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負責老師

中一級詩詞獨誦
亞軍
優良獎狀

1C  張芷瑤
1C  張詠詩

陳嘉慧、蔣瑞娟
蔡詠怡、崔麗群
林亢媚、藍庭貴
梁善意、蔡 蕾
黃綺莉

中二級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2D  蔡芷澄
良好獎狀 2D  羅佩怡

中三級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3B  冼頌天 3D  鍾翠詩、陳春雨
良好獎狀 3B  蔡嫚橋 3C  梁卓希 3D  孫金煒

中四級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4D  許家允、杜君鴻
中五級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5C  林慶珊、嚴君濤 5D  彭恩楠

中六級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6B  石曉程
良好獎狀 6B  陳倩霆

中一及中二級男、
女子英語詩詞集誦 優良獎狀

1D  趙紫柔、蔡濼瀅、傅諾妍、馮嘉兒、
 侯寶珠、簡綽霆、郭冬瑚、林卓瑤、
 林正滔、林嘉杰、林倩彤、劉穎愉、
 利樹權、梁啟豐、梁 意、李靜怡、
 林 煒、林鄀櫺、吳凱彤、吳森禧、
 魏深儀、蘇建衡、謝慧雅、黃康翹、
 黃樂怡、黃子謙、王綺婷、王煜輝、
 葉潔儀
2C  林珮汶
2D  陳采瑩、林志健、林文慧、李巧怡、
 梁顯雯、李卓鴻、吳肇韜

A. Mendoza、
李淑欣、崔麗群

2014-2015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負責老師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2C  葉嘉儀　

　
　
黃慧敏
鍾曉春
梁彩萍
李偉成
曾綽敏
何倩儀
施純佩
晁岳熙
林翠翠
張啟彥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2D  苗 可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3C  柯宛儀
3C  鍾沛珊

良好獎狀 3C  賴慈恩　
中學一、二年級粵語二人朗誦 優良獎狀 2C  葉嘉儀、林珮汶
 中學一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1B  黃思祺　

中學二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狀
2C  陳詩晴
2D  蔡芷澄
2D  譚彩歡

 中學五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5D  彭恩楠　
優良獎狀 5D  黃釋嵐

中學一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1B  龍佩儀　
  中學一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1B  鄉梓恒　
中學二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狀 2B  鄺凱琳　
  中學三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3C  何志仁　

 中學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4D  廖家鈺　
優良獎狀 4C  梁思衡　

 中學一至三年級粵語歌詞朗誦 
優良獎狀 1D  蔡濼瀅 3D  鍾翠詩、馮嘉珩
良好獎狀 1C  張芷瑤

 中學四至六年級粵語歌詞朗誦 

季軍 5C  廖靄儀　

優良獎狀
4C  梁 冰、黃月影、陳潔欣、陳潔瑩
5D  彭恩楠　

良好獎狀 4D  黃琦琦 4A  顏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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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獎項
比賽 主辦團體 得獎者 負責老師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
中學二十周年校慶之
友校室內賽艇邀請賽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亞軍
4C  黃月影 4D  蘇華昕
5A  戴梓朗 5B  狄俊德

何德江

通識漫畫徵文比賽 香港電台及香港教育城

優秀作品獎（第二期）
5C  鄭嘉欣 
優秀作品獎（第三期）
4D  陳嘉濤 

李偉成

戴子薇

2014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

康文署

中樂團 銅獎
2A  鄒民裕 2A  馮嘉怡
2A  李偉基 2B  何榮新
2B  羅郁喬 2B  梁凱晴
2C  陳頌雯 2C  陳泰宏
2C  方俊杰 2C  杜雅斯
2D  張古雷 2D  張詩晴
2D  林志健 2D  林曼潼
3A  張雯雅 3A  詹芷炘
3C  黃銘軒 4A  顏嘉敏
4D  鍾翠瑩 5D  鍾偉傑
5D  吳鴻傑 6C  陳喜婷
6D  黃芷茵

晁岳熙

2014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比賽

康文署

管樂團 優異獎
2A  陳兆麟 2A  黃祖耀
2B  鄧肇鋒 2C  陳浩權
2C  陳詩晴 2C  莫 悠
2C  楊雅詩 2D  張思源
2D  黎御彤 2D  李巧怡
2D  潘晉穎 3A  張雯雅
3A  詹芷炘 3A  劉煒棋
3A  羅彩玉 3B  李荇妍
3C  梁卓希 3D  林詠祺
3D  李悅童 3D  黃巧榕
3D  王雅玟 3D  謝子揚
3D  葉智聰 4B  何柏浩
5A  李嘉淇 5B  李情雪
5C  唐 玲 5D  何 晴
6C  馮俏雯 6C  楊海林
6D  李守正 6D  曾皓珈

晁岳熙

本校中樂團在2014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中獲得銅獎 本校管樂團在2014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中獲得優異獎
6B陳嘉瑩代表香港板球隊出戰仁川亞運，勇奪第六名住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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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 主辦團體 得獎者 負責老師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
運動會

東華三院

• 女子組團體總季軍
• 女子甲組亞軍
• 女子乙組第六名
• 女子甲組4X100米冠軍 （破大會紀錄） 

6C  鄭雅意 5A  陳家翹 6A  梁梓晴
6B  陳嘉瑩

• 女子丙組4X100米季軍
1D  郭冬瑚 1A  顏樂遙 1C  陸雪恩
2D  李巧怡

• 女子甲組 100米冠軍 5A 陳家翹
（破大會紀錄）

• 女子甲組  200米冠軍  5A 陳家翹
• 女子甲組  400米亞軍  6A 梁梓晴
• 女子甲組  跳遠亞軍  6A 梁梓晴
• 女子乙組  400米亞軍  4D 劉允陶
• 女子乙組  800米亞軍  4D 劉允陶
• 女子丙組  100米季軍  2D 李巧怡
• 男子甲組  鉛球亞軍  5D 曾峻賢

丁瑋庭

女子甲二組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

及西貢區

冠軍
5A  陳家翹 5C  林小欣
6A  蔡艷琳 6B  陳嘉瑩
6B  陳倩霆 6B  黎詩銘
6C  郭彥希 6D  陳芷蔚
6D  黃文慧

陳勇

女子甲組手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

及西貢區

第五名
5A  陳家翹 5A  李嘉淇
5C  林小欣 6A  羅詠琳
6A  梁梓晴 6A  蔡艷琳
6A  王 琳 6B  陳嘉瑩
6B  黎詩銘 6C  陳泳遙
6D  陳芷蔚 6D  黃文慧

余玉蘭

2015國際初中科學奧林
匹克—香港選拔賽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三等獎 2C  朱健強
劉創潮
陳儉鄰

女子板球（團體） 仁川亞運會 第六名 6B  陳嘉瑩 何德江

2015環保嘉年華 環保促進會
最喜愛攤位佈置大獎
4C  陳潔欣　陳潔瑩　李詩樂　鄧兆標

張偉華

本校於東華三院中學聯校運動會女子甲組

4X100米以破大會紀錄成績奪冠

4C陳潔欣、陳潔瑩、李詩樂、鄧兆標於2015環保嘉年華獲頒發最喜愛攤位佈置大獎
女子甲組籃球隊奪得女子甲二組籃球比

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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