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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學校資料 

一、理想與使命 

    本校於一九六四年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創辦。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設有學校教育部統籌和

管理全會的教育工作。以「提供全人成長之基督教教育，服務社會，見證基督」為辦學宗旨，

為香港提供優質的教育。 

 

    本校以提供高質素的全人教育，幫助學生發展潛能，預備他們將來成為有知識、有才能、

有正確的社會和國家觀念，有創意，善於與人溝通，能獨立思考，能面對時代的挑戰，能服

務社會，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優質公民。 

二、辦學宗旨 

    「提供全人成長之基督教教育，服務社會，見證基督」 

三、教育目標 

（1） 本著基督的愛心，推行優質全人教育。提供基督教之靈性培育，幫助學生建立正確   

    的人生價值觀。 

（2） 以德、智、體、群、美和靈育教導學生，協助他們發展多元智能。學校在品德、 

    知識及公民等教育都平衡兼顧。 

（3） 注重學生學業，使他們具備豐富的知識和技能，為將來升學就業奠定良好基礎。並 

    協助他們培養好學自學的精神，奠定終生學習的基礎。 

（4） 注重學生的品德修養，使學生建立有品德、負責任和勤奮向上的完美人格。 

（5） 注重公民教育，使學生將來成為良好公民，服務社會。 

（6） 建立優良的校風，使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健康成長，培養自信和合群的精神。 

（7） 培養學生將來成為有獨立思考、有知識、技能、勇於探索和創新、具應變能力、有 

    正確的社會國家觀念，能自治守法，貢獻社會的優質公民。 

（8） 培養學生成為中英雙語兼優的人才，善於運用兩文三語和資訊科技。 

 

四、對學生的期望 

我們對本校的學生有熱切及長遠的期望，希望他們透過教育，能培養和擁有對個人發展

及創造世界幸福有正面影響的特質。我們為此而努力，並以此為盼望。「短暫相處，寄望一生」

代表着我們辦學的態度。 

我們希望學生在接受本校的教育後，能擁有以下特質： 

 

(1)持守價值 

擁有並能持守基督教及普世共通的價值，如仁愛、良善、信實、和平、寬恕、平等、真誠、

行善、服務、同理心、憐憫、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尊重生命神聖、人性尊嚴、理性、守法、

自由、民主、多元化、寬容、勇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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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愛他人 

以耶穌基督的憐憫和仁愛心腸作為榜樣，以同理心，關注別人的需要、感受和尊嚴。樂於服

務，為改善別人的生活與自然環境而努力。 

 

(3)講求原則 

以客觀，和尊重的態度，努力地追求共融與和諧，但不輕易放棄原則。為人正直有誠信，處

事公平、公正，致力維護其他個體與社群的尊嚴，對自己的行為和工作負責，並勇於承擔後

果。 

 

(4)尋求美善 

能認識並欣賞存在於宇宙間的真、善、美。懂得從自然界、人為創造、音樂藝術中尋求美善，

從而培育心靈，提高創造力。可以一生擁有優質的閒暇。 

 

(5)思想開明 

以持平和開放的態度，認識和接納自身的成長和背景，與及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和歷史。同時也能開放地認識並尊重別人及其他社羣、民族的價值、傳統與及看事物的角度。

能慣性地尋求與衡量多種意見和證據，並樂於從經驗中學習與成長。 

 

(6)精於探究 

擁有探究學問和作學術研究的各種技能。有獨立和主動的學習態度，喜愛和享受學習，並使

這些能力和態度終身持續。能夠主動培養和發展求知慾和好奇心，並對尋求學問和新知識有

熱切的渴求。有獨立建構知識的能力，也善於與人合作研究和探討問題。 

 

(7)學識豐富 

在學識方面，有深度兼有廣度。能於文、理、藝術、宗教、哲學、社會科學等學問，有所涉

獵。有興趣於探究本土及全球性的問題、概念與思潮，從而得到有深度的學識和跨領域的視

野。 

 

(8)長於思考 

對於學問和資訊，有分析和辨別能力。能夠經常運用多角度思考，以批判及創意思維去理解

和面對困難。在解決問題時，能夠作出具理據和合乎法律與道德的決定。 

 

(9)反省力強 

對於自身的學習經歷與成效，待人處事之得失，有適當及時常的檢視與反省。有能力評估並

明白自己的長處、弱點與限制，從而促進學習和個人發展。 

 

(10)善於溝通 

具有良好的理解、演繹和說明資訊及概念的能力，能運用多種語言，不同媒介，自信而有創

意地與人有效溝通。有良好的辯論和公開演說能力。願意並有能力與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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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敢於冒險 

勇於面對挑戰與逆境。有創意，不墨守成規。持謹慎的態度，以勇氣和深思熟慮，面對陌生

環境和不確定或難以預料的處境。能獨立地，探索新的角色、意念、和策略。敢於維護並能

清晰地表達自己的信念。 

 

(12)均衡生活 

明白到在知識、體格、情緒、精神健康、心靈豐足、家庭價值等方面均衡發展的重要，從而

為自己及別人創造幸福。 

五、學校管理 

      本校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創辦和管理，有完善的管理架構。校董會由信義會學校教育

