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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結業頒獎典禮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 

純陽堂 

 

程序表 

一、齊集 

二、肅立 

三、主禮人進場 

四、奏國歌 

五、恭誦  太上道祖頌 

六、齊向  太上道祖聖像行三鞠躬禮 

七、唱校歌 

八、致訓辭      趙球大校監 

九、頒獎 

十、致謝辭      吳友強校長 

十一、致送紀念品 

十二、合照 

十三、合唱團表演 

十四、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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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歌                湯國華詞  郭嘉寶曲  

 

敬 教 匡 時 勸 學   明 道 立 德 為 宗  

巍 峨 學 府 秉 中 庸 

樹 人 膺 巨 任   淑 世 醒 愚 蒙  

八 德 倫 常 恪 守   萬 方 化 被 同 風  

玄 門 學 養 重 融 通 

乘 時 當 淬 礪   奮 發 竟 全 功  

 

--------------------------------------------- 
 
太上道祖頌 
 
惟 我 道 祖   博 大 莫 名 

象 啟 元 始   炁 涵 太 清 

周 室 守 藏   函 谷 傳 經 

觀 妙 觀 徼   惟 微 惟 精 

知 足 不 辱   知 常 則 明 

詮 言 玄 奧   煦 育 群 生 

東 來 紫 氣   化 被 滄 瀛 

熙 熙 有 眾   春 臺 同 登 

遵 循 景 行   緬 懷 儀 型 

必 恭 必 敬   頌 祝 惟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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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獎  錄  2019 - 2020 

 

獎  學  金 

 

19-20年度侯寶垣獎學金 (本獎學金會於20-21年中學校典禮中頒發) 
5A 梁倩怡 5A 顏雅斯 5A 伍可茵 5C 余凱霖 5A 邱佳碧 

4A 鄺煒城 4A 林文靜 4A 蔡晴銘 4A 伍卿娜 4B 許妙賢 

3D 王印威 3D 王印權 3D 楊浩添   

2D 孫彗恩 2D 杜柏霆 2B 鄧  盈   

1B 林靜雅 1D 邱焯南 1C 梁俊豪   

 

香港道教聯合會獎助學金 
1B 林靖雅 2D 孫彗恩 3D 王印威 4A 蔡晴銘 4A 林文靜 

4A 伍卿娜 4A 鄺煒城    

 

 

鄧國材獎助學金 
1A 莊穎欣 4B 范樂兒    

 

陳呂重德獎助學金 
4B 林啓穎 5D 梁嘉棋    

 

鄧顯公獎助學金 

1C 梁俊豪     

 

圓玄學院獎助學金 
2D 陳莹妮 4A 唐藝珊 5A 顏雅斯   

 

湯國華獎助學金 
5A 伍可茵 5A 梁倩怡 5A 黃家駿 5A 顏雅斯  

6A 梁  翹 6A 馮銘昕 6A 劉俊勤 6A 趙朗傑  

 

信善紫闕玄觀獎助學金 
3D 王印威 5A 梁倩怡 6A 馮銘昕   

 

朱余月容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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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張家浚 3D 楊浩添    

黃功駢獎助學金(中學服務) 

4A 唐藝珊   

 

黃成益獎學金 

5A 吳坤霖 6A 林瀚霆 

 

竹林仙館獎學金 

1D 邱焯南 2D 杜柏霆 3D 王印權 

 

香港道教聯合會泓澄仙觀慈善基金獎學金 

5A 林鑫亮 5A 伍可茵 5A 李美欣 

 

學寶獎助學金 
5A 梁倩怡 4A伍卿娜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5A  顏雅斯   

 

羅氏慈善基金 :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6B 鄺賀俊 6C 劉嘉琳  

 

WeCan Scholarship Scheme 2019/20 
畢業生： 謝雪心 高健智 冼致瑩 盧逸禮 劉鎮真 

  

2019 黃廷方獎學金                                 

5A 邱佳碧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5A 邱佳碧 5A 伍可茵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普通話科  

1A 莊穎欣 1D 余柏禧 1C 鄧梓鋒 1D 陳芷冰  

2B 鄧盈 2C 歐子樂 2D 孫彗恩 2D 章肇洸  

3D 王印威 3D 王印威 3D 王浩斌 3D 王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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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外  比  賽  獎  項 

