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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6-2007   學校活動簡介 

1) 2006- 2007年度課外活動小組/學會一覽表 
 
 學術 

學會名稱 參加人數 負責老師 

中文學會 15人 楊俊明老師 

英文學會 60人 葉瑞冰老師 

數學學會 70人 彭源長老師 

科學學會 30人 陳旺安老師 

中史學會 30人 潘健侶老師 

世史學會 40人 梁煥如老師 

地理學會 30人 吳華強老師 

電腦學會 30人 周立群老師 

政公學會 25人 余國維老師 

體育學會 100人 陳廣熙老師 

創意工作室 20人 楊秀卓老師 

普通話學會 65人 葉秋金老師 

旅遊及旅遊業學會 25人 黎志榮老師 

 
 服務 

學會名稱 參加人數 負責老師 

童軍 30 人 黎志榮老師 

紅十字會 30 人 江麗宜老師 

交通安全隊 30 人 江麗宜老師 

公益少年團 62 人 林麗貞老師 

少年警訊 60 人 黃文春老師 

圖書館學會 40 人 區麗芳老師 

基督少年軍 60 人 敖卓綾老師 

  
興趣 

學會名稱 參加人數 負責老師 

環保學會 50 人 李建雄老師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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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班 30 人 江麗宜老師 

現代舞班 30 人 江麗宜老師 

棋藝學會 不限 周錦勝老師 

校園電視台 25 人 陳春明老師、黎敏婷老師 

英文朗誦隊 80 人 陳佩芝老師 

英文閱讀小組 20 人 孫慧儀老師 

運動員聯會 300 人 梁  喜老師 

天文學會 100 人 呂明德老師 

心誠劇社 25 人 宋翠雲老師 

管樂團 50 人 鄧慧明老師 

管弦樂團 60 人 鄧慧明老師 

合唱團 50 人 鄧慧明老師 

魔術學會 30 人 楊秀卓老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30 人 梁志慧老師 

 
 
2) 2006-2007 年度課外活動一覽表 
一、定期活動 

日期 活動 負責組別 

逢星期三 
 

逢星期一 
逢星期六 

各合唱團及樂器班 (小提琴, 大提琴, 長笛, 
單簧管, 銅管, 敲擊樂) 
管弦樂團 
管樂團及初級管樂團 

合唱團、管弦樂團、 
管樂團、初級管樂團 

逢星期六 步操訓練 交通安全隊 

每兩月一次（共四次） 中一長跑 體育學會 

逢星期五 棋藝聚會 棋藝學會 

逢星期四 跆拳道訓練 跆拳道班 

10 月-6 月 
逢星期三 

「一生一體藝」：小提琴班、大提琴班、長笛
班、單簧管班、小號班、管弦樂合奏班、合
唱團、書法及國畫班、多元藝術班、素描班、
天才建築師、漫畫班、現代舞初班 

課外活動組 

10 月-6 月 逢星期六 「一生一體藝」：戲劇班、現代舞高班 課外活動組 

全年   逢星期六 現代舞高班 現代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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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圖書館館理員當值 圖書館學會 

全年 籃球訓練班、手球訓練班、排球訓練班 運動員聯會 

全年 Live English Program 英文學會 

全年 S1English Lunch Activity 英文學會 

全年  逢星期六 
（下午 2:00-4:00） 

戲劇排練 劇社 

全年 中一至三「我愛香港少年網」網上閱讀活動 中文科 

9 月-6 月 
9 月-6 月 
9 月- 6 月 
9 月- 6 月 
9 月- 6 月 
9 月-6 月 
9 月-6 月 

閱讀大使 
圖書館領袖生訓練 
班際借閱比賽 
個人借閱龍虎榜 
六十本好書推介 
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多繽 Fun 閱讀獎勵計劃 

圖書館學會 

9, 10, 11 月 朗誦練習 英文朗誦隊 

全年 廢紙回收 環保學會 

10 月-11 月、6 月-7 月 朗誦練習 英文朗誦隊 

3/10, 21/10, 22/10, 
10/11, 2/12, 17/12, 
20/1, 1/3, 18/3, 20/4, 
6/5, 13/5, 1/6 

會員聚會 
 
 

英語閱讀興趣小組 

24/2-11/5  逢星期二 義工訓練課程 非凡義工隊 

逢星期六 9:30-12:00 集會 童軍 

逢星期六 集會 基督少年軍 

每兩星期一次，逢星期
三 

活動片段播放 校園電視台 

23/4、7/5、14/5、4/6、
11/6、7 月 

領袖訓練計劃─小組訓練 訓導組 

28/3-31/5， 逢星期三 創意媒體工作坊 視覺藝術科 

3/2、10/2、3/3、10/3、
17/3 、 24/3 、 31/3 、
14/4， 
逢星期六 

時裝大本營 視覺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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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定期活動 

日期 活動 負責組別 

   
4/9 「保持環境清潔，活出健康」承諾日 全人教育組 

8/9 敬師日 德育組 
12/9 「紅十字會」講座 紅十字會 
14、25/9，9、17/10 預科中國文學─劇本創作工作坊 中國文學科 
15/9 仁社社員大會 課外活動組 
16/9 中一「歷史與文化科」家長講座 歷史與文化科 
18/9 愛社社員大會 課外活動組 

19/9 信社社員大會 課外活動組 

20/9 義社社員大會 課外活動組 
21/9 中一至中三多媒體戲劇表演 劇社 
16/9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校園開放日─

義工服務 
非凡義工 

20/9 濕地體驗 科學學會 
23/9 北區倡健學校計劃 06-07「心肺復甦好易學、

好易做」 
體育科及健康教育組 

28/9 國慶升旗典禮 公民教育組 
29/9 戲劇表演─「詩詞狂想曲」 中文科 

29/9 公益金便服日 社會服務組 
30/9 電影與文學講座 中國文學科 
30/9 家長教師會月餅製作班 家長教師會 
10 月-7 月 青蔥園丁中學生種植體驗計劃 科學科 
1-2/10 「好朋友大本營」─『朋輩輔導員訓練營』 輔導組 