部委任，負責管理和監督學校的發展。校長由學校教育部委任，向學校教育部和校董會負責，

帶領全校教職員完成教育使命。 

      學校每年訂立周年校務計劃書，計劃全年工作，達成各項教育目標。學年結束後會對

各項校務作出評估和檢討，寫成校務報告，作為來年工作的指引和參考。  

 

六、學校活動簡介 

1. 2016-2017度課外活動小組/學會一覽表 

 學術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中文學會 楊俊明老師 

英文學會 李靜華老師 

數學學會 彭源長老師 

科學學會 周立群老師 

中史學會 潘健侶老師 

歷史學會 梁煥如老師 

地理學會 吳華強老師 

電腦學會 周立群老師 

創意工作室 梁志慧老師 

體育學會 江志偉老師 

普通話學會 劉錦蓮老師 

旅遊及旅遊業學會 黎志榮副校長 

商業學會 李志明助理校長  黃文春老師 

  

服務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童軍  黎志榮副校長 

紅十字會  江麗宜老師 

交通安全隊  呂明德老師 

公益少年團  林麗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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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警訊  黃文春老師 

圖書館學會  區麗芳老師 

基督少年軍  敖卓綾老師 

  

興趣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環保學會 李建雄老師 

動漫學會 林  欹老師 

跆拳道班 江麗宜老師 

棋藝學會 周錦勝老師 

校園電視台 陳春明老師、黎敏婷老師 

機械人學會 何德賢老師 

天文學會 呂明德老師 

中文戲劇學會 宋翠雲老師 

管樂團 鄧慧明老師 

合唱團 鄧慧明老師 

 

2. 2016-2017年度課外活動一覽表 

i. 定期活動 

日期 活動 負責組別 

逢星期一 初級管樂團 初級管樂團 

逢星期二 聚會 家長團契 

逢星期三 步操訓練 交通安全隊 

逢星期三 圖書館管理員當值 圖書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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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表演班、素描班、
畫報製作班、圍棋班 

課外活動組 

逢星期三 幹事會議 少年警訊 

逢星期三 集會 童軍 

逢星期三 集會 基督少年軍 

逢星期三 步操訓練及服務活動 紅十字會 

逢星期三 集會 社會服務團 

逢星期三 機械人製作及程式編寫 機械人學會 

2016 年 – 
30/11、7/12 
2017 年 –  
8/2、15/2、1/3、
8/3、15/3、22/3、
5/4、19/4 

Make “A”3D打印工作坊 資訊科技組 

逢星期四 訂閱 E-Zone 電腦學會 

逢星期四 跆拳道訓練 跆拳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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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五 機械人設計及組裝 機械人學會 

逢星期六 管樂團 管樂團 

每月 大埔少年警訊月度行政會議 少年警訊 

每月 IT Titbit 電腦通訊 電腦學會 

每月 推介健康人生宣言 
背誦四句健康人生宣言 
課室內推廣健康人生宣言 

公益少年團 

10 月 攝錄技巧訓練班 

 

校園電視台 

11 月 影片剪輯訓練班 校園電視台 

4-5月 中五英文辯論班 英語辯論隊 

全年 學校活動拍攝 校園電視台 

全年 早會分享 普通話學會 

全年 籃球訓練班、手球訓練班、排球訓練班、足
球訓練班、田徑訓練班、射箭訓練班 

體育學會 

全年 廢紙回收 環保學會 

全年 集會 動漫學會 

全年 家長團契及學生團契 宗教組 

全年 作品展覽 創意工作室 

9 月-11月 辯論課程 學研社 

9、 10、 11月 朗誦練習 英文朗誦隊 

9 月、5月 優惠軟件訂購 電腦學會 

9 月-5月 
9 月- 5月 

9 月- 5月 
9 月-5月 
9 月-5月 

閱讀大使 
班際借閱比賽 

個人借閱龍虎榜 
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多繽 Fun閱讀獎勵計劃 
好書龍虎榜之十本好書推介及選舉 

圖書館學會 

 

ii. 不定期活動 

日期 活動 負責組別 

8/9 「你在煩惱甚麼？」藝術展覽 視覺藝術科 

19/9 「解剖快樂」朴昭根作品展覽 視覺藝術科 

22/9 觀賞《影. 亞洲》展覽 視覺藝術科 

24/9 圓玄學院 2016新界區賣旗日 社會服務團 

26/9 信社及愛社社員大會 信社、愛社 

27/9 義社及仁社社員大會 義社、仁社 

28/9 中六生涯規劃課程：多元升學途徑及資訊工作坊(1)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9/9 朋輩輔導員探訪中一 輔導組 

29/9 中二吸煙危害健康講座 健康教育組 

29/9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認識職業世界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9/9 惠州公立學校陸運會服務 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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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大埔及北區幼兒工作體驗活動分享會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30/9 中一、二網絡欺凌講座 訓導組 

30/9 中三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10 月 香港紅十字會「愛心相連大行動 2016」慈善義賣 紅十字會 

6/10 中三警校會作講座：香港水貨問題 訓導組 

12/10 台灣高等教育的創新轉型與發展講座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14/10 「香港 – 無所不在的廢棄物」跨媒體展覽 視覺藝術科 

15/10 紅十字會第九屆宣誓典禮 紅十字會 

15/10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應試策略講座 視覺藝術科 

19/10 觀賞展覽：《第 56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香港回應展- 曾

建華：無》 

視覺藝術科 

19/10 「在野外觀察生物」專題研習及科學探究課程 科學科 

21/10 參觀 2016 台灣高等教育展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1/10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歷史科 

