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54



76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顧
問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中
學
前
任
校
長

撒



98



1110



1312

1998 年 3月 24日　中四級視藝科師生　攝於開校暨感恩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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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計劃名稱 對象 教學計劃內容 主辦機構

2001 種籽計劃
( 電影欣賞 ) 中三

是次計劃帶領同學從電影欣賞中認識視覺元
素和組織原理、增強學生對電影的分析和欣
賞能力及電影的基本拍攝原理及手法，並創
作短片表達自己。

教育統籌局
香港教育學院

2003 青年高峰會
來自不同中

學的
高中生

老師擔任裝置藝術導師，指導參與該會之青
少年以裝置藝術形式表達對社會之看法。作
品在青年高峰會舉辦的場內展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2004 發明．生活創意
教育計劃 中二

培養同學創見、創新及創造的精神，讓學生從
觀察生活出發，發掘創作的主題，使其創作
與生活得以緊密聯繫，從而提升學生的觀察、
分析思考、解決問題、創新及創造等能力。

美術教師互聯
主辦

2005 法國印象派畫展
夥伴學校計劃 中四

同學透過與藝術家的合作和工作坊及作品欣
賞，結合藝術作品、老師和教學資料庫，培育
學生創作力和藝術欣賞能力。

藝術中心及
香港美感教育

機構

2009 藝術家教師推廣
計劃 --

老師參 與 本計劃的分享講座、工作 坊、參
觀 交 流，及 展 覽 活 動，以 提 昇 個 人 的 專                                                           
業素養，實現「教藝兩全」的概念和重要性。

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

2009 渣打藝趣嘉年華
2009 中五

會場設計以「慶典．祝賀」為主題，本校同學
參與創作長頸鹿及巡遊匯演，現在已在靈風
校園展示，與我們歡度聖誕佳節！

渣打銀行有限公司
贊助、香港青年藝

術協會主辦

2009
裝模作樣﹕吹氣
人形公仔時裝 /
戲服創作比賽

中四及
中六級

視藝學會

同學透過研討會、欣賞時裝作品及創作戲服，
培育學生創作力和藝術欣賞能力。作品會在
蘇豪東藝術畫廊及西灣河文娛中心展出。

誇啦啦藝術集匯

2010

「尋找香港的故
事」繪本創作之
創意思考教學

體驗計劃

全校

視藝科連同歷史科、通識科、地理科一起帶
領同學深入認識大埔文化及歷史，並讓同學
以繪本及其他藝術形式表現大埔區文化特
色。

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

2011
今昔家國六十年
國民藝術教育

計劃

高中        
視藝科學生

在現代水「物」為題，以貼近學生生活的題材
以水墨創作，鼓勵學生大膽嘗試以當代事物
作為題材表現，融合傳統及現代的創作手法
創作具時代氣息的作品。

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

2011
渣打藝趣

嘉年華 - 藝術家
駐校計劃

視藝學會會
員

2011度的嘉年華以-「愛麗斯夢遊仙境」為題，
本校駐校藝術家計劃創作將分以「女王的槌
球賽」為藍本，帶領及指導製作小型撐桿偶
及參與巡遊活動。

渣打香港及
香港青年協會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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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計劃名稱 對象 教學計劃內容 主辦機構

2011
教與學推廣

計劃
外展計劃

高中視藝
科學生及
視藝學會

會員

本校為為擴闊學生藝術視野，本校參與該項計
劃，將於 2011 年 12 月帶領同學到視覺藝術中
心參與版畫 (藍印 )及攝影 (黑影照片) 工作坊。

藝術推廣辨事處

2012
關注龍尾灘發展
校園 + 社區探究

及展示計劃

中一至
中六

本計劃連結通識科、地理科和視藝科，就大美
督龍尾村興建人工泳灘一事，讓同學作多方
面思巧，並以不同的創作媒介來表達感受，加
深學生認識藝術與生活、欣賞與創作的密切關
係。

本校通識科、
地理科

2012-
2013

我還看得見
中四
中五

本計劃連結通識科及視藝科，讓學生及觀眾直
接看到本土由過去至現在的文化特色，同學從
通識及視藝兩個角度去探討，更可擴闊研習角
度。

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主辦

2013-
2014

東北發展面面觀
校園 + 社區探究

及展示計劃

中四
中五

為整合學習活動及學生活動，讓學生學習更專
注，本科與通識科和地理科合作舉辦「校院 + 
2014 東北發展面面觀」教學計劃，合社區認識
和藝術創作。

本校通識科、
地理科

2014
渣打藝趣

嘉年華藝術家
駐校計劃

中五

中五級視藝科選修生參加「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4」，以太空為題，與其他中小學學生在維
多利亞公園及銅鑼灣鬧市進行小型撐桿偶巡
遊表演。

渣打香港及
香港青年協會

合辦

2014-
2016

靈山風華計劃 全校

本校為大埔寶鄉邨進行外牆美化工程。由同學
以視覺形式表現出大埔境貌的今昔演變。由並
邀請了藝術家 Karen Pow 及 Angryangry 為
作創作指導。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16-
2017

「我畫我社區」
全港繪畫比賽

全校
由中華聖潔會中聖書院及靈風中學合辦，目的
藉繪畫對所居住的或學校所在的社區表達感
受及想法。

中聖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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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探訪天后宮泰亨村族長、村長及秘書長與本校師生合照

與中文大學建築系合作 ︳參觀香港法定古蹟 ︳大埔舊北區理民府

古
代
大
埔
區
漁
業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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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秘書長 ︳黃邱慧清女士及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難 ︳韋政會長與本校師生合照