 

紅十字會「愛心相連大行動 2019」迪迪熊慈善義賣活動 
青松中學                                            愛心校園獎、長期支持大獎 

 

CYC花卉義買籌款 
青松中學                                                                金獎 

 

教育局『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青松中學                                                              嘉許獎 

 

2019觀塘區優秀義工 
5A 林宜蓉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觀塘區優秀學生  

5A 邱佳碧      

 

2019-2020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梁  翹 6A 張弘龍     

 

哈佛圖書獎  

5A 伍可茵 5A 梁倩怡 5A 楊名希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2019  

5C 吳逸嫻     表揚狀 

 

青苗學界進步獎 
3D 袁嘉煒 3D 王印權 4A 潘孝鈞 4A 樊家傑 4D 譚家樂 5D 張展楷 

6A 梁  翹      

 

「2019 新地齊讀好書計劃」- 喜閱漂遊  

3D 楊浩添     金獎 

3D 袁嘉煒     銀獎 

3D 王印權 3D 王印威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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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Builder organized by Wiseman Education     

Foundation Level High Distinction Award  (HK Top 10)  

1B 鍾柏曦      

  

Level 3 Distinction Award (HK Top 40) 

3C 郭鎧淇      

 

Foundation Level Distinction Award (HK Top 40) 

1A 莊穎欣 1B 陳志睿 1B 陳錦珍 1B 蔡芷瑤 1B 許  晴 1B 郭浩諾 

1B 林靖雅 1B 李思雨 1B 施婉瑩 1C 朱俊源 1C 郭英源 2B 李倩彤 

2B 鄧  盈      

 

Outstanding Award 

Top 1 in school Level 5 5A 林鑫亮 

 Level 4 5A 羅籽駿 

 Level 3 3C 郭鎧淇 

 Level 2 4B 楊澤鋒 

 Level 1 1D 吳嘉灝 

 Foundation Level 1B 鍾柏曦 

Top 2 in school Level 5 5A 梁倩怡 

 Level 4 5A 鄭渙錡 

 Level 3 3D 王印威 

 Level 2  3B 林家強 

 Level 1 1D 馮嘉民 

Top 3 in school Level 5 5A 伍可茵 

 Level 4 5A 林宜蓉 

 Level 3 3C 黃麗畑 

 Level 2 3A 鄧光鴻 

 Level 1 1D 李韋言 

 

Wall Street English - 2019 Have Your Voice Heard Video Shooting 

Competition: 

4A 符恩萊    4A 楊靜嵐    4A 潘孝鈞    4B 麥汶錡             1st Runner-up 

4B 馮俊傑    4B 許妙賢    4B 吳子軒    4B 黃倬嵐                       

                                         

2019 全球旅遊與旅遊業商校伙伴聯盟(GTTP) 
旅遊文章寫作比賽    5D 黎俊希   5D 楊賢浩                       香港區優勝者 

旅遊攝影比賽        5B 張智茵                                    全球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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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個人公開演說 4C 胡嘉豪 4D 李詩樺   冠軍 

 1D 余柏禧 4B 溫健鈞   亞軍 

 4A 潘孝鈞    季軍 

 2C 顏朗軒 2D 曾俊熙 3C 艾  宏 3C 黃偉強 優良 

 3C 郭鎧淇 4B 許妙賢    

小說讀誦 4B 黃倬嵐    亞軍 

 5A 曾詠嵐    優良 

詩詞獨誦 3D 楊浩添    亞軍 

 5B 洪志軒    季軍 

 1B 李思雨 1B 林靖雅 1B 陳錦珍 1B 余靜文 優良 

 1B 林子謙 1D 李韋言 1D 許嘉豪 2A 莫泳熙  

 2A 何潔濘 2C 賴家晴 2D 黃潔盈 3D 楊雪澄  

 4D 伍俊諱 5A 林  亮 5B 陸凱欣 6A 曾泳蕊  

 2A 邱永樂    良好 

集誦 中三丙丁班 (Group 1)   季軍 

 

