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獎項－公開比賽及活動花絮 

第四十六屆校際舞蹈節 

由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聯合主辦，並由康

樂及文化事務署贊助的第四十六屆校際舞蹈節。本校

中二級學生吳芷晴憑舞蹈《記住那一秒》，從多間參

賽學校中脫穎而出，獲得甲等獎，《記住那一秒》是

現代舞 / 獨舞。 

 

2009-2010 年全港學界精英越野比賽 

本校共有九位同學參加 2009-2010 全港學界精英越野比賽，中四級李欣嬑同學在一百零六位參賽者中

脫穎而出，在眾多參賽者中獲第十名。 

 



2009-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全新界地域劍擊賽 

林大輝中學劍擊隊於全新界地域劍擊賽中已連續三屆稱雄，連續三年奪得男子團體總冠軍，而女子組

亦連續兩年取得團體總亞軍。在男子重劍、花劍及女子重劍勇奪團體冠軍；男子佩劍及女子佩劍同獲

團體季軍，其中在個人項目中的男子甲組花劍由本校兩名劍手中四級岑建輝同學及中五級崔浩然同學

爭奪冠軍寶座，在該場比賽中雙方鬥得難分難解，未到最後一秒也未能分出勝負，直至最後一刻岑建

輝同學以。 

 

2009-2010 全新界地域校際劍擊比賽 --團體項目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隊伍 隊員 

男子組 (團體) 總冠軍 

女子組 (團體) 總亞軍 

男子 重劍 (團體) 冠軍 男子重劍隊
SS1T 楊子加 SS1E 方 喬 SS1R 羅加銘

JS3D 鍾澤霖 JS3C 鍾榮軒   

男子 花劍 (團體) 冠軍 男子花劍隊
5FH 崔浩然 SS1R 岑建輝 JS3B 梁聖豪

JS3C 吳鎧忠 JS1D 陳奐生   

男子 佩劍 (團體) 季軍 男子佩劍隊
JS3A 曾子軒 JS3D 何思朗 JS3D 冼琮翰

SS1T 麥皓豐     

女子 重劍 (團體) 冠軍 女子重劍隊
SS1T 崔頴妍 JS3A 童彥晴 JS3B 梁旭楠

JS2C 簡嘉雯 JS2D 周思穎   

女子 佩劍 (團體) 季軍 女子佩劍隊 5FH 袁棋茵 SS1P 陳雪雯 SS1T 鄭鈞瑜

2009-2010 全新界地域校際劍擊比賽– 個人成績 

男子 重劍 (個人) 冠軍 男子甲組 SS1E 方 喬 

男子 重劍 (個人) 亞軍 男子乙組 SS1P 游信謙 

男子 花劍 (個人) 亞軍 男子甲組 5FH 崔浩然 

男子 花劍 (個人) 冠軍 男子甲組 SS1R 岑建輝 

男子 花劍 (個人) 季軍 男子乙組 JS3B 梁聖豪 

男子 花劍 (個人) 冠軍 男子乙組 SS1T 楊子加 

男子 花劍 (個人) 亞軍 男子丙組 JS1D 陳奐生 

男子 佩劍 (個人) 季軍 男子乙組 SS1T 麥皓豐 

女子 重劍 (個人) 亞軍 女子甲組 SS1T 崔頴妍 

女子 重劍 (個人) 季軍 女子乙組 JS3A 童彥晴 

女子 重劍 (個人) 季軍 女子乙組 JS3B 梁旭楠 

女子 重劍 (個人) 冠軍 女子丙組 JS2C 簡嘉雯 

女子 佩劍 (個人) 亞軍 女子甲組 5FH 袁棋茵 

女子 佩劍 (個人) 季軍 女子乙組 SS1P 陳雪雯 

女子 佩劍 (個人) 季軍 女子丙組 JS2A 李桂森 

 



2009-2010 沙田及西貢區校際游泳比賽 

林大輝中學游泳隊於沙田及西貢區聯校水運會中喜締佳績，其勇奪男子團體乙組、丙組兩項全場冠

軍，而男子甲組及女子丙組則奪得團體季軍，其中中二級同學黎亦鏗更改寫男子丙組五十米自由泳的

紀錄。 

2009-2010 年度上學期本校運動代表隊獲獎一覽表 

2009-2010 沙田及西區校際游泳比賽 --- 團體項目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 