高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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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計

劃

階段 內容 目的

第一階段

( 專題講座 )

參與計劃的專題講座，並邀請學者及藝術家講述香港的文化變遷。

講座在 2012 年 11月中至 12 月舉行，並有以下範疇︰

「地道生活文化︰港式茶樓與茶餐廳空間  ( 講者︰黎東耀教授 )

香港的教堂建築　( 講者︰吳永順先生 )

早年中環區的城市規劃　( 講者︰馮永基教授 JP )

透過不同主題的講座，讓學生發掘有價值和

有興趣的專題，作為研習資料搜查的基礎。

第二階段

( 外展活動

及

工作坊 )

透過導賞服務遊歷香港舊式建築物、藝術家訪談和藝術創作工作坊，展開

教學試驗。

外展活動及工作坊在 2013 年 3 至 4 月舉行，內容如下︰

古蹟遊   ( 古物古蹟辦事處之中西區文物徑中區線 )

「大步尋大埔」實地考察大埔區墟市發展特色

Fotomo 示範工作坊  ( 導師︰葉家偉老師 )

中國書畫班   ( 導師︰陳雪儀老師 )

透過外展考察活動讓學生搜查有關的一手資

料，以鞏固研習的探討性。藉著藝術家教授

的藝術創作工作坊發掘學生的藝術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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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合作科目 計劃 / 活動 目標 年份

靈

宗教組 佈道會服飾設計 鼓勵同學參與宗教活動 2008

宗教組 金句海報 增加校園信仰氣氛 2008

宗教組 福音週設計橫額 鼓勵同學參與宗教活動 2007

德

環境及
健康教育組

感恩祭風箏設計比賽 繪畫風箏，展現健康生活 2016

輔導組 傳心傳情心意卡設計比賽 鼓勵同學向老師同學家長表達謝意 2015-2018

訓導組 「課室五常」書籤 加強同學對紀律的重視 2009

中文科 中國文化欣賞周 與同學分享中國書法之美 2008

輔導組
設計心意咭向 SARS
醫護人員致敬

向那打素醫院醫護人員表示謝意 2003

智

歷史科 寶鄉村公共藝術計劃 讓同學以不同媒介表現身處社區 2014-2016

歷史科通識科
『今昔家國六十年』

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讓同學認識水墨畫及祖國近代發展 2013

歷史科
通識科
地理科

「尋找香港的故事」
繪本創作計劃

讓同學以不同媒介表現身處社區之美 2011

教務組
「都會之旅」
跨科專題研習活動

指導同學攝影技巧及欣賞中上環殖民
地建築特色

2004

中史科 「歷代服飾 Fashion Show」
讓歷史融入藝術及時裝表演中，讓同
學認識中國歷史與服飾的關係

2001

體 體育科 田徑運動會場刊設計比賽
讓同學以視覺表現運動之美，優秀作
品印成場刊派發全校

1998-2018

群

課外活動組 繽紛 Show 製作舞台劇道具及戲服 2003

對外聯系組 社區學堂 吸引區內高小到本校參與視藝活動 2001

教務組

教育局、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科技大學
「 讓 學 生 成 為 學 習 經 歷    
設計者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如何教導鄰近循道衛理
小學學生創作。

2011

美 校友會
金像美指在靈風
電影工作分享會

邀請第 37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
美術指導」得獎者利國林先生（本校畢
業生）擔分享電影工作苦與樂。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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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辦機構 分享項目 / 名稱 對象

2003 教統局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流行文化研討會研討會分享會 中學視藝科老師約 100 人

2008
大埔區聯校
教師發展日

如何通過視藝活動建立
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大埔區中學老師約 40 人

2009 本校 基督書院師生參觀校園 基督書院師生約 20 人

2010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與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與澳門大學
教育學院到訪視藝科

21 位澳門中小學負責
餘暇活動人員同工

2010 本校 澳洲中學來訪交流
澳 洲  Wyc l i f fe Chr i s t ian 
College 校長、老師及家長共十
人來訪

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展覽

參展藝術家、六間種籽計劃
校長、家長、師生

2011 本校
澳洲 Wycliffe Christian College
視藝老師參觀校園

澳洲中學師生共 20 人

2011 香港教育學院 創造力及教育改革中的藝術評估 視藝科教師

2012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視覺藝術科評估作業》學與教材料 高中視藝科選修生及教師

2012
廈門市教育科學研究院、
廈門市藝術教育委員會、

臺灣東華大學
兩岸四地文化繪本展示交流研討會 國內 200 位視藝科老師

2013 澳門浸信中學 了解本科教學特色
澳門浸信中學
音體藝科組教師老師

2014 香港教育學院
第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
視藝科的考評經驗談

高中視藝科選修生及教師

2016 學與教博覽 2016

分享校本課程「連繫社區．發揮所長」的
設計經驗，與教育同業分享如何透過發掘
社區特色文化，結合藝術創作及歷史敘事
的元素，建構出一個全新的跨學科課程

在場教育工作者

2017 香港藝術發展局 擔任「藝術教育獎」分享會的講者嘉賓，
分享本校得獎心得 全港視藝科老師

2017 香港房屋委員會 寶鄉村育苗行動典禮分享壁畫創作點滴 在場嘉賓

2018
康文署及

香港教育大學合辦
「學校藝術教育計劃」焦點小組研究 中學老師（視藝、劇社、音樂、

課外活動為主）及中學學生

2018
教育大學

創意藝術與文化學系
來訪本校視藝科，了解我們推行
專題研習情況

創意藝術與文化學系
教育文憑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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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媒體 報導內容