3 及 6/10 陸運會 體育科 
5/10 創意思維教育節目「坐出創意」 中文科 
13/10 參觀科學館 科學科 
14/10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家長教師會 
14、19、20、21/10 《語言的藝術》工作坊 中文科 
17/10 新隊員購買隊衫 基督少年軍 

18/10 會考中國語文講座 中文科 
18/10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全人教育組 
20/10 舞劇─「羅密歐與朱麗葉」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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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重建榮光棠「步行籌款」 基督少年軍 
23/10 中一生態講座 科學科 
23/10 學生會答問大會 課外活動組 
23/10 中七保齡球課程 體育科 
24/10 中一及中二中文科講座 中文科 

24/10 學生會交職禮 課外活動組 
25/10 2006-07 跨校閱讀大使計劃培訓活動─閱讀

二重奏 
圖書館 

26/10 中二生態講座 科學科 
27/10 中一輔導組活動 輔導組 
27/10 普通話朗誦比賽 普通話科 
31/10 中一及中二英文戲劇 英文學會 
18、19、20、23、
25/10 

龍躍頭全方位考察 歷史與文化科 

27/10 2006-07 跨校閱讀大使計劃培訓活動─如何
做閱讀的代言人 

圖書館 

29/10 基督少年軍周年大會操 基督少年軍 

4-5/11 遠足實習營 基督少年軍 
4/11 廣州南越王墓全方位考察 歷史與文化科 
5/11 「新界區公益金百萬行」服務 交通安全隊 
6/11 秋季環保旅行︰ 

中一 東龍島探索 
中二 大棠郊野公園 
中三 大澳門郊野公園 
中四 大埔大尾篤 
中五 大帽山郊野公園 
中六 石澳 
中七 流水響、清水灣 

 

9/11 參觀作品集展覽 視覺藝術科 

10、17/11 「Smart 學習法」工作坊 輔導組 
10/11 《語言的藝術》表演 中文科及文學科 

11/11 「心肺復甦好易學、好易做」考核大會暨嘉
許典禮 

體育科及健康教育組 

12/11 《語言的藝術》工作坊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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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禁毒滅罪耀北區開幕典禮》音樂表演 管樂團 
12/11 《禁毒滅罪耀北區 2006》分享會義工服務 童軍、基督少年軍、交通安

全隊 
13、20/11 「乘風生命共融計劃」海上歷奇體驗 輔導組 
14/11-15/12 「好朋友時間」 輔導組 
19/11 香港紅十字青少年金禧紀念 1956-2006 紅十字會 
21/11 中一、二武術表演 體育科 

22/11-13/12 「我要 Smart」小組 輔導組 
23/11 畢業典禮服務 基督少年軍、童軍、紅十字

會、交通安全隊 
24-25/11 心誠野營 輔導組 
25/11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科 
25/11 「禁毒滅罪耀北區」服務 童軍 
25/11 參觀尖沙咀警署 公民教育組及綜合人文科 

25/11 中學生中文文學寫作工作坊 中國文學科 

27/11 中四至中七禽流感專題講座 健康教育組 
28/11 中一長跑 體育科 
29/11 中三長跑 體育科 
29/11 English Ambassador¡s Day 英文學會 
30/11 中二長跑 體育科 

11-12 月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 
12 月 電影欣賞 西史學會 
2-3/12 露營訓練 童軍 
2-3/12 義工訓練營 非凡義工 
4-5/12 生態學教育營 生物科 
9/12 普通話講故事及演講比賽 普通話科 
9/12 香港中文大學交流 歷史與文化科 

9/12 「北區體育會執行委員就職典禮」服務 基督少年軍、紅十字會及交
通安全隊 

10/12 2006-07 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健康城市推
廣活動」之「健康家庭在北區」家庭健康日 

基督少年軍、紅十字會及健
康教育組 

12/12 閱讀茶座及書展 圖書館 
14/12 香港地圖冊出版典禮 課外活動組 
15/12 音樂表演─探訪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管樂團 



 7 

16/12 長者聖誕嘉年華會 非凡義工 
16/12 升中講座 公關組 
17/12 第十五屆海華長跑 體育科 
17/12 「第八屆大埔節開幕典禮音樂會」服務 交通安全隊 
19/12 聖誕派對 輔導組 

20/12 聖誕音樂崇拜及聖誕聯歡會 崇教組及課外活動組 
20/12 校內戲劇表演 劇社 

21/12 觀賞戲劇表演─The Legend of Li 劇社 
27/12 圖書館領袖生燒烤會 圖書館學會 
23/12 賣旗及遠足 非凡義工 
1、8、15/12， 
5、26/1 

「Smart 學習法」進階小組 輔導組 

19/1 同心同行家校合作座談會 家長教師會 

19/1 觀賞戲劇表演─Brighton Beach 劇社 
20/1 奧林匹克主義與 2009 東亞運動會研討會 體育科 
21/1 校友會籌備會 校友會 
21、23、25、26/1 觀賞戲劇 視覺藝術科 
23/1 觀賞戲劇表演─Dust and Dawn 劇社 
24/1 參觀稻鄉人類飲食博物館 歷史與文化科 

26/1 中五及中六教育學院講座 升學就業輔導組 

28/1 廉政公署嘉年華（1） 交通安全隊 
29/1 閱讀歷史─歷史閱讀 圖書館 
30/1 參觀中學生藝術展 視覺藝術科 

30/1 中四及中六閱讀心理認識自我 圖書館 
30/1 06-07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 體育組 
31/1 中三、中四戲劇表演 劇社 
30/1 談談情說說性講座 輔導組 

4/2 北區禁毒滅罪嘉年華 2007 開幕禮表演 管樂團 
9/2 「學生音樂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管樂團 
9-10/2 基督少年軍露營訓練 基督少年軍 
10/2 廉政公署嘉年華（2） 交通安全隊 
12/2 慈善花卉義賣 公益少年團 
24/2 健康家庭全運會 非凡義工 

27/2 班際跳繩比賽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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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內體育獎項頒獎禮 體育科 
3/3 參觀深水步布行 視覺藝術科 
4/3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 基督少年軍 
5/3 觀賞本校戲劇比賽及學校戲劇比賽 課外活動組及劇社 
6/3 中六物理迪士尼工作坊 物理科 