21/10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陸運會服務 課外活動組 

24/10 S1-3 Drama Appreciation 英文科 

24/10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個人學習概覽工作坊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5/10 中二健康教育工作坊 健康教育組 

25/10 中三長跑 體育科 

25/10 中四及五藝術講座 視覺藝術科 

26/10 參觀童軍總會 童軍 

26/10 中六生涯規劃課程：多元升學途徑及資訊工作坊(2)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8/10 中一長跑 體育科 

28/10 中三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30/10 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服務 童軍、交通安全隊 

31/10 中一至三德育講座 德育組 

31/10 中四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31/10 中六長跑 體育科 

5/11 新生精神康復會賣旗日 社會服務團、公益少年團 

7-8/11 陸運會 體育科 

12/11 聯校中文科模擬口試 中文科 

18/11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專題研習及科學探究課程 科學科 

19-20/11 交通安全隊訓練營 交通安全隊 

22/11 中一及二科學講座 科學科 

22/11 校際朗誦節中文集誦比賽 中文科 

22/11 學習起飛小組 – 參觀青年學院(屯門分校) 訓導組、輔導組 

22/11 中六長跑 體育科 

23/11 中六生涯規劃課程：模擬放榜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4/11 中二長跑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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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中五及六通識講座 通識科 

25/11 「全方位機場職業面面觀」考察活動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8/11 中三生涯規劃課程：認識高中課程(1)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8/11 校際朗誦節英文集誦比賽  英文科 

28/11 中一及二戀愛講座 輔導組 

28/11 中四及五長跑 體育科 

29/11 學習起飛小組 – 參觀青年學院(九龍灣分校) 訓導組、輔導組 

29/11 懲教署「更新先鋒計劃」「思囚之路」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9/11 中四選修科編選講座 教務組 

29/11 中四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6/12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專題研習及科學探究課程 科學科 

9/12 環保旅行日 課外活動組 

10/12 勤達數學新高中文憑試模擬考試 數學科 

12-14/12 室內射箭世界盃 – 青少年室內射節賽 2016 射箭隊 

13-14/12 觀察雙子座流星雨 天文學會 

15/12 中一及二北區閱讀節活動 圖書館 

15/12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16/12 中三及四北區閱讀節活動 圖書館 

17/1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第一屆中小學聯校音樂匯演 管樂團 

17/1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第一屆中小學聯校音樂匯演

《當朋友遇上朋友》 

課外活動組 

管樂團 

19/12 中四生涯規劃課程：策劃大未來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19/12 中六生涯規劃課程：模擬面試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0/12 Singing contest 學生會 

21/12 中三生涯規劃課程：認識高中課程(2)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1/12 通識科問答比賽 通識科 

22/12 聖誕聯歡會 宗教組、課外活動組 

1/1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香港賽區)初賽 數學科 

9、14/2 高中學生視覺藝術作品集展覽(2016/17) 視覺藝術科 

16/2 香港三年八個月抗日戰爭考察 中國歷史科 

16/2 參觀終審法院 綜合人文科 

18/2 第十六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數學科 

19/2 出席城市論壇 公民教育組 

21/2 參觀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視覺藝術科 

22/2 中六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7/2 生涯規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士學位課程體驗計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23-24/2  福音週-攤位遊戲 宗教組 

23/2 福音週-真人圖書館 宗教組 

24/2 中三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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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福音週佈道會 宗教組 

27/2 福音週佈道會迎新茶會 宗教組 

27/2 香港高等教育學院學位課程體驗活動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6、11/3 藝術家主導社區活動「M+敢探號 2016-17」- 李香蘭 視覺藝術科 

8-22/3 參加 2017 年度 ICAS測試 數學科 

14/3 觀賞展覽《喘息空間》 視覺藝術科 

20/3 參觀專題展覽之香港玩具傳奇 綜合人文科 

24/3 科學科比賽 科學科 

25/3 聖基道全港售旗日 社會服務團 

29/3 蝴蝶山遠足活動 童軍 

30/3 生涯規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高級文憑課程體驗計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24/3 中三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4/3 朋輩輔導活動 輔導組 

27/3 S1 Fun Day 英文科 

27/3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8/3 中二長跑 體育科 

28/3 中四通識講座 通識科 

30/3 中一科學比賽 科學科 

30/3 學校文化日：古典音樂會 管樂團 

30/3 香港高等教育學院學位課程體驗活動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31/3 中一長跑 體育科 

7-11/4 日本東京大學考察團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生物科、旅遊與款待科 

21/4 中四長跑 體育科 

21/4 觀賞展覽：《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 視覺藝術科 

21/4 中西區辛亥革命文物徑考察 歷史與文化科 

24/4 中一健康教育講座 健康教育組 

24/4 S2 Grammar competition 英文科 

24/4 中四及五生涯規劃課程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5/4 國際 IT匯 IT Exploration Tour for Secondary Students 電腦科 

27/4 幼兒教育職前實習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7/4 科學科講座 科學科 

27/4 中五長跑 體育科 

28/4 數學科講座 數學科 

28/4 中三長跑 體育科 

28-29/4 酒店住宿體驗之旅 旅遊與款待科 

29/4-3/5 馬來西亞檳城歷史及生態考察團 中國歷史科、歷史與文化科 

1-3/5 音樂營 管樂團 

2/5 中一喜動樂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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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二科學工作坊 科學科 