7/2003 蘋果日報
報導本校同學參加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圍板設計比
賽情形

14/12/2005 星島日報
訪問 Sisi 老師、李碧琪及楊茵茵同學入選「動感藝術旅程」設計
比賽的創作心得。

27/6/2006
蘋果日報 訪問 Sisi 老師及中四及中六學生創作創意列車入圍作品的教學互

動過程及創作經驗。經濟日報

3/7/2006 香港電台電視部

Sisi 老師接受香港電台訪問，分享與本校中四及中六學生創作創
意列車入圍作品的教學互動過程及創作經驗；同學作品於六、七
月期間張貼於東鐵及西鐵的四個車廂之內。報章報導將於 26/6
「藝力無限 3 之創意列車啓動禮」之刊登。

15/9/2010
星島日報 Sisi 老師及 7A 班林敏卿接受兩份報章訪問，分享由教育局及保

良局合辦、教育局藝術教育組及香港藝術館籌劃的 2010 年度香
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大獎之創作心得。大公報

20/3//2011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7A 林敏卿同學於 3 月 20 日接受「文化新領域」訪問，分享於教
育局舉辦「國際視覺藝術比賽」之得獎感受及對藝術的見解。

27/8/2011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石海如 6B 莫英廉接受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文化新領域」訪問，
分享繪本製作及水墨創作的心得，於 8 月 27 日於無線電視翡翠
台播出。

27/8/2011 星島日報 訪問 Sisi 老師視藝科在新高中的推行情況、發展與出路。

2013 星島日報 校園傳真訪問本校推行關注龍尾灘發展校園創作計劃情況。

25/10/2014 香港電台   
Sisi 老師、5B 何嘉欣及 5C 黃嘉希接受香港電台文教組家庭與學
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聯合製作香港電台第五台直播節目「家家有教」
訪問，分享參與渣打藝趣嘉年華小型撐竿偶工作坊的創作經驗。

10/1/2015 星島日報
訪問 Sisi 老師及 6C 徐子璇同學榮獲教育局藝術教育組「中學生
創作展 14/15」中國書畫組金獎的創作心得。

10/1/2015 商業一台
訪問瑞興校長、於視藝科實習的校友余耀祖老師及 6C 徐子璇同學
榮獲教育局藝術教育組舉辦「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14/15」中國書
畫組「金獎」的教學及創作心得。

2015 南華早報
報訪問本校参與「2015 年國泰航空 / 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工
作坊的創作過程，並了解本校對藝術教育的支持情況。

4/2016 野外動向
內容以中英報導，訪問本校推行「靈山風華」大埔建築公共藝術計劃
的情況。

17/6/2017 教協報
報導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先生來訪本校，訪問本校推行「靈山風華」
大埔歷史建築公共藝術計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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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風藝術家年獎名單

1999-2000 羅至傑

2000-2001 林麗玲

2001-2002 張佩君

2002-2003 徐婉汶

2003-2004 陳潔文

2004-2005 陳靖娸

2005-2006 黃詩慧

2006-2007 傅善培

2007-2008 呂芬

2008-2009 林敏卿

2009-2010 黃加頌

2010-2011 廖瑋玲

2011-2012 莫英廉

2012-2013 卓敏麗

2013-2014 劉思諭

2014-2015 徐子璇

2015-2016 馮凱欣

2017-2018 馬慧舲

校園藝術大使名單

2008-2009 葉詠珠

2009-2010 廖瑋玲

2010-2011 莫英廉

2011-2012 張淑妍 何嘉欣

2012-2013 邱梓謙

2013-2014 徐子璇    李艷 

2014-2015 鄭思穎 吳卓怡

2015-2016 胡韻詩 梁智樂

2016-2017 馬慧舲 楊永善

2017-2018 劉靜雯 杜嘉儀

關雪芳姑娘獎學金 ( 視覺藝術 ) 得獎名單

2011-2012 劉珈喬 許晉騫

2012-2013 卓敏麗 劉思諭

2013-2014 林婉婷 羅曉楠

2014-2015 吳岑榮    李艷 

2015-2016 杜嘉儀 鄭思穎

2016-2017 劉靜雯 馬慧舲

2017-2018 徐浠林 梁法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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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1999-2000 藝術中心 青少年視覺藝術創作比賽︰
「世紀禮讚」 優異獎 5C 廖曉明

2000-2001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放眼看大埔」公德心教育
專題報告設計比賽 季軍 3C 楊雅媛

2000-2001 大埔區防火委員會 「防火安全」書籤設計比賽 入圍獎 3C 楊雅媛

2000-2001
保良局主辦、 香港教育署、  

香港教育學院及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協辦

國際和平文化年 (2000) -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第五組三等獎 5B 林麗玲

2000-2001 香港醫學博物館 「運動與健康」全港公開繪畫比賽 入圍獎 3C 楊雅媛

2000-2001 香港藝術中心 青少年視覺藝街創作比賽︰
「愛是無限」 創作意念優異獎 4C 溫啓泰

2000-2001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C 黃秀碧

2000-2001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B 張佩君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B 劉政傑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B 王文浩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B 馬永詩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B 張佩君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B 黃嘉惠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會考課程習作獲選參展 5B 劉政傑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優異美術作品展 優異獎  5B 劉政傑

2001-2002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優異美術作品展 優異獎 5B 黃文浩

2001-2002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保神童時裝設計比賽 亞軍 5B 范詠詩