9/3 外展訓練活動簡介會 輔導組 
15/3 西九龍社區藝術展 視覺藝術科 

16/3 特首模擬選舉 公民教育組 
17/3 香港電腦學會中文輸入法比賽 電腦學會 
17、24/3 運動能力測試─田徑 體育科 
19/3、26/3 「乘風生命共融計劃」海上歷奇體驗 輔導組 
20/3 參觀香港電影資料館 劇社及校園電視台 
22/3 參觀太空館 科學科 

23/3 觸感藝術工作坊 視覺藝術科 
21/3 參觀沙田瀘水廠 科學科 
26/3 S.1 Inter-class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英文學會 

27/3 中一性教育講座 健康教育組 
27/3 電腦打字比賽 電腦學會 

27/3 4A、4B 物理科飲管飛機設計比賽 物理科 

28/3 中三長跑 體育科 
29/3 中一、中三濫藥講座 健康教育組 
29/3 中二長跑 體育科 

30/3 中一長跑 體育科 
30/3 中二、中四濫藥講座 健康教育組 
31/3 單車布章訓練 基督少年軍 
31/3 裝置展覽及演出 多媒體戲劇班 

4 月 參觀博物館 西史學會 
1/4-30/6 第十三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德育組 
3-7/4 西安歷史與文化考察 歷史與文化科 
3/4 「乘風生命共融計劃」海上歷奇體驗分享會 輔導組 
8-14/4 外展訓練課程 輔導組 
11-13/4 「Who am I」生活營 宗教組及榮光堂 

13、14/4 「無憂閣盃」─全港中小學生圍棋邀請賽 圍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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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滅罪海洋之旅 少年警訊 
19/4 數學周 數學學會 
19/4、8/5、16/5、
5/6 

小說創作工作坊 中國文學科 

21/4 基督少年軍賣旗及聚餐聯誼 基督少年軍 
23/4 世界閱讀日 圖書館 
26/4 中一及中二講故事比賽 普通話科 

27/4 參觀雙魚星號 旅遊與旅遊業學會 
20、23、24、27/4，
3、4、10/5 

中西區歷史文化考察 歷史與文化科 

5/2、19/3、26/3、
14/5 

穿梭「香港故事」 中文科 

10/5 ICAC 講座 公民教育組 
15/5 梁家傑先生講座 公民教育組 

18/5 聽覺保健教育工作坊 科學科 
18/5 中英打字比賽 電腦學會 
18-19/5 領袖訓練計劃─潛能引發營 訓導組 

20/5 家長教師會周年旅行 家長教師會 
24/5 中二、中四及中六環校跑 體育科 
25/5 參觀迪士尼樂園 綜合人文科 
26/5 如何提升子女的自尊和自信講座 輔導組 

28/5 科學比賽─並駕齊驅 科學科 
29/5 S.2 English Grammar Competition 英文學會 
29/5 科學比賽─誰主浮沉 科學科 
30/1、30/3、24、
27/4、29、30 及
31/5 

跨校閱讀大使計劃 圖書館 

30/5 旁聽立法會會議 政公科及政公學會 

30/5 S.6 Inter-class Debate 英文學會 
31/5 中一及中三環校跑 體育科 
31/5 中二及中六中文科朗誦講座 中文科 

1/6 Chunky Onion 英文學會 
4/6 課外活動周年頒獎禮 課外活動組 
30/6 參觀海洋公園 旅遊與旅遊業學會 



 10 

2/7 領袖訓練計劃─遊戲同樂日義工服務 訓導組 
4/7 旅遊文學講座 中文科 
4/7 明報講座─《香港遊蹤》 中文科 
4/7 道路安全講座 交通安全隊 
5/7 雜耍表演 體育科 

5/7 武術表演 體育科 
5/7 歷史文化講座 歷史文化科 

5/7 「青蔥園丁─中學生種植體驗計劃」嘉許禮 科學科 
6/7 家長教師會周年晚會 家長教師會 
6/7 佈道會 宗教組 
6/7 參觀國泰城 旅遊與旅遊業學會 
6/7 English Drama Appreciation  英文學會 
7/7 紅十字會宣誓典禮 紅十字會 

9/7 中文朗誦及演講比賽 中文科 
10/7 宣明會講座 德育組及公民教育組 
6-10/7 日本關東歷史文化考察 歷史科 
10/7 航空電腦訂位系統示範 旅遊與旅遊業學會 

11/7 「聲星相惜耀心誠」學生才藝表演 課外活動組 
13-14/7 好朋友大本營 輔導組 
19/7 看巴靳斯坦戲劇 視覺藝術科 

19-21/7 領袖訓練營 基督少年軍 

23/7 心誠中學管樂團周年音樂會 音樂科 
20-23/7 連南山區體驗之旅 輔導組 
21 及 22/7 傷殘人士乒乓球比賽義工 體育學會 
22/7 「太平山青年商會」成人節─「惜」得食嘉年

華 
歷史與文化科 

29/7 慶回歸巡遊 體育科 

1-8/8 探索少數民旅文化與文學創作雲南行 中文科 
14/8 扯鈴工作坊 體育科 
15-21/8 手球隊、越野長跑及田徑隊深圳集訓 體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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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6-2007 年度 各項校外比賽成績 
  
1) 校際朗誦節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六、七年級 6A 何詠賢 優良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五年級 5D 何雪菱 優良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五年級 5A 林婉君 優良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五年級 5D 蘇芷蕙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二年級 5A 聶劉甜子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B 招嘉曉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中學三、四年級 4A 吳金霞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E 蘇尹翎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E 劉君儀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C 成凱琪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C 紀思清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D 蔡曉君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B 趙紫君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C 陳一紅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男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C 鄭欣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男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C 路家淇 優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男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E 陳宇暉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四年級 4A 麥安婷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四年級 4C 曾穎熙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三年級 3C 潘祖穎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三年級 3B 李婉婷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二年級 2E 王家善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一年級 1E 蔡嘉曦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一年級 1E 林晞琪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一年級 1E 黃珊珊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男子組 中學二年級 2C 胡柏豪 優良 
散文獨誦 粵語/ 男子組 中學一年級 1D 溫啟榮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五至七年級 5A 林婉君 優良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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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五至七年級 5A 羅夏萍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五至七年級 6A 吳淑禎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E 楊佩仙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A 蔡美絲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4E 黃寶麗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A 區瑞齡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4D 葉佩卿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4A 李嘉恩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C 盧曉君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C 謝菲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A 庄小云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男子組 中學五至七年級 5A 朱進錕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男子組 中學五至七年級 5A 張紹斌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男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D 張豪天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男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C 余昊明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 男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C 李天城 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 /男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2C 朱偉 優良 
詩文集誦 - 粵語 / 男女合誦 中學五至七年級 6B / 冠軍優良 