2/5 中三生涯規劃 – 職業體驗工作坊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2-3/5 「Follow Him」宗教營 宗教組 

13/5 「培生」科學工作坊- STEM 遊樂場 科學科 

14/5 步操考試 紅十字會 

19/5 觀賞展覽：《Affordable Art Fair Hong Kong》 視覺藝術科 

30/6-2/7 制服團隊歷奇營 基督少年軍、交通安全隊 

3/7 Theater sport 輔導組 

3/7 社際中國語文問答比賽 中文科 

5/7 電影欣賞《消失的檔案》 中國歷史科 

6/7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歷史科 

6/7 參觀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開放日 科學學會 

6/7 中三及四訓導講座 訓導組 

6/7 中五生涯規劃活動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7/7 海洋公園體驗之旅 旅遊與款待學會、地理學會 

7/7 初中中文朗誦比賽及高中中文演講比賽 中文科 

8/7 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 –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視覺藝術科 

10/7 「星聲相惜耀心誠」學生才藝表演 課外活動組 

11-17/8 大埔及北區中學生幼兒工作體驗計劃 2017 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小組 

15/7 紅十字會第 10屆宣誓典禮 紅十字會 

13-18/7 2017年兩岸四地青少年手球夏令營 手球隊 

16-18/7 2016-17 年度女子排球隊暑期訓練營 排球隊 

26-27/7 朋輩輔導員暑期訓練營 輔導組 

2-9/8 田徑暑期台灣交流團 田徑隊 

9-13/8 管樂團「濟州國際管樂節 2017」交流團 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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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6-2017年度 各項校外比賽成績 

1. 校際朗誦節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班別 姓名 項目 組別 獎項 

1A 李文莉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A 吳蔚嵐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B 陳  源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B 莊嘉靖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B 羅睿哲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1B 黃可穎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C 張曉若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徐嘉怡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王姵勻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黃梓茵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D 林芷晴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E 朱慧盈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E 林儷欣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一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E 劉家麗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優良 

2E 劉殷希 二人朗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優良 

3A 馬天鴻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3B 陳塏晴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黃詩雨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李嘉敏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B 黃泳林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D 李凱盈 詩詞獨誦 - 粵語 中學三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4A 魏銘彤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4B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E 羅凱頤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5C 江嘉俊 散文獨誦 - 粵語 中學五、六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中二 /  詩詞集誦 - 粵語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1A 曾梓軒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1C 王姵勻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1C 袁卓盈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1C 張鑫杰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2A 陳卓詠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2A 何沛聰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A 談皓駿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優良 

2A 黃煒彤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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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李銨淇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2C 周佩儀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A 范玉玲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3A 林芷余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馬天鴻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良好 

3A 宁茜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黃偉澤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4A 劉敏琪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良好 

4A 吳英倫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A 宋嘉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4B 王美娜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3A 梁思華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A 溫焯霖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莊熹澐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Third 

3B 羅子桓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吳政宏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宋朗達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B 王子楓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陳汶軒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蔡林峰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葉芷均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D 林家樂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劉力文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D 羅啓僖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李凱盈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D 彭竣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D 彭昆皓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Boys Merit 

3E 何詠瑤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E 曾嘉希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E 王泳心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3E 胡衍瑩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Merit 

4A 劉嘉莉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A 劉敏琪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A 魏銘彤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A 宋嘉瑜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B 廖倩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B 譚巧楠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C 馬汶羲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4D 高明蔚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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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A, 1C  /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Boys Second 

S1A, 1C  /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Girls Third 

S1B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S1D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S1E   Choral Speaking Secondary 1 and 2 - Mixed Voice Merit 

 

2. 校際音樂節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2E 黃紀絃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A 陳詩濼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A 袁穎琳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C 方志斌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D 李兆駿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5A 覃振誠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5C 黃涴婷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2C 葉晴心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6A 吳家琪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6C 鍾詠軒 中學初級組  木管樂小組 優良獎狀 

4A 麥景傑 中學初級組 小號獨奏 良好獎狀 

4B 任酌瑤 中學初級組 小號獨奏 優良獎狀 

4E 蔡尚仁 中學初級組 長笛獨奏 優良獎狀 

4A 蔡豐裕 中學初級組 長號獨奏 優良獎狀 

4A 麥順傑 中學初級組 長號獨奏 冠軍 

2C 葉晴心 中學初級組 單簧管獨奏 優良獎狀 

1D 蘇雪穎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優良獎狀 

2A 陳卓詠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優良獎狀 

1B 袁樂呈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優良獎狀 

2A 袁進禧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3D 吳善怡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5B 鄭灼童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3. 冬韻管樂節 2016  

項目 獎項 

管樂團高級組比賽 銀獎 

 

4. 新地會「為家人設計一個健康計劃」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C 秦泳琪 優異證書 

5E 廖雋拔 優異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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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鍾欣恩 優異證書 

/ / 全港參與獎季軍 

 

5.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主辦 2017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2C 吳亦宇 優良證書 