2001-2002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保神童時裝設計比賽 亞軍 5B 張佩君

2001-2002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保神童時裝設計比賽 亞軍 5B 黃文浩

2001-2002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保神童時裝設計比賽 亞軍 5B 黃嘉惠

2001-2002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環保神童時裝設計比賽 亞軍 5B 劉政傑

2002-2003 大埔健康安全城巿督導
工作委員會秘書處 大埔健康安全城市壁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4D 陳潔文

2002-2003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
全港社團聯合主辦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西洋畫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4D 陳潔文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A 李梓彤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A 陳小娟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B 韓佩芬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C 岑惠雯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C 陳靄玲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C 羅映嫻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田君如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李栩然

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周禮賀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林智傑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林裕恩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張達華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陳沛鋒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陳潔文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陳靄瑩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鄧偉文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戴安娜

2002-2003 夏利豪基金會 「跨越時光隧道繪出未來吐露」
單車徑園板繪畫比賽 季軍 5D 關淑儀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C 石祖誼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C 梅晉培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C 鍾佩雲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D 田君如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D 林裕恩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D 陳潔文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D 陳藹儀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D 鄧偉文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D 鄭子豐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D 關淑儀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會考課程習作獲選參展 5B 馬永詩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會考課程習作獲選參展 5B 劉政傑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4D 陳潔文

2002-2003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 集體創作 ) 中三級
( 立體主義面譜 )

2002-2003 新界扶輪社青年服務團 《生命因你美麗》之「我的快樂時刻……」
繪畫比賽 亞軍 2A 陳志富

2002-2003 新界扶輪社青年服務團 《生命因你美麗》之「我的快樂時刻……」
繪畫比賽 最踴躍參與獎 本校

2003-2004 美術教師互聯策劃、教統局贊助 「發明﹒生活」創意教育發展計劃比賽 作品入選 2D 朱銘恩

2003-2004 美術教師互聯策劃、教統局贊助 「發明﹒生活」創意教育發展計劃比賽 作品入選 2D 黃允誠

2003-2004 美術教師互聯策劃、教統局贊助 「發明﹒生活」創意教育發展計劃比賽 作品入選 2E 李康琦

2003-2004 美術教師互聯策劃、教統局贊助 「發明﹒生活」創意教育發展計劃比賽 作品入選 2E 陳家培

2003-2004 美術教師互聯策劃、教統局贊助 「發明﹒生活」創意教育發展計劃比賽 評判心水獎 2A 張倩怡

2003-2004 CO1 設計學校主辦、香港教育學院合辦 全港中學視覺藝術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嘉許 4A 陳靖娸

2003-2004 地鐵物業管理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辦 地鐵商場好學生同學會 - 
地鐵好學生計劃 ( 文學及藝術 ) 優異獎 4A 陳靖娸

2003-2004 地鐵物業管理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辦 地鐵商場好學生同學會 - 
地鐵好學生計劃 ( 文學及藝術 ) 優異獎 5C 羅映嫻

2003-2004 地鐵物業管理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辦 地鐵商場好學生同學會 - 
地鐵好學生計劃 ( 文學及藝術 ) 優異獎 5D 林智傑

2003-2004 地鐵物業管理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辦 地鐵商場好學生同學會 - 
地鐵好學生計劃 ( 文學及藝術 ) 優異獎 5D 陳潔文

2003-2004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 集體創作 ) 中五級
 ( 油牆假期 )

2003-2004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會考作品入選參展 5C 羅映嫻

2003-2004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會考作品入選參展 5D 林智傑

2003-2004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 集體創作 ) 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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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入選參展 5C 姚逸龍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入選參展 5C 梁寶怡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入選參展 5C 楊茵茵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入選參展 5C 嚴惠珠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入選參展 5D 丘國標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高中個人季軍 4C 林佩琪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高中個人組亞軍 4C 黃詩慧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優異獎 4C 陳家敏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優異獎 4C 鄧凱儀

2004-2005 香港藝術中心、香港美感教育機構 「法國印象派畫獎勵展」
夥伴學校計劃及公開展覽比賽 優異獎 4D 李  琳

2004-2005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5A 陳靖娸

2005-2006 Mercy Corps 國際美慈組織 My Hero 視覺藝術創作大賽 作品入選 4D 余耀祖

2005-2006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海報設計比賽 ( 中學組 ) 冠軍 5C 楊茵茵

2005-2006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教藝兩全 2005 教師創作．師生互動作品展 入選參展 5D 李   琳

2005-2006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推廣辦事處、新世界
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世界第一渡輪服

務有限公司、城巴有限公司
動感藝術旅程公開比賽 ( 車廂組 ) 入選參展 5C 李碧琪

2005-2006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推廣辦事處、新世界
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世界第一渡輪服

務有限公司、城巴有限公司
動感藝術旅程公開比賽 ( 車廂組 ) 入選參展 5C 楊茵茵

2005-2006 馬鞍山曾壁山中學 全港中學視藝精英邀請展 2006 入選參展 5C 莫志君

2005-2006 馬鞍山曾壁山中學 全港中學視藝精英邀請展 2006 入選參展 5C 黃詩慧

2005-2006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C 呂   芬

2005-2006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C 凌麗盈

2005-2006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C 莫志君

2005-2006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C 譚芷玲

2005-2006 教育署藝術教育組 中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5D 蔡宛螢

2006-2007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觀塘扶輪社主辦 全港青年學藝繪畫 ( 西畫組 ) 比賽 季軍 6A 葉詠珠