詩文集誦 - 粵語 / 男女合誦 中學五至七年級 7B / 季軍優良 
二人朗誦 粵語 中學五至七年級 7A、7A 麥芷珊、黃斯妮 優良 
歌詞朗誦 粵語中學一至三年級 1D 李浩維 優良 
歌詞朗誦 粵語中學一至三年級 3D 徐樂婷 優良 
歌詞朗誦 粵語中學一至三年級 3D 邱凱澄 優良 
歌詞朗誦 粵語中學一至三年級 3D 何鎂雪 優良 
歌詞朗誦 粵語中學一至三年級 3D 蘇惠儀 優良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二年級 2B 劉曉彤 良好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一年級 1A 簡凱琪 良好 
詩詞獨誦 粵語 / 男子組 中學五年級 5D 李文傑 良好 
詩詞獨誦 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E 李穎彤 良好 
詩詞獨誦 普通話 / 男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C 丘紫昌 良好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六、七年級 7A 黃斯妮 良好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六、七年級 7A 麥芷珊 良好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中學六、七年級 7A 劉婉葶 良好 
散文獨誦 粵語/ 男子組 中學二年級 2A 李志穎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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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獨誦 粵語/ 男子組 中學一年級 1C 王健朗 良好 
散文獨誦 粵語/ 男子組 中學一年級 1D 陳圖遠 良好 
散文獨誦 粵語/ 男子組 中學一年級 1C 鄒卓衡 良好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五至七年級 6A 曾金鳳 良好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A 張綺雯 良好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3D 陳以恩 良好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三、四年級 4A 黃潔儀 良好 
散文獨誦普通話 / 女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C 李敏 良好 
詩詞獨誦 普通話/ 男子組 中學一、二年級 1D 楊丕業 榮譽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Boys 

1C Chow Cheuk 
Hang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Boys 

1C Wong Kin Long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C Yu Wing Sze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C Leung Chin Lok 
Charlotte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C Lam Wing Tung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C Ho See Wing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C Chung Chiu Man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E Yu Nga Sze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E Lee Wai Mei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1, Girls 

1E Lau Yuen Ka 
Angel Lily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Girls 

2C Chan Zi Ki Joyce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Girls 

2C Chui Tze Nga 
Sherry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Girls 

2C Kung Yau Nam 
Joyce 

Merit ( 2nd 
Place )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Boys 

2C To Long Wai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2D Fung Ka Yiu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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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2,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Boys 

2D Chow Cheuk Yan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Girls 

2E Chan Yin Yee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Girls 

2E Wan Wai Lam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Boys 

2E Shen Chun Ping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A Lau Sheung Yee, 
Sherry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B Ng Wing Lam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B Tang Sin Yi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B Yeung Yat Wing 
Debra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C Chan Shuk Yin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C Chan Sze Man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C Lee Yee Man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C Ng Ho Ming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C Yue Emily Yan 
Yin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D Chan Yee Yan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D Cheung Ka Yin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3E Kwok Ho See 
Michelle Divino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4, Girls 

4A Lin Kei Man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4, Girls 

4A Chan Pui Yee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4, Boys 

4A Law Hung Nam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4A Lau You Yi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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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4,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4, Girls 

4B Mok Yin Ting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4, Girls 

4B Wu Fung Ting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4, Girls 

4D Chan Chi Man Merit ( 2nd 
Place )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4, Girls 

4E Yan Sin Yi Proficienc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s 6 ¡  7 , Girls 

6B Luk Kei Yan Merit ( 3rd 
Place ) 

Choral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Girls 

S2A-E  Merit ( 2nd 
Place ) 

 
 

2) 其他朗誦及演講比賽 
i) 全港青年中國古典朗誦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C 紀思清 普通話初中組季軍 

 
ii) 第二屆全港經典故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C 紀思清 中一二詩詞組冠軍 

1D 楊丕業 中一二詩詞組亞軍 

3C 余昊明 中三四故事組優異獎 

 
iii) 第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A 聶劉甜子 冠軍 

 
iv) 全港十八區普通話朗誦比賽北區決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A 聶劉甜子 冠軍 

 
v) 全港十八區普通話朗誦比賽新界區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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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獎項 

5A 聶劉甜子 冠軍 

vi) 全港十八區普通話朗誦比賽全港決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A 聶劉甜子 冠軍 

 
 
（3）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比賽項目 姓名 班別 獎項 

Piano Solo: grade three Lam Chun Kit S.2B 良好證書 

Piano Solo: grade three Wan Kai Wing S.1D 良好證書 

Piano Solo: grade four Chan Ka Ying S.3C 良好證書 

Piano Solo: grade five Hui Tsz Shan S.1B 良好證書 

Piano Solo: grade five Yip Wing See S.1D 良好證書 

Piano Solo: grade six Chu Wai S.2C 良好證書 

Piano Solo: grade six Yeung Sin Yu S.3A 良好證書 

Wind Duet: intermediate Cheung Yuet Ting  
Tang Tsz Yan 

S.4E  
S.4C 

良好證書 

Flute Solo: intermediate Ip Ka Yuen S.4B 良好證書 

Flute Solo: intermediate Cheung Yuet Ting S.4E 良好證書 

Clarinet Solo: senior Kwok Tsun Shing S.6B 良好證書 

Vocal ensemble: madrigal 
mixed voices 

School Choir / 
 

優良證書 

Piano Solo: grade seven Tang Hiu Kwan S.6B 優良證書 

Piano Solo: sonata Ko Sze Tung S.2E 優良證書 

Wind Duet: intermediate Cheung Kwok Wing  
Wong Tsz Ching  

S.4A  
S.4A 

優良證書 

Woodwind Ensemble Clarinet Ensemble  優良證書 

Flute Solo: junior Mok Yin Ting S.4B 優良證書 

Clarinet Solo: senior Pang Wing Yin S.5C 優良證書 

Clarinet Solo: junior Lam Long Yuen S.3D 優良證書 

Clarinet Solo: junior Ng Ka Wai S.3A 優良證書 

Clarinet Solo: junior Chan Lok Hang S.2B 優良證書 

Clarinet Solo: junior Chan Pui Ying S.2D 優良證書 



 17 

Clarinet Solo: junior Nee Ki Fung S.2D 優良證書 

 
（4）「誠信之家創未來」中學讀後感寫作比賽  廉政公署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3C 廖家欣 季軍 