中文朗誦 
詩詞獨誦 2D 陳顯彰    亞軍 

 1D 陳思思 1D 林曉晴 2B 黃卓妍 2B 林曉彤 優良 

 5C 黃俊豪 3D 王印威 3D 王印權  良好 

普通話詩詞 4D 李思航    季軍 

獨誦 1D 邱焯南 2A 何潔濘 3D 何賢政  優良 

 2A 吳泳垌    良好 

散文獨誦 4A 楊靜嵐    優良 

 2D 葉茂霖 2D 蔡深博   良好 

普通話散文 3D 王印威    季軍 

獨誦 1D 莊子萱 1D 蔡景儀 3C 謝偉明 3D 王印權 優良 

 1D 陳思思    良好 

二人朗誦 5B 謝映彤 6A 曾泳蕊   季軍 

 3D 曾柏熙 3D 楊浩添   優良 

歌詞朗誦 4C 杜虹慧 4D 關恩婷   優良 

道教詩文作品 5A 邱佳碧 5A 劉雅詩   優良 

朗誦      

 

2019 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朗誦比賽                                
3D 王印權 3D 王印威 4A 茹嘉熙 4A 邱佳碧 4A 林宜蓉 三等獎 



7 

 

4A 劉雅詩 4B 周嘉敏 4B 陸凱欣 4C 吳逸嫻 4C 羅翠茹  

                      

第十二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校園藝術大使 
4B 謝沛樺 5B 阮麗茵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中級組獨唱  4D 張可欣   金獎 

 

手球隊 
以下同學入選香港手球代表隊，並代表香港參與下列賽事： 
全國中學生手球錦標賽 U16                                       亞軍 
5A 吳澤斌 5A 吳坤霖 5B 林文俊 5B 洪志軒 5D 巫迪濤  

      

2019 薩尼克斯杯    

香港男子 U17 手球代表隊 5A 吳澤斌 5A 吳坤霖 5D 巫迪濤 

                                                         

男子籃球隊 

第十一屆文協盃(中學組)         

甲組   冠軍 
4A 李錦楊 5A 湯俊鋒 5B 鍾啟棠 5B 劉日希 5D 程錦明 5D 劉偉麟 

5D 黃震暉 6A 張弘龍 6B 鄺賀俊 6D 林鴻鑫 6D  譚文俊  

乙組     亞軍 
2C 林春圳 2C 謝其德 3A 梁俊輝 3B 張靖衡 3B 林熹俊 3B 曾煒程 

3C 林柏文 3D 鍾遠達 3D 王浩斌 4A 陳凱裕 4B 林啟穎 4B 林健峰 

4D 梁展誠 4D 謝祖佑 4D 黃煒峰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九龍區第二組    

甲組   亞軍 

4A 李錦楊 5A 湯俊鋒 5B 鍾啟棠 5B 劉日希 5D 程錦明 5D 劉偉麟 

5D 黃震暉 6A 張弘龍 6B 鄺賀俊 6D 林鴻鑫   

 

越野隊 

中學校際越野賽        第三組第四區 

男子甲組    季軍 
3D 關煒權 5A 陳文威 5A 吳坤霖 5B 黃永立 6B 鄺賀俊 

 
6D 羅俊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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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甲組個人獎項 5B 黃永立   第五名 

  5A 吳坤霖   第八名 

 

慈善 PB 跑 2019 x 樂心繽 Fun Run—將軍澳站 
10 公里男子組(1999-2003) 5B 黃永立    亞軍 

 5A 吳坤霖    季軍 

10 公里男子組(2004-2007) 3D 楊浩添    殿軍 

10km 學校男子組 5B 黃永立  5A 吳坤霖  3D 關煒權  3D 楊浩添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聯校高爾夫球比賽                             亞軍                                    

3B 安展鵬 3B 張樂軒 3C 孫仲庭    

                              

YMCA 球學計劃之台灣國際氣球藝術大會中型氣球藝術創作賽                      
4C 關煥光 4D 劉俊言    「佳作」獎 

 

香港 STEM 培育協會「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電話攝影比賽                           
6B 唐綺婧 6D 林忻蓓    優異獎 

 

一藝術基金會主辦藝術石頭畫創作大獎賽                      
4B 范樂兒     入圍作品獎 

 

校  內  獎  項 

 