2006-2007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觀塘扶輪社主辦 全港青年學藝繪畫 ( 西畫組 ) 比賽 優異獎 6A 黃加頌

2006-2007
" 保良局舉辦、教育統籌局、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及 
香港城市大學協辦 "

「2006 國際沙漠及荒漠化年」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三等獎 6B 陳家敏

2006-2007 香港傷健協會、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同創美好環境之全港「廢物重生」
藝術品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4A 郭念欣

2006-2007 香港傷健協會、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同創美好環境之全港「廢物重生」
藝術品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4A 葉玗盈

2006-2007 香港傷健協會、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同創美好環境之全港「廢物重生」
藝術品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4A 葉詠珠

2006-2007 香港傷健協會、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同創美好環境之全港「廢物重生」
藝術品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4C 林芷因

2006-2007 香港電台 「Point@Media 第三屆傳媒初體驗計劃」
標誌設計比賽 入選最後十強 6A 李碧琪

2006-2007 香港電台 「Point@Media 第三屆傳媒初體驗計劃」
標誌設計比賽 亞軍 ( 中學組 ) 6B 陳家敏

2006-2007 香港電台 「Point@Media 第三屆傳媒初體驗計劃」
標誌設計比賽 季軍 ( 中學組 ) 6A 黃韻妍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A 郭念恩

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A 陳影彤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A 曾穎沁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A 葉玗盈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A 廖瑋玲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A 黎家鈺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C 朱銘恩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C 林芷因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4C 張淑怡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6A 呂  芬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6A 李碧琪

2006-2007 香港電台、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九廣鐵路合辦 創意列車設計比賽 作品入圍 6A 黃韻妍

2006-2007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作品 6B 陳家敏

2007-2008 中文大學建築系、長春社、啓德發展民間聯席
及工聯會陳婉嫻議員辦事處合辦 「我的啓德河」兒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 高級組 ) 2E 呂倩婷

2007-2009 中文大學建築系、長春社、啓德發展民間聯席
及工聯會陳婉嫻議員辦事處合辦 「我的啓德河」兒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 高級組 ) 2E 莫英廉

2007-2008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辦 科學幻想圖畫比賽 優異獎 2F 莫英廉

2007-2008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舉辦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7A 黃韻妍

2007-2008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舉辦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7A 呂   芬

2007-2008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聯校藝術展 2008「我的視覺部落格」 入選參展 7A 呂   芬

2008-2009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公民教育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中學組冠軍 4B 陳珮妍

2008-2009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公民教育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亞軍 4B 江芷晴

2008-2009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 公民教育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4B 楊家麗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6A 石海如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6A 陳嘉琪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6A 黃加頌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6A 葉詠珠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A 劉子豪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B 陳珮妍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B 劉子聰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B 馮鈞暘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D 黃兆聰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D 梁道靈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D 彭康喬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D 鄧潔寧

2008-2009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全港中學生藝術評賞徵文比賽 優異獎 ( 預科組 ) 6A 陳嘉琪

2008-2009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全港中學生藝術評賞徵文比賽 作品入圍 ( 預科組 ) 6A 葉詠珠

2008-2009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全港中學生藝術評賞徵文比賽 作品入圍 ( 高中組 ) 4D 梁道靈

2008-2009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全港中學生藝術評賞徵文比賽 作品入圍 ( 高中組 ) 4 B 馮凱晴

2008-2009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3C 莫英廉

2008-2009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7A 呂   芬

2008-2009 藝術及科技教育中心 聯校視覺藝術展︰「一切從感覺開始」 作品入圍 6A 黃加頌

2008-2009 發展局文物保育辦事處 「Fun．享古蹟」歷史建築繪畫比賽 優異獎 6A 葉詠珠

2008-2009 誇啦啦藝術集匯 「裝模作樣 : 吹氣人形公仔時裝戲服」
創作比賽 最佳十五件作品 6A 葉詠珠

2008-2009 誇啦啦藝術集匯 「裝模作樣 : 吹氣人形公仔時裝戲服」
創作比賽 最佳十五件作品 6A 石海如

2008-2009 誇啦啦藝術集匯 「裝模作樣 : 吹氣人形公仔時裝戲服」
創作比賽 最佳十五件作品 4B 陳珮妍

2008-2009 誇啦啦藝術集匯 「裝模作樣 : 吹氣人形公仔時裝戲服」
創作比賽 最佳十五件作品 4B 馮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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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08-2009 誇啦啦藝術集匯 「裝模作樣 : 吹氣人形公仔時裝戲服」創作比賽 最佳十五件作品 4B 江芷晴

2008-2009 誇啦啦藝術集匯 「裝模作樣 : 吹氣人形公仔時裝戲服」創作比賽 最佳十五件作品 4B 黃敏彤

2008-2009 誇啦啦藝術集匯 「裝模作樣 : 吹氣人形公仔時裝戲服」創作比賽 最佳十五件作品 3C 莫英廉

2008-2009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香港公共關係學會主辦 全港標語及海報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4D 蔡詩敏

2009-2010 大元邨銘恩中心 「潮流藝墟之畫出豐盛人生」藝墟活動 作品參展 6A 林敏卿

2009-2011 大元邨銘恩中心 「潮流藝墟之畫出豐盛人生」藝墟活動 作品參展 6A 廖瑋玲

2009-2010 大埔民政事務處 慶祝建國六十周年全港十八區繪畫比賽 優異獎 4D 余富安

2009-2010 大埔區議會 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運動學界道路安全單車
壁畫活動 季軍 4C 梁晞文