1D 周敏君 優異 

3A 蕭恩霖、蔡美絲 優異 

初中 

3B 朱蔚嵐 優異 

高中 5B 李嘉雯 季軍 

 
 
（5）北區職安叮嚀語創作比賽  北區職業安全及健康工作小組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3C 黃梓浚 亞軍 初中 

1D 周宛芯 優異 

高中 4A 郭曉梅 冠軍 

中學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最積極參與獎 

 
 
（6）2006-07 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組別 獎項 

中學廣東話組 傑出整體演出獎 

 
 
（7）「第一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第二部分校際筆試  
   

班別 姓名 獎項 

6A 蘇智亮、吳淑禎 良好 

3B 鄭鴻宇 良好 

3C 許灝文 良好 

4E 胡家偉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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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6-07 年度中文網中文閱讀計劃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余穎瑤、李頌君、劉俊豪 卓越成績嘉許狀 

1B 羅瑞珊、彭潔儀 卓越成績嘉許狀 

1C 苗瀞尹 卓越成績嘉許狀 

林晞琪、祝旻諾、黃文應 卓越成績嘉許狀 1E 

李慧鎂 卓越成績嘉許狀 

李惟懿、溫宇軒、盧家浩 卓越成績嘉許狀 2A 

魯嘉耀、陳凱盈、黃敏儀 卓越成績嘉許狀 

2B 江錦濱 卓越成績嘉許狀 

2E 陳燕儀、蔡德森、廖家希 卓越成績嘉許狀 

黃靖嵐、蔡美絲、劉襄誼 卓越成績嘉許狀 3A 

朱麗儀、吳嘉慧 卓越成績嘉許狀 

3B 伍俊源、劉建鴻 卓越成績嘉許狀 

3C 余欣妍 卓越成績嘉許狀 

3D 黃淑芬 卓越成績嘉許狀 

陳健龍、蔡美鳳、黃浩然 卓越成績嘉許狀 3E 

李珈瑩、王嘉璐 卓越成績嘉許狀 

張文君、周以安、麥安婷 卓越成績嘉許狀 

方浩麟、彭丹萍、黃淑君 卓越成績嘉許狀 

4A 

吳志軒、林浚逸 卓越成績嘉許狀 

4B 黃志旭、施偉 卓越成績嘉許狀 

 
 
（9）2006-2007 年度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 
 

班別 名稱 獎項 

1B 吳家恆、鍾思雪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1C 莊林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1E 劉偉錕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2B 劉芷欣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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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呂詠珊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3A 何穎慧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4A 李嘉恩、麥安婷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6A 黃莉琪 新地閱讀創作比賽優異獎 

3D 譚展峰 贈送「作家與故鄉列」 

4B 余俊維 贈送「作家與故鄉列」 

4D 葉佩卿 贈送「作家與故鄉列」 

3E 朱鈞婷 贈送「作家與故鄉列」 

 
 
（10）射箭比賽 
i) 荃葵射箭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3E 蘇尹翎 季軍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5A 蘇文健 季軍 

 
ii) 2006 年第一屆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複合弓甲組 5B 李嘉雯 冠軍 

5A 蘇文健 冠軍 

4E 陳健威 季軍 

6B 趙嘉揚 殿軍 

男子複合弓甲組 

4C 曾家明 第七名 

女子複合弓乙組 4A 李嘉恩 冠軍 

男子複合弓乙組 4E 彭涇行 殿軍 

2E 鍾港欣 亞軍 

1E 許惠儀 季軍 

3E 李珈瑩 殿軍 

3E 陳詩敏 第六名 

女子複合弓丙丁混合組 

2D 羅紫羚 第七名 

3A 巫家樂 殿軍  男子複合弓丙丁混合組 

3C 李嘉康 第五名 

女子反曲弓甲組 4E 駱婉雯 第七名 

男子反曲弓甲組 5B 馮俊樂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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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蘇尹翎 冠軍 女子反曲弓乙組 
  2B 趙紫君 亞軍 

4B 姚柏洪 第七名 男子反曲弓乙組 

3C 李天城 第八名 

2A 張穎楠 冠軍 女子反曲弓丙組  

2B 黎昊怡 第七名 

1C 侯振凡 亞軍 男子反曲弓丁組 

1A 黃子寧 殿軍 

1C 紀思清 季軍 女子反曲弓丁組 

1C 梁千樂 殿軍 

 
iii) 第一屆譚伯羽射箭錦標賽 

組別 獎項 

女子團體 亞軍(蘇尹翎、譚欣嗚、李嘉雯) 
男子團體 冠軍(陳健威、蘇文健、李天城) 
團體 全場總冠軍(陳健威、蘇文健、李天城、 

蘇尹翎)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3C 李天城 亞軍 

1A 黃子寧 季軍 

男子初中組 

1E 黃文應 殿軍 

5A 蘇文健 冠軍 男子高中組 

4E 陳健威 季軍 

女子初中組 2E 譚欣鳴 季軍 

女子公開組 3E 蘇尹翎 殿軍 

 
iv) 屯門第十屆箭藝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4E 陳健威 男子新秀組 

3C 李天城 

冠軍（升初級組） 

男子初級組   3E 陳健龍 季軍(升中級組) 

 
v) 2006~2007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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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女子組反曲弓初級組 2B 趙紫君 亞軍(升中級組) 

男子組反曲弓初級組 4E 陳健威 季軍(升中級組) 