品學兼優獎 
5A 梁倩怡 5B 阮麗茵 5C 余凱霖 5D 吳雨樂   
4A 鄺煒城 4B 許妙賢 4C 何子豪 4D 冼柏橦   
3D 王印威 3D 王印權 3D 楊浩添 3D 關煒權 3D 何賢政  
2D 孫彗恩 2D 杜柏霆 2B 鄧  盈 2D 陳莹妮 2D 蔡深博  
1B 林靜雅 1D 邱焯南 1C 梁俊豪 1D 羅紫晴 1D 劉子謙  

 

自我實踐獎勵計劃-最顯著進步獎 
1C 朱俊源 2B 鄧盈 3D 阮茵宜 4D 溫家圳 5C 陳浩安  

 

服務獎 
2A 莫詠熙 2A 何浩寧 4A 阮子瑜 4A 林潔嫻 4A 唐藝珊 5A 邱佳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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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林  亮 5A 張佩琳 5A 顏雅詩 5A 吳澤彬 5A 蘇思淇 5A 林  旭 

5B 陸凱欣 5B 彭  晴 5C 鄧梓軒 5C 吳逸嫻 5D 鍾啟棠  

 

學生導師獎勵計劃 

4A 唐藝珊    最傑出學生導師獎 

4A 蔡子欣 4A 何秀霖 4A 潘孝鈞 4A 冼柏楠 4B 莫添熙 金獎 
4B 蘇詠妤 4B 黃倬嵐 4C 洪皓進 4C 杜虹慧 4C 黃嘉裕  

4C 楊嘉瑞 4D 張可欣 4D 趙定輝 4D 蔡添銳 4D 冼柏橦  

 

優秀表現風紀 

4A 唐藝珊 5A 吳澤斌 5A 顏雅斯 5A 曹幸兒  傑出風紀 

4A 冼柏楠 4D 冼柏橦 5A 林鑫亮 5A 張佩琳 5A 羅籽駿 優秀表現 

5A 林宜蓉 5B 黃永立 5D 張翰銘    

 

同學謝謝你獎勵計劃 

學年之星： 1A 莊穎欣     
六月之星： 1C 洪安慈 1C 郭英源 1C 林癸賢 1C 陸凱藍 1C 鄧梓鋒 

 1C 王詩怡 1C 梁俊豪    

全年最多星星班別： 1C    

 

傑出班長 
1A 鄭  曜 1A 莊穎欣 1B 梁文軒 1B 廖柏銘 1B 許  晴 1B 蔡芷瑤 

1C 梁鍵泓 1C 張銘茵 1C 朱俊源 1C 王詩怡 1D 陳思思 1D 羅紫晴 

1D 陳禹翰 1D 古心頤 2A 何潔濘 2A 李俊淇 2A 焦諾言 2B 鄧  盈 

2B 張耀浚 2C 林春圳 2C 陳嘉程 2D 杜柏霆 2D 尹婉琳 2D 黃潔盈 

2D 周文軒 3A 陳籽塋 3A 蔡樂怡 3B 蔡慧儀 3B 劉  晴 3B 植筱臻 

3C 張培恩 3C 關穎茵 3C 施柏濂 3C 邱睿浠 3D 王印權 3D 王印威 

3D 楊浩添 3D 陳樂兒 4A 陳凱裕 4A 符恩萊 4A 蔡子欣 4A 唐藝珊 

4B 陳苑華 4B 蘇詠妤 4B 黃倬嵐 4C 林昊謙 4C 葉尚豐 4C 杜虹慧 

4C 蘇皓恩 4D 趙家輝 4D 翁雪兒 4D 關恩婷 5A 蘇思淇 5A 伍可茵 

5B 周嘉敏 5B 洪志軒 5C 吳逸嫻 5D 梁嘉棋 5D 翁志華  

 

紅十字會優秀團員獎 
3A 翁顥榕 3D 區碧霞 4A 唐藝珊   金獎 

3B 李鈺彤 3B 袁振強    銀獎 

2A 張偉倫 2B 張耀瀚 2D 湯振軒 3B 賴元鵬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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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獎勵計劃 
4D 張可欣     金獎 

3D 黃曉揚 3D 楊浩添 4A 馬詠姿 4A 莫添熙 4A 洪綽瑩 銀獎 

4A 冼柏楠 4C 洪皓進 4D 李詩樺 4D 冼柏橦 5A 陳可盈  

5B 周嘉敏 5C 羅翠茹 5C 吳逸嫻    

2A 莫泳熙 2A 何潔濘 3D 黃芷昕 3D 何賢政 4A 唐藝珊 銅獎 

5A 吳善熒 5A 潘凱琳 5A 劉凱欣 5B 李穎銦 5B 謝映彤  

 