2009-2010 大埔區議會 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運動學界道路安全單車
壁畫活動 冠軍 4B 林曉君

2009-2010 大埔區議會 大埔區道路及交通安全運動學界道路安全單車
壁畫活動 優異獎 4C 許晉騫

2009-2010 大埔區議會 文化東亞在大埔「齊參與、文化藝術匯展系列」
攝影比賽 ( 學生組 ) 亞軍 5A 歐啓傑

2009-2010 大埔區議會 文化東亞在大埔「齊參與、文化藝術匯展系列」
攝影比賽 ( 學生組 ) 優異獎 4C 梁詠芯

2009-2010 大埔區議會 文化東亞在大埔「齊參與、文化藝術匯展系列」
攝影比賽 ( 學生組 ) 優異獎 5A 劉子豪

2009-2010 大埔區議會 文化東亞在大埔「齊參與、文化藝術匯展系列」
攝影比賽 ( 學生組 ) 優異獎 5D 鄧潔靈

2009-2010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觀塘扶輪社主辦 全港青年學藝繪畫比賽 季軍 7A 葉詠珠

2009-2010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觀塘扶輪社主辦 全港青年學藝繪畫比賽 優異獎 7A 黃加頌

2009-2010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贊助、
港青年藝術協會主辦 渣打藝趣嘉年華 參與創作及巡遊 5B 王梓浩

2009-2010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贊助、
港青年藝術協會主辦 渣打藝趣嘉年華 參與創作及巡遊 5B 馮凱晴

2009-2010 和富社會企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60 周年香港學界繪畫比賽 金獎 7A 石海如

2009-2010 和富社會企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61 周年香港學界繪畫比賽 金獎 7A 黃加頌

2009-2010 知識產權署、香港海關合辦 「尊重網上知識產權」卡套設計比賽 優異獎 5B 陳珮妍

2009-2010 保良局 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三等獎、
香港賽三等獎 7A 葉詠珠

2009-2010 保良局 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三等獎 4B 莫英廉

2009-2010 保良局 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優異獎 ( 校內賽 ) 6A 李敏卿

2009-2010 保良局 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優異獎 ( 校內賽 ) 6A 許詠祺

2009-2010 保良局 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優異獎 ( 校內賽 ) 6A 陳嘉瑩

2009-2010 保良局 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優異獎 ( 校內賽 ) 6A 廖瑋玲

2009-2010 保良局 國際天文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優異獎 ( 校內賽 ) 6A 鄭曉媛

2009-2010 政府青少年網站、PCM Student、青年廣場 「我們的社區─過去‧現在‧未來」
全港中學生攝影比賽 冠軍 4B 莫英廉

2009-2010 政府青少年網站、PCM Student、青年廣場 我們的社區─過去‧現在‧未來」
全港中學生攝影比賽 最踴躍參與獎 本校

2009-2010 政府青少年網站、PCM Student、青年廣場 我們的社區─過去‧現在‧未來」
全港中學生攝影比賽 優異獎 4E 麥泳儀

2008-2009 漁農自然護理處 海洋生物面面觀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6A 陳嘉琪 

2009-2010 政府青少年網站、PCM Student、青年廣場 我們的社區─過去‧現在‧未來」
全港中學生攝影比賽 優異獎 7A 石海如

2009-201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冠軍 ( 中學組 ) 7A 石海如

2009-201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最佳學校表現獎 本校

2009-201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最佳學校創意獎 本校

2009-201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4B 劉珈喬

2009-201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6A 林敏卿

2009-201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6A 許詠祺

2009-2010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教藝兩全 2011 教師創作‧師生互動作品展 師生互動組 5D 余富安

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09-2010 香港遊樂場協會 青藝節 2009︰「青藝新星作品賞」 金獎 7A 黃加頌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B 吳凱柔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B 梁婉珊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B 陳碧琪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B 曾珮欣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B 黃詠珊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B 劉珈喬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C 呂倩婷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C 梁詠芯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E 蘇喜樂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6A 許詠祺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6A 鄭曉媛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7A 石海如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7A 黃加頌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大獎 ( 學生組 ) 6A 林敏卿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大獎 ( 學生組 ) 6A 陳嘉瑩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時間」攝影比賽暨展覽 優異獎 ( 學生組 ) 4B 林曉君

2009-2010 大元邨銘恩中心 「潮流藝墟之畫出豐盛人生」藝墟活動 作品參展 6A 林敏卿

2009-2011 大元邨銘恩中心 「潮流藝墟之畫出豐盛人生」藝墟活動 作品參展 6A 廖瑋玲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4B 莫英廉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7A 石海如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7A 黃加頌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5D 余富安

2009-2010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7A 葉詠珠

2009-2010 知識產權署、香港海關合辦 「尊重網上知識產權」卡套設計比賽 優異獎  5B 陳珮妍

2009-2010 鄰舍輔導會賽馬會
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大埔家 添關愛 II」計劃中的壁畫創作比賽 亞軍 6A 廖瑋玲

2010-2011 大埔區議會 大埔美景攝影比賽 入選參展 7A 廖瑋玲

2010-2011 大埔農墟 大埔農墟六周年攝影比賽 優異獎 5E 麥泳儀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大獎 5E 麥銘恩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優異獎 4B 何嘉欣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優異獎 4C 張淑妍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優異獎 5E 麥泳儀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優異獎 7A 林敏卿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4B 李頌恩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5B 林曉君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捕捉永恆」攝影比賽暨展覽 入選參展 5C 梁詠芯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資優教育組聯合辦 「薈萃館」藝術比賽 ( 公開組 - 數碼攝影 ) 優異獎 5B 黃詠姍