隊際冠軍 陳健威 (4E) 許惠儀 (1E) 黃子寧 (1A) (升初級組) 
隊際殿軍 張穎楠 (2A) 譚欣鳴 (2E) 黃文應 (1E) (升初級組) 

 
vi) 第 50 屆體育節射箭青少年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女子 B 組反曲弓 3E 蘇尹翎 冠軍 

男子 B 組反曲弓 3E 陳健龍 亞軍 

男子 A 組複合弓 4E 陳健威 季軍 

男子 B 組複合弓 4E 彭涇行 冠軍 

女子 B 組複合弓 3E 李珈瑩 冠軍 

(1E) 許惠儀 冠軍 

(2E) 鍾港欣 亞軍 

女子 C,D 組複合弓 

(2B) 黎昊怡 季軍 

 
vii) 第 50 屆體育節射箭公開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女子新秀組反曲弓 4E 駱婉雯 季軍 

女子初級組反曲弓 3E 蘇尹翎 亞軍 

女子初級組複合弓 4A 李嘉恩 季軍 

 
viii) 聖保羅書院 155 週年射箭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高中組複合弓  
 

4E 陳健威 亞軍 

初中組複合弓 3A 巫家樂 季軍 

高中組複合弓隊際賽冠軍 陳健威(4E) 李嘉恩(4A) 彭涇行(4E) 曾家明(4C) 

初中組複合弓隊際賽冠軍 李珈瑩(3E) 許惠儀(1E) 巫家樂(3A) 鍾港欣(2E) 

初中組反曲弓隊際賽冠軍 黃子寧(1A) 黃文應(1E) 張穎楠(2A) 潘掁峰(1B) 

全場總冠軍 冠軍(陳健威、巫家樂、黃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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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第二届學界青少年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4E 駱婉雯 第五名 女子甲組 

5B 李嘉雯 第六名 

男子甲組 4E 陳健威 殿軍 

3E 蘇尹翎 冠軍 女子乙組 

2B 趙紫君 亞軍 

男子乙組 3E 陳健龍 季軍 

2E 譚欣鳴 第七名 女子丙組 

2E 鍾港欣 第八名 

1A 黃子寧 季軍 

2D 呂家榮 第六名 

男子丙組 

1C 侯掁凡 第七名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駱婉雯(4E) 李嘉雯(5B) 戴秀璇(5A) 

男子甲組團體 冠軍 
陳健威(4E) 蘇文健(5A) 趙嘉揚(6B) 

女子乙組團體 冠軍 
蘇尹翎(3E) 趙紫君(2B) 張穎楠(2A) 

男子丙組團體 冠軍 
黃子寧(1A) 呂家榮(2D) 侯掁凡(1C) 

女子丙組團體 季軍 
譚欣鳴(2E) 鍾港欣(2E) 許惠儀(1E) 

女子團體 亞軍(蘇尹翎、駱婉雯、趙紫君) 
男子團體亞軍(陳健威、陳健龍、黃子寧) 

 
x) 北區射藝會室內校際邀請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2E) 鍾港欣 冠軍 

(3B) 招嘉曉 第四名 

反曲弓女子新秀組 

(2E) 譚欣鳴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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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男子新秀組 
 

(6B) 趙嘉揚 第八名 

(3E) 陳健龍 季軍 反曲弓男女子公開組 

(3E) 蘇尹翎 第四名 

團體冠軍 
蘇尹翎(3E) 陳健龍(3E) 蘇文健(5A) 鍾港欣(2E) 

 
 
（11） 體育比賽成績  
i) 大埔及北區學界體育聯會 

項目 班別 獎項 

男甲 季軍 羽毛球 

女甲 殿軍 

籃球 女乙 冠軍 

足球 男甲 季軍 

男甲 季軍 

男乙 亞軍 

男丙 冠軍 

女乙 冠軍 

手球 

女丙 冠軍 

男丙 亞軍 乒乓球 

女甲 冠軍 

男丙 殿軍 排球 

女乙 殿軍 

男甲 季軍 

女甲    第五名 

男丙    第六名 

游泳 

女乙    殿軍 

男甲    亞軍 

女甲    冠軍 

男乙    亞軍 

女乙    冠軍 

男丙       冠軍 

田徑 

女丙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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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甲   第五名 

女甲   亞軍 

男乙     冠軍 

女乙   第五名 

男丙   冠軍 

越野 

女丙   冠軍 

男子組全年總錦標 

女子組全年總錦標 

 
ii）其他體育賽事 

項目 獎項 

網球 全新界男子季軍 

女子足球 全港第五 

回歸盃足球賽中學組 冠軍 

 
iii) 滑浪風帆比賽 

獎項 班別 姓名 

青少年滑浪風帆比賽 2006      
十五歲以下男子組 Under 15 Boys 
第六名 

3C 許旨然 

二零零六年駢校滑浪風帆比賽第二站 
十五歲以下男子組 Under 15 Boys 
季軍 

3C 許旨然 

創興少年水上活動比賽 
亞軍 

3C 許旨然 

 
 
(二) 2006-2007 年度 各項校內比賽成績 
 
（1）中文打字比賽 電腦學會 
 

班別 姓名 獎項 

2C 容竟城 冠軍 

3B 李婉婷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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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何嘉祺 季軍 

 
 
（2）英文打字比賽 電腦學會 
 

班別 姓名 獎項 

3D 杜朗源 冠軍 

4A 譚偉東 亞軍 

4C 韓杰彤 季軍 

 
 
（3）中一級 「誰主浮沉」  科學科 科學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C 第 7 組 冠軍 

1D 第 1 組 亞軍 

1B 第 8 組 季軍 

1A 第 3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1B 第 3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1C 第 3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1D 第 6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1E 第 5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4）中二級 「並駕齊驅」得獎名單 
 

班別 姓名 獎項 

2A 第 7 組  冠軍 

2C 第 3 組  亞軍 

2C 第 8 組  季軍 

2A 第 7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2B 第 8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2C 第 3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2D 第 3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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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第 3 組 最佳作品設計獎 

 
 
（5）中三級班際普通話短片製作比賽 
 

班別 獎項 

3E 冠軍 

3B 亞軍 

3C 季軍 

 
 