4A 周千煦 優良證書 

4A 吳英倫 優良證書 

4A 王藝楠 優良證書 

5E 陸偉民 優良證書 

5E 温竣仁 優良證書 

1B 李凱文 優異證書 

1E 陳  瑜 優異證書 

2D 麥紫瑤 優異證書 

3A 馬天鴻 優異證書 

3A 黃偉沂 優異證書 

3B 秦雅庭 優異證書 

3C 嚴嘉茵 優異證書 

3E 陳曉瑜 優異證書 

3E 李思思 優異證書 

4A 蔡豐裕 優異證書 

4A 蔡曉琳 優異證書 

4A 黃啟聰 優異證書 

5B 邵偉祐 優異證書 

1B 羅  辣 榮譽證書 

2A 廖弘杰 榮譽證書 

2C 鄭啟偉 榮譽證書 

3A 黃偉澤 榮譽證書 

3C 黃梓曜 榮譽證書 

3C 卿弋展 榮譽證書 

4A 何雨濠 榮譽證書 

4A 黎浩宏 榮譽證書 

 

6.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主辦 2017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4A 蔡豐裕 校長嘉許證書 

4A 蔡曉琳 校長嘉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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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十屆「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1B  羅  辣  初賽一等獎 

1B 李富鈞 初賽二等獎 

1B 李靖宇 初賽二等獎 

2B 方曉嵐 初賽二等獎 

2C 吳亦宇 初賽二等獎 

3B 廖皓朗 初賽二等獎 

1B 陳建諾 初賽三等獎 

1B 李岷澄 初賽三等獎 

1B 王梓聰 初賽三等獎 

2B 陳宇軒 初賽三等獎 

2B 朱潔瑩 初賽三等獎 

2B 譚翔仁 初賽三等獎 

2B 謝靜潼 初賽三等獎 

2C 鄭啟偉 初賽三等獎 

2E 陳智杰 初賽三等獎 

2E 林保杰 初賽三等獎 

3A 馬天鴻 初賽三等獎 

3A 黃偉澤 初賽三等獎 

3A 黃偉沂 初賽三等獎 

3B 盧葦浩 初賽三等獎 

3B 文溢陞 初賽三等獎 

3B  宋朗達  初賽三等獎 

1B 李富鈞 香港晉級賽三等獎 

3A 馬天鴻 香港晉級賽三等獎 

3A 黃偉澤 香港晉級賽三等獎 

1B 李富鈞 全國總決賽三等獎 

3A 馬天鴻 全國總決賽三等獎 

3A 黃偉澤 全國總決賽二等獎 

 

8. 2017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 A  劉嘉穎 優秀設計圖獎 

 

9. 第 9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班別 姓名  

3E 方嘉怡 學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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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智能機械人邀請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3B 馮浩賢 RCJ足球示範邀請賽 亞軍 

4C 陳梓謙 

4C 廖睿琛 

4E 陳琛博 

 

11. 公益少年團 

活動項目 獎項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義賣 殿軍 

「環保為公益」慈善環保 良好獎 

 

12.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 

姓名 獎項 

4E 陳琛博   5A 陳子軒  5B馬雪兒  5B朱嘉嵐 

5D 譚健朗   5E温竣仁 

傑出舞台效果獎 

1A 范慧賢   1A李文莉  1A李詠盈   1A彭月美 

1B 廖映茜   1B黄可穎   1C鍾卓瑩   1D陳詠茵 

2C 郭穎茵   2C葉可峰   2D楊子賢   2E陳雍晴  

2E 賀嘉莉 

傑出合作獎 

 

13.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2016-17 

班別 姓名 獎項 

3B 竺婷婷 優異 

 

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6-17年度  全年總成績：    

組別 獎項 

女子組 全年總錦標冠軍 

男子組 全年總錦標冠軍 

女子組 最佳進步獎 

田徑比賽女子組 總冠軍 

田徑比賽男子組 總冠軍 

手球比賽女子組 總冠軍 

手球比賽男子組 總冠軍 

籃球比賽女子組 總冠軍 

籃球比賽男子組 總冠軍 

足球比賽男子組 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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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6-17年度  全能傑出運動員： 

班別 姓名 

4B 陳美諺 

6A 鍾樂兒 

 

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新界地域 2016-17年度  全年總成績： 

 

 

 

17.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賽 

 

 

 

 

 

1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中學分會 2016-17年度   其他項目成績： 

組別  項目  獎項 

團體 游泳  男甲 季軍 

男乙 亞軍 

男丙 亞軍 

女乙 第 6名 

團體 越野  

 

男甲 殿軍 

男乙 殿軍 

男丙 第 6名 

女丙 冠軍 

團體 田徑  男甲 亞軍 

男乙 冠軍 

男丙 冠軍 

女甲 冠軍 

女乙 亞軍 

女丙 亞軍 

籃球  

 

 

 

男甲 季軍 

男乙 亞軍 

女甲 冠軍 

女乙 冠軍 

女丙 季軍 

手球  男甲 冠軍 

組別 獎項 

射箭賽女子組 團體冠軍 

射箭賽男子組 團體冠軍 

組別 獎項 

男子組 冠軍 

女子組 季軍 



 17 

 

 

 

 

 

男乙 冠軍 

男丙 冠軍 

精英賽 冠軍 

女甲 冠軍 

女乙 冠軍 

女丙 冠軍 

精英賽 季軍 

足球  

 

 