最傑出運動員 

6B 鄺賀俊 5A 吳坤霖     

 

傑出環保大使 
1A 黃星泰 1A 曾穎熙 1B 葉嘉俊 1B 許棋銘 1C 曾天穎 1C 張浩彥 

1D 鄭俊謙 1D 湯鎮熙 2A 馮梓琳 2A 卓鳴鴻 2C 梁敬謙 2D 陳顯彰 

2D 梁進佳 3A 劉子麟 3C 黎柏賢 3D 關煒權 3D 林天生 4A 鄺煒城 

4A 張家俊 4B 蔡泓灝 4C 陳卓希 4C 歐陽彥文 4D 謝祖佑 5A 吳坤霖 

5A 湯俊鋒 5B 黃永立 5B 黃洱榮 5C 湛梓豪 5C 鄧文鋒 5C 鄧梓軒 

5C 陳浩安 5D 葉梓茂 5D 黎俊希    

 

宗教倫理科專題寫作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 1C 林癸賢 1C 張皓朗 1B 張梓輝  
中二 2D 李詠文 2D 陳莹妮 2C 蔡少桓  
中三 3D 王印威 3C 黃麗畑 3C 施柏濂  

中四 4B 麥澄軒 4A 李春燕 4A 蔡晴銘  

中五 5C 余凱霖 5B 黃永立 5A 劉凱欣   

 

班際借書龍虎榜 
初中級冠軍： 1D  高中級冠軍： 4A  

 

網上好書推介之星 

5C 吳逸嫻      

 

「愛在疫境中」班際義工計劃設計比賽 

冠軍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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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藝坊劇本創作比賽  
 最具創意獎 最佳結構獎 最佳故事獎   

初中級 2C 何錦芝 2A 莫泳熙 2C 譚浩賢   

高中級 4D 李詩樺 4A 唐藝珊 4A 冼柏楠   

 

社際才藝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中級個人歌唱組 3D 楊浩添 3D 黃芷昕 1D 莊子萱  

高中級個人歌唱組 4D 李詩樺 4C 洪皓進 5C 黃志康  

公開個人樂器 5D 葉梓茂 4D 張可欣 5A 陳可盈  

公開個人才藝組 5B 莫詠琦 3D 黃芷昕 5A 林  亮  
   3C 關穎茵  

 

社際比賽獎項 
項目     冠軍 

陸運會     明社 

才藝比賽     道社 

 

全年社際比賽總冠軍 ---  明、道社 

 

 

教  職  員  獎  項 
2018-2019 年度「傑出教學獎」 
關榮基副校長 中國歷史科 

謝淑華老師 歷史科 

王楚舜老師 旅遊與款待科 

廖月明助理校長 戲劇縱橫科 

戴鳳萍老師 室內設計科 

尹秀卿老師 中國語文科 

黎曜銘老師 中國語文科 

連曉彤老師 中國語文科 

李國強老師 中國語文科 

蔡海英老師 中國語文科 

陳慧儀老師 延展數學科、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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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競超老師 數學科 

黃曉玲老師 數學科 

鄺婉琛老師 數學科 

高梓揚老師 數學科 

盧冠昌老師 地理科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和投委會合辦：企業與理財教育教學獎 

黃佩恩老師 

 

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全方位關愛老師        林俊豪老師 

關愛教師         黃曉玲老師 

關愛團隊                               訓導委員會 

關愛家長                                馬松仲先生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第24屆全港教師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組               優秀作品獎 

中文組                                                            優秀作品獎 

洪德銘老師 

 

教育局舉辦敬師運動：表揚教師計劃 
黎曜銘老師     凌家樑老師 

 

第 35 屆全港教師長跑大賽暨親子同樂跑

2020 

男子少壯組 季軍 

慈善 PB 跑 2019 x 樂心繽 Fun Run—將軍澳

站 

10 公里男子組(1985-

1991) 

亞軍 

高梓揚老師   
 

沙田區學界朗誦公開賽                    教師組粵語古詩          冠軍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全港家長平面設計比賽 2020  
王楚舜老師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