（6）中一至中三英文書法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1D 關巧彤 冠軍 

1E 余雅詩 亞軍 

中一 

1E 楊冰 季軍 

2A 郭德媛 冠軍 

2A 李子慧 亞軍 

中二 

2C 周皓恩 季軍 

3B 楊逸穎 冠軍 

3C 呂詠珊 亞軍 

中三 

3B 黎曉彤 季軍 

 
 
（7）中一至中六英文寫作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楊嘉恩 冠軍 

1A 周宛芯 亞軍 

中一 

1E 楊冰 季軍 

2C 陳之淇 冠軍 

2C 周皓恩 亞軍 

中二 

2C 蔡卓仁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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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伍俊源 冠軍 

3C 余欣妍 亞軍 

中三 

3A 利寶珊 季軍 

4B 袁麗馨 冠軍 

4E 黃凱珊 亞軍 

中四 

4A 鍾翠蔚 季軍 

6B 陸淇茵 冠軍 

6B 郭曉慧 亞軍 

中六 

6A 黃莉琪 季軍 

 
 
（8）中一班際英文朗誦比賽 
 

班別 獎項 

1C  冠軍 

 
（9）中二班際英文文法比賽 
 

班別 獎項 

2C   冠軍 

 
 
（10）中六班際英文辯論比賽 
 

班別 獎項 

6B 冠軍 

6B 陸淇茵 最佳辯論員 

 
 
（11）班際最積極賣旗參與獎 
 

班別 獎項 

3B 最積極賣旗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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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06-07 年度班際清潔比賽第三階段 
 

班別 獎項 

2A 冠軍 

3C 亞軍 

3E 季軍 

 
 
（13）2006-07 年度班際清潔比賽 
 

班別 獎項 

2A 全年總冠軍 

 
 
（14）中文科班際朗誦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2B 趙紫君 冠軍 

2D 蔡卓仁 亞軍 

獨誦 

1D 溫啟榮 季軍 

2E 王家善、陳燕儀 冠軍 小組 

2A / 優異 

 
 
（15） 中文科班際演講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獎項 

中三 3E 蘇尹翎 優異 

 3C 李天城 冠軍 

中四 4D 周永康 優異 

 4B 張翰南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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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 6A 曾金鳳 冠軍 

 
 
（16） 禮貌學生選舉  
 

班別 姓名 

S.1A 簡凱琪、劉玉山、何紀儀 

S.1B 羅瑞珊、孫樂然、王巧善 

S.1C 梁己玲、李  敏、周永杰 

S.1D 周敏君、劉錦萍、溫啟榮 

S.1E 黃文應、楊  冰、周美均 

S.2A 黃敏儀、龐啟思、湯松滙  

S.2B 楊逸程、黎沅宜、徐麗欣  

S.2C 謝  菲、杜朗維、盧卓琳  

S.2D 蔡卓仁、黃凱珊、葉寶怡  

S.2E 陳燕儀、廖家希、王家善 

S.3A 陳誠彥、吳嘉慧、蔡美絲 

S.3B 伍俊源、楊逸穎、招嘉曉 

S.3C 李天城、黃梓浚、李綺文 

S.3D 徐樂婷、鍾芍慧、葉孝賢 

S.3E 楊佩仙、郭可思、蔡美鳳 

S.4A 張國榮、李嘉恩、麥安婷 

S.4B 陳飛飛、周君霞、施  偉 

S.4C 吳賽凌、林添祥、謝瑋祺 

S.4D 葉佩卿、歐緻諾、潘濬智 

S.4E 駱婉雯、邱靖雯、嚴文晞 

S.5A 聶劉甜子、張淑敏、林婉君 

S.5B MUKEH、李嘉雯、陳嘉欣 

S.5C 李藹慈、區淑敏、秦曉欣 

S.5D 陳  薇、蘇芷蕙、葉佩珍 

S.5E 李慧筠、鍾金流、葉智堅 

S.6A 吳淑禎、潘瑋彤、曾金鳳 

S.6B 陸淇茵、陳浩雯、郭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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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A 徐學敏、劉玉琪、戴秀鳳 

S.7B 李恩蓓、陳瑞盈、羅立生 

 
 
（17）2006-2007 年度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班別 姓名 獎項 

1A 何紀儀、黃卓敏、楊嘉恩 探花銅章 

1C 周永杰 探花銅章 

1D 鍾美千慧 探花銅章 

1E 周詩楠、鄒芷欣、祝旻諾、許惠儀、李慧鎂 探花銅章 

1E 林晞琪、劉偉錕、劉沅珈、李亮軒、雷宛淘 探花銅章 

1E 吳偉賢、魏俊朗、譚君蕙、蔡嘉曦、黃文應 探花銅章 

1E 楊冰、葉雄子、余雅詩 探花銅章 

2A 陳婷、曾芷狄、黃敏儀 探花銅章 

2A 李惟懿、盧家浩、曾嘉欣、魯嘉耀 狀元金章 

2A 廖雋昕、陳凱盈、黃美玲、俞家欣、庄小云 榜眼銀章 

2B 梁浩宗、梁沛瑤、黃嘉豪、楊逸程 探花銅章 

2C 陳焯菱、鄭軒銜、盧卓琳、成凱琪、謝菲 探花銅章 

2C 楊鈞淇 探花銅章 

2D 陳沛盈、蔡卓仁、賴浚鴻、羅凱徽、羅紫玲 探花銅章 

2D 倪棋楓、葉寶怡 探花銅章 

2E 陳燕儀、莊國威、鍾港欣、高施同、李希雅 探花銅章 

2E 李穎瑤、王家善、刑秀丹 探花銅章 

3A 張綺雯、何穎慧、吳嘉慧、王嘉慧 探花銅章 

3A 蔡美絲、朱麗儀、甘海怡、劉襄誼 榜眼銀章 

3A 利寶珊、黃慧雯 狀元金章 

3B 畢諾彤、陳雅燕、朱蔚嵐、江倩婷、劉建鴻 探花銅章 

3B 劉芷欣、伍浚源、鄧倩兒、黃堃汶、楊文達 探花銅章 

3B 楊逸穎 探花銅章 

3C 李天城、黃梓浚 狀元金章 

3C 陳海愉、陳家鎣、陳淑妍、李綺文、廖家欣 探花銅章 

3C 呂曉丹、呂詠珊、鄧康喬 探花銅章 

3D 趙玉芳、蘇惠儀、徐樂婷、葉孝賢、張豪天 榜眼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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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王文傑、蕭進耀、李嘉穎、陳婉慧、蔡美鳳 探花銅章 