男甲 冠軍 

男乙 亞軍 

男丙 季軍 

排球  女丙 亞軍 

個人 劍擊 花劍 男乙 3E 許珺瑜  季軍 

團體 室內賽艇  

 

女甲 第 8名 

女丙 第 7名 

團體 射箭  

 

 

 

 

 

男甲 亞軍 

男乙 冠軍 

男丙 冠軍 

女甲 亞軍 

女乙 冠軍 

女丙 冠軍 

 

19.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6D  黃俊灝 手球最有價值球員 

 

20. 2016- 2017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姓名 班別 獎項 

3A 楊樂 十優運動員 

6D 黃俊灝 傑出手球運動員 

4C 何焯琳 傑出射箭運動員 

3C 黃梓曜 傑出射箭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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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6-2017年度 各項校內比賽成績 

1. S1 Fun Day 

Class Award 

1B Champion 

1E First runner-up 

1D Second runner-up 

 

2. S1-3 Young Poet Competition  

Group Class Name Award 

S1 1A Ng Wai Laam, Grace Champion 

1C Chung Cheuk Ying First runner-up 

1D Lee Pui Yee Second runner-up 

S2 

 

2B Leung Shing Ming Champion 

2A Lau Cheuk Ling, Fiona First runner-up 

2D Lo Man Ying Second runner-up 

S3 

 

3E Cheung Ping Chi Jeff Champion 

3D Tang Ka Yiu First runner-up 

3B Lai Jing Young Kiran Second runner-up 

 

3. S1-5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Group Class Name Award 

S1 

 

1B Luo La, Laura Champion 

1A Ng Wai Lam, Grace First runner-up 

1A Li Wing Ying Second runner-up 

1B Kevin Li Merit 

1A Fan Wai Yin, Jessie Merit 

1C Cheung Hiu Yeuk Merit 

1D Lee Pui Yee Merit 

1E Fung Wai Mei Merit 

S2 

 

 

2A Chan Cheuk Wing, Trany Champion 

2B Ng Cheuk Yin First runner-up 

2C Pang Lee Wan, Karen Second runner-up 

2A Hui Kwan Lok Merit 

2B Ma Ho Ming Merit 

2E Pavivan Prakit Merit 

2A Lau Cheuk Ling, Fiona Merit 

2B Lee Ngai Hang Merit 

S3 

 

3B Chu Ting Ting Champion 

3B Lai Jing Young, Kiran First runn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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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Hui Kwan Yu, Jason Second runner-up 

3D Lai Wing Hei, Kathy Merit 

3E Chan Hiu Yu, Jessica Merit 

3E Li Si Si, Ceci Merit 

3A Leung Maxine Merit 

3C Yan Jiayin Katerina Merit 

S4 

 

4C Ma Man Hei Roxanne Champion 

4A Sung Ka Yu First runner-up 

4A Yip Hau Wing Second runner-up 

4A Wong Yinan Merit 

4A Wong Po Yan, Jasmine Merit 

4A Sung Mei Ching Merit 

4D Yip Yat Ming Merit 

4A Wong Kai Yuen, Jeff Merit 

S5 

 

5E Jack Law Jinhong Champion 

5E Wu Chi Hong Kelvin First runner-up 

5E Liu Chun But Second runner-up 

5A Au Hoi Hei Merit 

5E Wong Po Yi Merit 

5A Lau Yuk Wa Merit 

 

4. S2 Inter-class Grammar Competition 

Class Award 

2C   2E Champion 

 

5. S5 Annual Debate 

Class Name Award 

5E 

5E 

5B 

5A 

LI HOI SEN, Winnie 

WONG PO YI, Bella 

KWONG TSZ CHING, Gisele 

HUANG KO YING, Coby 

Champion 

5E WU CHI HONG, Kelvin The Best O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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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班際整潔比賽 

i. 第一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C 冠軍 

2B 亞軍 

3B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6A  6E 冠軍 

4A 亞軍 

4D 季軍 

 

ii. 第二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C 冠軍 

2B 亞軍 

2C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4A 冠軍 

5C 亞軍 

5E 季軍 

 

iii. 第三階段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第三階段低年級組 

班別 獎項 

3C 冠軍 

2C 亞軍 

2D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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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班別 獎項 

4A 冠軍 

5C 亞軍 

5D 季軍 

 

iv. 全年班際整潔比賽 

初級組  

班別 獎項 

3C 冠軍 

2C 亞軍 

2B 季軍 

 

高級組 

班別 獎項 

4A 冠軍 

5C 亞軍 

5D 季軍 

 

7. 2016-2017中文朗誦及演講比賽 

中一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1D 彭倩盈 冠軍 

1C 鄧世恩 優異 

 

中二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2D 黃雨婷 冠軍 

2B 李銨淇 優異 

 

中三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3E 曾嘉希 冠軍 

3A 馬天鴻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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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4E 譚巧楠 冠軍 

4C 劉家欣 優異 

 

中五級 

班別 中文姓名 獎項 

5D 余澂宜 冠軍 

5C 梁曉彤 優異 

 