2010-2011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樹木攝影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5B 鄧軍淦

2010-2011 香港心理衛生會油麻地展能中心 『我』『愛』『社區』攝影比賽 亞軍 ( 學生組 ) 5E 麥銘恩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7A 李曼永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7A 鄭曉媛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4A 卓敏麗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4B 何泳釺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4B 李頌恩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王忻怡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吳凱柔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林曉君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莫英廉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黃仕雅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黃詠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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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黃羨怡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劉珈喬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B 鍾笑瑤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C 呂倩婷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C 袁穎恩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C 梁晞文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C 梁詠芯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C 許晉騫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C 鄭國欣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吳芷琳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屈兆麒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梁永言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陳金熹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麥泳儀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鄉世權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關溢曦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5E 蘇喜樂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7A 林敏卿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7A 陳嘉瑩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7A 廖瑋玲

2010-2011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優質教育基金 《今昔家國六十年》國民藝術教育計劃 作品參展 7A 鄭曉媛

2010-2011 香港教育城 「拾城記」攝影創作比賽 優異獎 5E 麥泳儀

2010-2011 教育局、保良局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 大獎 7A 林敏卿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5B 莫英廉

2010-2011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7A 廖瑋玲

2011-2012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 6B 莫英廉

2011-2012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優異獎 6B 劉珈喬

2011-2012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優異獎 6B 黃詠姍

2011-2012 香港心理衛生會 正向心理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獲參加證書 中三級
全級同學

2011-2012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中學組亞軍 6E 蘇喜樂

2011-2012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中學組季軍 5C 黃嘉希 

2011-2012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秀獎 5A 卓敏麗 

2011-2012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7A 李曼永

2011-2012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7A 羅婉文

2011-2012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5B 賴昕沂 

2011-2012 香港童軍總會 讚好家人 LIKE 漫畫設計比賽 得獎 4C 邱梓謙

2011-2012 香港童軍總會 讚好家人 LIKE 漫畫設計比賽 得獎 4C 劉思諭

2011-2012 香港童軍總會 讚好家人 LIKE 漫畫設計比賽 得獎 5B 何嘉欣

2011-2012 香港童軍總會 讚好家人 LIKE 漫畫設計比賽 得獎 5C 張淑妍

2011-2012 教育局、保良局合辦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比賽暨展覽︰「捕捉永恆」 大獎 7A 林敏卿

2011-2012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6C 梁詠芯

2011-2012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優異獎 6E 吳芷琳

2011-2012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文化新領域」節目 獲邀分享 6B 莫英廉

2011-2012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文化新領域」節目 獲邀分享 7A 石海如

2011-2012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文化新領域」節目 獲邀分享 7A 林敏卿

2011-2012 學友社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入選第一輪評核 6B 林曉君

2012-2013 世界瓷畫家亞洲分會 世界瓷畫家亞洲分會展覽 入選參展 5C 林婉婷

2012-2013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6B 莫英廉

2012-2013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A 卓敏麗

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A 羅嘉美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B 李寶健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B 李　艷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5B 鄧紫棋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4B 吳岑榮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4B 香婉婷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4C 宗敬天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優異獎 4C 徐子璇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我還看得見 – 通識科的藝術專題研習」 亞軍 5A 黃俊中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我還看得見 – 通識科的藝術專題研習」 季軍 5A 余寶珊

2012-2013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我還看得見 – 通識科的藝術專題研習」 冠軍 5C 林婉婷

2012-2013 教育局與保良局合辦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作比賽暨展覽︰
「圖像‧想像」 嘉許狀 5B 梁凱妍

2012-2013 教育局與保良局合辦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作比賽暨展覽︰
「圖像‧想像」 嘉許狀 6C 許晉騫

2012-2013 教育局與保良局合辦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創作比賽暨展覽︰
「圖像‧想像」 優異獎 7A 李曼永

2012-2013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6B 莫英廉

2012-2013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6E 許晉騫

2012-2013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大獎 ( 立體組 ) 6E 蘇喜樂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3B 黃芷羚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B 吳岑榮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B 李寶健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5A 余寶珊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5B 林堡熙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5B 邵麟雅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5C 林婉婷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5C 張淑妍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冠軍 4C 劉思諭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優異獎 2D 吳卓怡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優異獎 4B 劉紫晴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優異獎 5A 黃俊中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優異獎 5C 邱梓謙

2012-2013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優異獎 5C 羅曉楠

2013-2014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5A 羅嘉美

2013-2014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5B 吳岑榮

2013-2014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5B 李   艷

2013-2014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5C 徐子璇

2013-2014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6C 林婉婷

2013-2014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6A 黃俊中

2013-2014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5C 宗敬天

2013-2015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C 邱梓謙

2013-2016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C 劉思諭

2013-2014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統籌、教育局支持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最踴躍參與獎 本校

2013-2014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統籌、教育局支持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最後十六強 5A 甘淑儀

2013-2014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統籌、教育局支持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最後十六強 5A 羅嘉美

2013-2014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4C 王胤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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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13-2014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5C 劉昕茗

2013-2014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6C 林婉婷

2013-2014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光的藝術」創作比賽 入選參展 6C 羅曉楠

2013-2014 教育局、保良局合辦 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人間有情」 嘉許狀 5B 李   艷

2013-2014 教育局、保良局合辦 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人間有情」 嘉許狀 6C 林婉婷