3E 劉麗盈 探花銅章 

4A 鍾翠蔚、林浚逸、李嘉恩、黃曉嵐 榜眼銀章 

4B 郭曉梅、羅榮茂、吳嘉雯、黃志旭 探花銅章 

（18）2006-2007 年度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 
 

班別 姓名 獎項 

2D 尹凱琳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紅章 

3A 黎翠怡、黃慧雯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紅章 

3B 劉芷欣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紅章 

3D 趙玉芳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紅章 

4C 李穎雅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紅章 

1A 何紀儀、簡凱琪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D 方仲然、何珮瑤、林健宗、葉詠詩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D 張天愛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E 鄒芷欣、艾梨嘉、李慧鎂、吳國維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A 陳凱盈、廖雋昕、魯嘉耀、曾嘉欣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A 黃敏儀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B 劉曉彤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C 陳樂恩、文嘉希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2D 鄧智朗、黃詩詠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A 方綽暘、利寶珊、楊嘉希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B 楊逸穎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C 陳詩敏、羅珮珊、李天城、黃梓浚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D 張嘉妍、朱啟達、劉昆曄、黃淑芬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D 邱凱澄、葉孝賢、余霆恩、余家謙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D 張豪天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3E 卜梓裕、朱鈞婷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A 周以安、林沅螢、李詠詩、譚振澔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A 黃潔儀、黃芷晴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B 周家祺、黃志旭、王淑賢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C 鄒旻璁、麥麗儀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D 林嘉濤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4E 周綽恩、駱婉雯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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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朱麗儀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黃章 

3E 李珈瑩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黃章 

 
 
（19）2006-2007 借閱龍虎榜  
 
i) 個人借閱 

班別 名稱 得獎名稱 

1E 李穎彤 中一級個人借閱冠軍 

2D 尹凱琳 中二級個人借閱冠軍 

3A 吳嘉慧 中三級個人借閱冠軍 

4D 老梓晙 中四級個人借閱冠軍 

5D 楊于澄 中五級個人借閱冠軍 

6A 吳嘉欣 中六級個人借閱冠軍 

7A 譚偉華 中七級個人借閱冠軍 

7A 陶家燕  中七級個人借閱冠軍 

 
ii) 班際借閱 

班別 獎項 

1C 中一級級際借閱冠軍 

2D 中二級級際借閱冠軍 

3A 中三級級際借閱冠軍 

4E 中四級級際借閱冠軍 

5C 中五級級際借閱冠軍 

6A 中六級級際借閱冠軍 

7A 中七級級際借閱冠軍 

 
 
（20）2006-2007 年度 優秀閱讀大使 
 

班別 姓名 得獎名稱 

1A 方蔚翀、黃子寧 優秀閱讀大使 

1B 杜文狄、董樂文 優秀閱讀大使 

1C 葉文匡、李翠瑩 優秀閱讀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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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盧嘉熹、邱曉彤 優秀閱讀大使 

1E 李亮軒、李穎彤 優秀閱讀大使 

2A 龐啟思、曾嘉欣、黃美玲 卓越閱讀大使 

2B 洪懷欣、黎昊怡 優秀閱讀大使 

2C 老睿智、杜朗維 優秀閱讀大使 

2D 陳沛盈、葉寶怡 卓越閱讀大使 

2E 張俊逸、高施同 優秀閱讀大使 

3A 吳嘉慧、朱麗儀 優秀閱讀大使 

3B 畢諾彤、劉芷欣 優秀閱讀大使 

3C 陳家俊、李天城 優秀閱讀大使 

3D 陳以恩、譚展峰 卓越閱讀大使 

3E 朱鈞婷、王嘉璐 優秀閱讀大使 

4A 方浩麟、羅孔男 優秀閱讀大使 

4B 黃志旭、余俊維 卓越閱讀大使 

4C 李樂倩、吳賽凌 優秀閱讀大使 

4D 梁蔚琛、葉佩卿 卓越閱讀大使 

4E 張悅婷、熊詩睿 優秀閱讀大使 

 
 
（21）2006-2007 年度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班別 姓名 獎項 

2A 陳婷、黎卓宜、梁錦婷、龐啟思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A 曾嘉欣、黃美玲、俞家欣、李子慧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C 曾偉琪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D 葉寶怡、黃兆潁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2E 蔡德森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3A 甘海怡利寶珊吳嘉慧 卓越圖書館領袖生 

3A 楊嘉希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3D 譚展峰 卓越圖書館領袖生 

3E 朱鈞婷 卓越圖書館領袖生 

3E 郭可思、黃思嫺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4B 余俊維 卓越圖書館領袖生 

4D 老梓晙、葉佩卿 卓越圖書館領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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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6-2007 年度 跨校閱讀大使 
 

班別 姓名 獎項 

3A 吳嘉慧、甘凱怡、利寶珊 跨校閱讀大使 

3D 譚展峰 跨校閱讀大使 

4B 余俊維 跨校閱讀大使 

4D 葉佩卿 跨校閱讀大使 

6A 何詠賢、張文靜、吳嘉欣、黃莉琪 跨校閱讀大使 

 

 
（23）2006-07 體育比賽 
 
（i）中一班際足球賽 

班別 獎項 

1A 第一名 

1E 第二名 

1B 第三名 

1D 第四名 

1C 第五名 

 
（ii）中一班際女子籃球賽 

班別 獎項 

1E 第一名 

1B 第二名 

1C 第三名 

1A 第四名 

1D 第五名 

 
（iii）中二男子班際排球賽 

班別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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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第一名 

2E 第二名 

 
 
（iv）心誠盃足球賽 

名稱 獎項 

樂天熊仔 第一名 

 
（v）班際環校跑 

組別  獎項 班別 

第一名 1A 中一 
 第二名 1E 

第一名 2D 

中一及二年級 

中二 

 第二名 2E 

第一名 3C 中三 

第二名 3E 

第一名 6B 

第二名 6A 

中三、四及六年級   

中四及六 
 

第三名 4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