8. 初中級科學科 2016-17年度科學競技比賽  模型電動車大賽  最佳作品表現獎 

1A Gp6 蔡汶釗  曾梓軒  溫焯熙  葉治峰 

1B Gp8 羅  辣  陳  源  仇詠諾  莊嘉靖 

1D Gp5 朱芷柔  葉芷晴  朱湖廣  鄭詠霖 

1E Gp6 陳  毅  甄澤賢  李熙文  何俊業 

2A Gp7 談皓駿  葉家興  黃浩文  梁焯楠 

2B Gp1 周穎楠  梁恩恆  薛詠欣  黃卓怡 

2C Gp7 劉子瑜  梁詠榆  殷善瑩  顏小晴 

 2D Gp10 鍾熙蕾  盧天浩  冼樂琳  譚  琛   胡偉恆 

2E Gp3 張心悅  何梓尼  林美恩  黃芍曈 

 

9. 初中級科學科 2016-17年度科學競技比賽 

中一級  

組別 姓名 獎項 

1C Gp5 朱鎬勻  陳浩樑  張天陽  葉子健 冠軍 

1D Gp4 余子輝  王梓聰  吳炫佑  廖榮基 亞軍 

1C Gp4 金  科  吳子龍  葉栢濤  張浩樂 季軍 

 

中二級  

組別 姓名 獎項 

2B Gp6 簡靜怡  李芷睿  陸穎妍  吳詩慧 冠軍 

2C Gp4 張祖莉  羅詠心  孫婧潼  周佩儀 亞軍 

2B Gp8 張綽媛  方曉嵐  謝靜潼  葉雅翹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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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6-2017敬師卡設計比賽   

班別 姓名 獎項 

5C 譚惠美 冠軍 

5D 姜天ㄧ 亞軍 

5C 張頌怡 季軍 

3A 寜茜 優異 

3E 陳凱晴 優異 

4C 楊詠婷 優異 

3E 許珺瑜 優異 

5E 林詠樂 優異 

4B 任酌瑤 入圍 

5E 林詠樂 入圍 

3D 賴詠希 入圍 

3B 黃詩雨 入圍 

3B 黃泳林 入圍 

5C 吳梓瑩 入圍 

3D 蔣頴瑤 入圍 

2D 麥紫瑤 入圍 

4D 鄭采瑤 入圍 

3B 秦雅庭 入圍 

5D 方莤宜 入圍 

 

11. 2016-2017年度班際壁報設計比賽 

班別 獎項 

2D 初中組冠軍 

2B 初中組亞軍 

2C  3A 初中組季軍 

5A 高中組冠軍 

4E 高中組亞軍 

5E 高中組季軍 

5A 最具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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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圖書館獎項 

i. 優秀閱讀大使 

中一級 

1A 鄧思成   黃曉豐 

1B 張樂瑤   廖映茜 

1C            周棨炫   金   科 

1D 彭倩盈   王梓聰 

1E 莫秋敏   鄧文浩 

 

 中二級 

2A 李泳芯   俆妤霖 

2B 蔡佩盈   李銨淇 

2C 劉楚盈   郭穎茵 

2D 顏凱彥   冼樂琳 

2E 陳峻樂   溫家俊 

  

 中三級 

3A 范玉玲   曾肇和 

3B 廖鈺洳   黃樂天 

3C 曾彩華   曾小娃 

3D 杜綺淇   李穎欣 

3E 黃秀玲   葉懿璇 

 

ii. 優秀圖書館領袖生 

 

 

 

 

 

 

 

 

 

 

  

中一 1C梁嘉豪  1D葉芷晴  1E陸梓駿 

中二 2A李泳芯  2A莫晞彤  2A邱韵睿 

2B楊志桓  2D劉栩宇  2E姚彤炘 

2E 羅曉晴  2E李志彬  2E譚皓謙 

中三 3C陳慧雅  3C鄺芯瑜  3C曾小娃  3C嚴嘉茵 

中四 4A譚凱尤  4A謝穎怡  4A徐  諾  4B王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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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閱讀多繽紛獎勵計劃紫章 

1A 許書維  范慧賢  梁慧彤  黃園喬 

1B 陳俊暹  陳建諾  陳  源 

1C 張思民  林思涵  李思佳  羅植元  黃煒晴   

葉栢濤  張鴻鵠 

1D 朱湖廣  鍾恩桐  傅學礽  梁嘉樂  莊敏華 

1E 葉卓軒  鄧文浩 

2A 陳俊華  李芷晴  黃煒彤  胡諾言 

2B 房卓亨  李芷睿 

2C 梁詠榆 

2D 楊子賢 

2E 陳智杰  劉殷希  彭裕軒  林保杰  鄧凱彤   

鄔仕仁 

3A 秦子欣  范玉玲  林芷余  梁雅彥  馬天鴻   

楊鑫培  張海憧 

3B 陳塏晴  何錦鴻  黃詩雨  賴正陽  梁雪晴   

盧葦浩  蕭海亮  譚曉彤  王子楓  竺婷婷 

3C 陳翰源  曾小娃 

3D 吳善怡  杜綺淇  黃卓瑤  嚴凱桐 

3E 霍文浩  李思思  謝詠芯  葉翠詩 

4A 蔡豐楷  劉敏琪  麥順傑  吳英倫  王藝楠 

4A 梁凱鈞 

4B 王雪曦 

4D 高明蔚 

 

iv  2016-2017 個人借閱龍虎榜 

1E 馬愷翹 個人借閱龍處榜---中一級冠軍(66本) 