SS1E 黎彥麟 SS1E 林健熙 SS1T 張智揚

SS1T 趙偉竣 5ES 陳裕輝 5ES 呂曦陽

5ES 張子杰 5FH 王佳翰 7G1 布柏添

男子乙組 (團體) 冠軍 男子乙組 

JS1C 陳偉健 JS2A 陳卓文 JS2C 鄭俊軒

JS3B 黃逸程 JS3B 黃偉傑 SS1P 林朗熙

JS3D 鍾澤霖 JS3D 劉峻崚 SS1E 李耀昇

SS1E 溫皓賢 SS1E 吳銘軒   

男子丙組 (團體) 冠軍 男子丙組 

JS1A 阮柏豪 JS1B 黃彥博 JS1B 董德灝

JS1B 張智謙 JS1C 曾子維 JS1C 黃銘舜

JS1D 梁栢睿 JS2B 梁梓鋒 JS2C 鄭偉良

JS2D 黎亦鏗     

女子丙組 (團體) 季軍 女子丙組 

JS1A 周巧敏 JS1A 鄺紫柔 JS1A 梁之蔓

JS1B 阮可喬 JS1C 梁卓怡 JS1C 胡芷欣

JS1D 呂曉昕 JS1D 盧嫣然 JS2D 吳可蕎

JS2D 余曉晴 JS2D 周思穎   

4 x 50 米四式接力 季軍 男子甲組 SS1E 黎彥麟 SS1T 趙偉竣 5ES 陳裕輝 5ES 張子杰 

4 x 50 米自由接力 季軍 男子乙組 JS1C 陳偉健 JS3B 黃逸程 JS3D 鍾澤霖 SS1E 溫皓賢

4 x 50 米四式接力 冠軍 男子乙組 JS3D 劉峻崚 SS1E 李耀昇 SS1E 吳銘軒 SS1P 林朗熙

4 x 50 米自由接力 季軍 男子丙組 JS1B 黃彥博 JS1B 張智謙 JS1C 黃銘舜 JS1D 梁栢睿

4 x 50 米四式接力 冠軍 男子丙組 JS1A 阮柏豪 JS1C 曾子維 JS2B 梁梓鋒 JS2D 黎亦鏗

4 x 50 米四式接力 季軍 女子丙組 JS1A 周巧敏 JS1C 胡芷欣 JS2D 吳可蕎 JS2D 余曉晴

 



 

2009-2010 沙田及西區校際游泳比賽 -- 個人項目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隊伍 隊員 

二百米背泳 季軍 男子甲組 5ES 張子杰 

五十米自由泳 季軍 男子甲組 SS1E 黎彥麟 

二百米自由泳 季軍 男子乙組 SS1E 吳銘軒 

五十米胸泳 季軍 男子乙組 SS1E 李耀昇 

一百米胸泳 冠軍 男子丙組 JS2B 梁梓鋒 

二百米胸泳 冠軍 男子丙組 JS2B 梁梓鋒 

五十米自由泳 
冠軍 

(破紀錄) 
男子丙組 JS2D 黎亦鏗 

一百米自由泳 冠軍 男子丙組 JS2D 黎亦鏗 

五十米背泳 冠軍 男子丙組 JS1A 阮栢豪 

一百米背泳 亞軍 男子丙組 JS1A 阮栢豪 

二百米個人混合泳 冠軍 女子乙組 SS1T 袁淑慧 

五十米自由泳 季軍 女子乙組 SS1T 袁淑慧 

一百米自由泳 冠軍 女子丙組 JS2D 余曉晴 

五十米自由泳 季軍 女子丙組 JS2D 余曉晴 

五十米蝶泳 亞軍 女子丙組 JS1A 周巧敏 

二百米自由泳 亞軍 女子丙組 JS1A 周巧敏 

一百米自由泳 亞軍 女子丙組 JS1C 胡芷欣 

五十米背泳 亞軍 女子丙組 JS1C 胡芷欣 

 



 

2009-2010 沙田及西貢區校際越野比賽 

 

2009-2010 沙田及西區校際越野比賽 --團體項目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隊伍 隊員 

男子甲組 (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 

SS1T 趙偉竣 SS1T 張瑋竣 5PS 周倬匡

5CH 洪皓威 5ES 陳裕輝 5ES 呂曦陽

5FH 黃啟秦 5ES 張柏崙 5ES 張子杰

男子乙組 (團體) 殿軍 男子乙組 

JS2A 陳頌天 JS2A 陳卓文 JS2C 鄭俊軒

JS3B 區淩鋒 JS3D 吳有朋 JS3D 劉峻崚

SS1E 吳銘軒 SS1T 陳炳均 SS1P 梁鈞湛

女子乙組 (團體) 亞軍 女子乙組 

JS1D 鄭可媛 JS1D 何梓澄 JS2A 林素怡

JS3A 董爵賢 SS1E 李欣嬑 SS1P 陳雪雯

SS1R 廖韋婷 SS1T 周愷悅 SS1T 袁淑慧

女子丙組 (團體) 季軍 女子丙組 

JS1A 周巧敏 JS1C 胡芷欣 JS1D 呂曉昕

JS2A 吳芷晴 JS2B 黎舒寧 JS2B 利愷盈

JS2B 香伊倫 JS2B 黃詩媛 JS2B 周思穎

2009-2010 沙田及西區校際越野比賽 – 個人成績 

個人 冠軍 男子甲組 5ES 張子杰 

個人 季軍 男子甲組 SS1T 趙偉竣 

個人 冠軍 男子乙組 JS3D 劉峻崚 

個人 冠軍 女子乙組 SS1E 李欣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