘坐高鐵前往上海進行兩地

交流，並參訪當地企業、政府部門及

名勝，包括：上海城市規劃館、東方

明珠塔及黃浦江。

上海市莘莊中學 2 名老師及 18 名同

學訪港，本校 18 名同學配對接待。

同學除與本校同學一起參與中國文化

周活動、STEM 及音樂課堂外，亦參

觀本港名勝。

10 名中三及中四級同學透過交流團，

認識北京在視覺藝術的發展，探討內地

專修藝術學生的學習生活，包括參觀美

院院校、國家大劇院及北京藝術博物

館。

北京藝術文化探索之旅

北京歷史及科技發展探索之旅

滬港同心 - 青年考察交流計劃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  
上海市莘莊中學到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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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本區小學舉行學校資訊日及中一生活體驗日。同時，本校學生大使透過接待、

協助籌辦攤位遊戲及課堂體驗活動等，培養自信心及責任感。

為讓同學對學校環境有所認識，協助他們在新階段掌握學習應有的方法

與技巧，明白及自覺知禮守規的重要性，及建立互助互愛的同儕關係，

學校特別為中一新生於暑假期間安排學行周，內容包括：

• 學生學習需知

• 校規講解

• 東華歷史講座

• 正向價值教育工作坊

• 中、英、數活動

• 迎新小組活動

學校資訊日 / 中一生活體驗日

中一新生學行周



2018 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 學生組 )
得獎同學：陳煜龍 ( 右 )、張起磊 ( 中 )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得獎同學：潘梓鋒(左)、盧沛琳(右) 

"Speak Out - Act Up"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2019 

季軍
得獎同學：方健朗、梁皓程、文浩權、

    歐陽穎儀、梁宇軒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二男子英語詞詩獨誦冠軍
中二男子英語散文獨誦季軍

得獎同學：冼子洋

東華三院王氏港建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獎學金

得獎同學：吳祉建

東華三院李兆忠紀念獎學金
得獎同學：李曉晴

金紫荊女企業家未來領袖
培訓計劃

得獎者：張鑫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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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男子組冠軍

得獎同學：

曾澤熙　鄭宇杰

方焯希　呂珠樂

少年組冠軍

得獎同學：黃佳垚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學界田徑比賽 
( 第三組第四區 )

2019 年豪群聯盟 U 系青少年 S1
三人籃球比賽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

Pomace Contest 品勢比賽第 2 名

得獎同學：杜雋泓

2019 Jeonju Open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顯理中學陸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

香港站冠軍

總決賽廣州站季軍

得獎同學：

王樂天　陳嘉樂

張健朗　江智滔

項目 得獎同學

鐵餅男子乙組冠軍 蔡堯汶

鐵餅男子丙組冠軍 區子軒

跳高男子甲組殿軍 林栢廸

鐵餅男子甲組冠軍 何曜鋒

100 米男子甲組冠軍 呂珠樂

200 米男子甲組冠軍 呂珠樂

200 米男子丙組亞軍 張健朗

標槍男子甲組亞軍 羅浩心

4x100 米男子甲組亞軍 阮澤輝　方焯希　陳兆燁　呂珠樂

奪旗賽 ( 中學組 ) 冠軍

搶包山賽 ( 中學組 ) 亞軍

得獎同學：陸家煒　謝浩言

全港中小學 MR STEMer 
( Micro:bit) 編程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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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 在丹麥奧胡斯市舉行友誼邀請賽。本校機械人隊獲邀

代表香港出席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高中組常規賽。

參加者：曾鋮傑　SARAO SINGH AMARBIR　顧博洋

中國舞蹈獎項

2019 年 WRO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 
友誼邀請賽

香港學校戲劇節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 初中組 )