2013-2013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6C 劉思諭

2013-2014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嘉許狀 6A 黃俊中

2013-2014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嘉許狀 6C 邱梓謙

2013-2014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銀獎 6C 林婉婷

2013-201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主辦、
香港南華早報協辦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繪畫比賽 入圍 4B 吳卓怡

2013-201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主辦、
香港南華早報協辦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繪畫比賽 入圍 6C 劉思諭

2014-2015 孔教學院 孔聖盃中華色彩服裝設計比賽 進入決賽 5B 苗凱婷

2014-2015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選參展 5C 廖思琪

2014-2015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A 羅嘉美

2014-2015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B 吳岑榮

2014-2015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B 李   艷

2014-2015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C 宗敬天

2014-2015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及優異獎 6C 徐子璇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三等獎 2D 林靜欣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三等獎 2D 黎紹洭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三等獎 4B 伍嘉慧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5B 吳卓怡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4B 王之恩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1A 王露霏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1A 徐彥恒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2D 梁智樂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1C 曾穎瑜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1D 黃知彥

2014-2015 保良局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 獎狀 ( 校內賽 ) 4D 潘子澄

2014-2015 香港欖球總會及滙豐 「國泰航空 / 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15」
「支持香港隊」T 恤設計比賽 入圍最後十強 5C 鄭思穎

2014-2015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嘉許狀 6A 李其豐

2014-2015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6B 吳岑榮

2014-2015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選參展 6C 盧博聞

2014-2015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金獎 (15 至 18 歲組 - 
中國水墨組 ) 6C 徐子璇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A 李寶怡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A 陳可兒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A 鄭曉瑩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B 伍嘉慧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B 何   珊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選參展 4B 李栩彤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傑出獎 4A 湯靖如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傑出獎 4A 黃樂怡

2014-2015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傑出獎 5C 吳卓怡

2015-2016 f ingertips 「主動繪出藝術人生」青少年設計比賽 (亞太區) 入圍二十強亞洲區
參展作品 6C 馮鎧欣

年份 主辦單位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2015-2016 Ricoh Hong Kong Limited Soko x Hello kitty x Ricoh 畫畫大賽 優秀大獎 6C 馮鎧欣

2015-2016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圍參展 6B 吳卓怡

2015-2016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圍參展 6C 王胤兆

2015-2016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圍參展 6C 馮鎧欣

2015-2016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圍參展 6C 廖思琪

2015-2016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統籌、教育局支持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優秀設計圖獎 5B 王之恩

2015-2016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統籌、教育局支持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優秀設計圖獎 5B 伍嘉慧

2015-2016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統籌、教育局支持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優秀設計圖獎 5B 陳河沅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 金獎 ( 中國書畫組 ) 6C 徐子璇

2015-2016 香港城市大學 中學生傑出作品展 頭 50 名入圍
傑出畫作 6C 馮鎧欣

2015-2016 教育局與保良局合辦 國際學生視覺藝術比賽暨展覽︰「和諧」 金獎 (15 至 18 歲組 - 
中國水墨組 ) 6C 徐子璇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5A 周子浩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5A 陳可兒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5B 何   珊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5B 陳威廉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3D 杜嘉儀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金獎 (12 至 14 歲組 - 
中國水墨組 ) 3D 梁智樂

2015-2016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嘉許狀 (15 至 18 歲組 
- 中國水墨組 ) 5B 岑卓安

2015-2016 聖約翰座堂「愛之家」諮詢及服務中 全港青年「向零進發」標誌設計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5B 何   珊

2016-2017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16 香港藝術發展獎 「藝術教育獎」
（學校組） 本校

2016-2017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6B 伍嘉慧

2016-2017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入圍參展 6C 馮鎧欣

2016-2017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嘉許狀 6C 廖詩琪

2016-2017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嘉許狀 4A 彭穎嵐

2016-2017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將愛傳出去感恩祭風箏設計比賽 中學組亞軍 4A 杜嘉儀

2016-2017 藝育菁英基金會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大埔區優異獎 5A 馬慧舲

2017-2018 九龍倉置業有限公司 ( 九龍倉 ) 旗下海港城、
時代廣場、荷里活廣場合辦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入圍參展 5B 譚慧珊

2017-2018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入圍參展 5A 杜嘉儀

2017-2018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
東區區議會贊助、傳藝中心承辦 青年視覺藝術展 年度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 6A 馬慧玲

2017-2018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舉辦 當代中學生繪畫比賽 傑出學校獎 本校

2017-2018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舉辦 當代中學生繪畫比賽 優異獎 5A 劉靜雯

2017-2018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主辦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入圍參展 6A 馬慧玲

2017-2018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主辦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入圍參展 6B 黃綺晴

2017-2018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主辦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立體組嘉許狀 5B 楊雅之

2017-2018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圍參展 4D 陳俊宇

2017-2018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圍參展 4D 王諾軒

2017-2018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大愛同行暨面具設計比賽 入圍參展 4D 李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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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王俊宇3B  陳桌靈3B  鄭幸兒3B  吳采兒

3A  劉彥麟 3B  吳紫婷3B  盧凱昭3B  譚家均

3B  程甘迪 3D  郭文迪3C  鄧文諾 3D  麥心瑩

3B  馬浩文 3C  夏偉豪3B  梁嘉俊3D  梁肇彤

3A  徐月明3B  梁梓軒3B  陳寶兒 3B 郭子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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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楊老師及一眾參與老師與參觀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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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2 日　中四至中六級視藝科師生　攝於創校廿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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