童軍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
童軍優異旅團

「世界公民教育」計劃 2018-19   

得獎同學：

張婕晞　周家樂　李詠芯　謝蔚藍　葉婉瑩

林毓賢　吳雅霜　羅詩艷　張衍信　郭志健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組甲等獎

第十二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亞軍

第三十二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亞軍

第四十七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亞軍

得獎同學：

陳邇晴　朱穎彤　湯芷瑩　嚴文慧　雷淑洁　李亦晞　

蕭皓文　姚雍妍　鍾婉儀　魏恩娜　陳虹瑩　劉書婕　

莊樂兒　周殷彤

傑出演員獎

得獎同學： 

吳家威　謝蔚藍　蘇曉齊 

阮澤輝　陳兆燁　周明曜

傑出導演獎 

得獎同學：陳兆燁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優異獎：蔡耀鋒 ( 左二 )

良好獎：

莊建汶 ( 左一 )　李雅珣 ( 右一 )　

黃伊楠 ( 右二 )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二等獎

得獎者：潘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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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學生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一及中二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覃怡馨

中一及中二粵語男女詩詞集誦獲亞軍 中一及中二級中文朗誦隊

中四女子英語詞詩獨誦季軍 謝蔚藍

中一及中二男女英語詞詩集誦獲優良成績 中一及中二級英文朗誦隊

大灣區知識爭霸戰香港中學賽 大灣區知識 MVP 陳清源　林世祺　梁宇軒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優異獎 李雅珣　梁珈翹　顏訾桐

環保基金認識樹木多樣性計劃及樹木大使

( 訓練工作坊 )
最佳創意設計活動 周婉婷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及商業個案比賽 

2018-2019
中學組良好隊伍 王梓瑜　葉凱泓　梁晉軒　黃靖詠　鄭郁霈

Harvard Book Award Harvard Book Prize 葉翠盈　劉愷霖　陳文浩

東華三院獎學金及傑出學生獎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劉子筠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 課外活動 ) 曾鋮傑

東華三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黃世國

東華三院陳耀莊獎學金 蘇曉齊 ( 音樂 )　黃凰媚 ( 科技 )　呂珠樂 ( 體育 )

Chu Wing Ting Memorial Scholarship, 
Cheng Chek Chee Scholarship and 
Union Bank Scholarship

蔡耀峰　梁焯邦　謝希宜

東華三院黃乾亨基金獎學金 葉　韻

東華三院體藝精英學生支援計劃
蕭皓文　蔡堯汶　張健朗　黃佳垚　周殷彤　何曜鋒

蘇曉齊　杜雋泓　溫竣皓　潘梓鋒　呂珠樂

其他機構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黃凰媚　羅穎筠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洪詩雅　梁焯邦　陳煜龍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 中學組 ) 梁晉軒

青苗學界進步獎

陳思浩　冼子洋　孫啟原　王德圳　陳卡霖　劉書婕 

甘凱瀅　傅明浩　葉天佑　蔡雅君　陳　皓　楊照援　

古子正　洪卓鋒 ( 特別嘉許 )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學金 黃佳垚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何曜鋒

2018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獎初中組 梁焯邦

傑出學生獎高中組 黃凰媚

愛心利是封設計比賽 高級組亞軍 黃佳垚

中環半山扶手電梯「連繫．社區．文化」

繪畫比賽
公開組優異獎 黃佳垚

My Australian Christmas Card Competition 

2018
優異獎 黃佳垚

2019 香港花卉展覽 -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初中組嘉許獎 莊欣瑜

初中組優異獎 黃佳垚

2019 年新春兒童繪畫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莊欣瑜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優良 覃怡馨　梁濼澄

聲樂獨唱優良 文浩權

木管樂協奏曲優良 蘇曉齊

粵曲獨唱良好 何安琪

2019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 管樂組 ) 少年高級組第二名 蘇曉齊

顯理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植松明香　黃芷晴　羅穎筠　葉凱韻

香港仔工業學校周年水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陳為名　李柏誼　黃子虞　伍冠衡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陸運會接力邀請賽 亞軍 阮澤輝　方焯希　梁永暉　呂珠樂

萬鈞盃中學微電影精英賽 2019 傑出表現 張天宥　顧博洋　李逸駿　SARAO SINGH AMARB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