2E 鄭凱婷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二級冠軍(27本) 

3B 賴正陽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三級冠軍(128本) 

4A 王藝楠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四級冠軍(43本) 

5A 黃修文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五級冠軍(46本) 

6C 黃梓瑋 個人借閱龍虎榜---中六級冠軍(1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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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016-2017年度  班際最高人均借閱量比賽 

級別 班別 人均借閱量 

中一級 1D 12.9本 

中二級 2E 8.57本 

中三級 3C 5.88本 

中四級 4A 4.45本 

中五級 5C 3.14本 

中六級 6A 0.85本 

 

vi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狀元金章 

1A 

陳俊融  張逸宏  朱  薇  黃皓熙  高明新  李文莉  李詠盈 

李裕雯  林  潔  吳蔚嵐  鄧錦昕  湯依澄  曾梓軒  魏琳迪 

王智輝  黃園喬 

1B 陳嘉儀  郭晞穎 

1C 李思佳 

1D 黃琰雅  盧樂妍  阮穎妍 

1E 陳  瑜  鍾欣婷  何俊業  林儷欣  黃瑞賢 

2A 

陳卓詠  陳樂殷  張詠琳  程詠嫺  何沛聰  許鈞洛  簡希桐 

劉卓羚  李泳芯  莫晞彤  譚霓遙  徐鎮吉  黃浩文  黃心悅 

胡諾言  葉凱盈 

2B 
張綽媛  蔡佩盈  朱潔瑩  方曉嵐  何忻佾  郭鎮維  梁恩恆 

馬滈銘  楊禧琳  葉雅翹 

2C 
陳澤禧  陳曉揚  鄭啟偉  何嘉軒  劉子瑜  羅詠心  梁詠榆 

彭莉雲  胡嘉敏  殷善瑩  顏小晴  周佩儀 

2E 

陳智杰  陳  靜  陳峻樂  陳賢樂  陳雍晴  張梓聰  鄭凱婷 

張心悅  戚朗熙  莊鎮謙  周柏軒  賀嘉莉  何梓尼  姚彤炘 

黎政熙  劉家麗  劉建豐  劉殷希  羅曉晴  李潁鍶  李志彬 

林美恩  盧浩文  羅梓爗  陸正鴻  彭裕軒  林保杰  石雋新 

蘇勺甡  岑曉峰  譚皓謙  鄧雅容  溫家俊  黃芍曈  黃紀絃 

黃梓罡  黃子樂  鄔仕仁  余沛銘  鍾振源 

3A 

陳家文  陳嘉怡  陳冠汶  鄭惠芯  張文政  戚曉穎  周潤來 

蔡尚賢  朱樂恒  范玉玲  何菀菁  林重澤  林芷余  李嘉瑩 

李倩融  梁恩華  梁雅彥  譚君豪  溫焯霖  黃曉晴  黃偉澤 

楊鑫培  楊凱貽  楊  樂  張海憧  鄭健麒 

3B 秦雅庭  竺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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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陳振安  陳曉智  陳翰源  陳鈞祥  陳毅霖  陳表鍵  陳慧雅 

陳晓琳  鄭曉昕  鄭鴻熙  張樂霖  朱芷昕  何澤權  何家慧 

熊玉淇  姚柏洪  郭偉傑  鄺芯瑜  賴曉晴  黎善衡  林淼森 

李樂兒  梁惠慧  呂尚勳  吳穎寶  彭雅濤  沈雅妮  蕭燕玲 

孫啓鈞  唐嘉蔚  曾彩華  曾小娃  黃梓曜  黃元澤  嚴嘉茵 

葉曠東  卿弋展 

3D 賴詠希  林恩晴  劉力文  李凱盈  李采臻  鄧  榕  杜綺淇 

3E 黃秀玲  張芷瑤  鍾熙媛  何詠瑤  李思思 

4A 

陳樂陶  周千煦  蔡豐楷  蔡豐裕  周令捷  蔡曉琳  劉敏琪 

李加琪  LOPES JENNIFER ANTONIA  麥景傑  麥順傑  吳英倫 

魏銘彤  冼天惠  宋嘉瑜  宋美貞  謝穎怡  徐  諾  王藝楠 

王肖洒  黃寶欣  葉巧穎 

4B 文皓晴  王美娜  任酌瑤  鄭思燕 

4C 張善宜  馬汶羲 

4E 羅俊聲 

5C 鍾欣恩 

5D 趙卿妏 

5E 唐源鍵 

 

榜眼銀章 

1A 
陳恩言  陳澤雯  蔡汶釗  徐卓宇  許書維  石 濠  梁慧彤 

林嘉慧  鄧思成  溫焯熙  黃卓然  黃曉豐 

1C 張天陽  黃煒晴 

1D 鍾恩桐  林芷晴  彭倩盈  蘇雪穎  蘇婉瑤  曾家悅 

1E 朱慧盈  蕭朗軒  鄧文浩 

2A 
陳愉樂  黎浚賢  李芷晴  凌 峰  彭俊賢  蘇樂怡  蘇一山 

葉寳珠  姚漢權 

2B 
陳梓陶  陳永祺  陳宇軒  張頌朗  周穎楠  房卓亨  李銨淇 

李芷睿  梁凱喬  梁城銘  薛詠欣  黃卓怡  楊志桓  鄭嘉俊 

2C 
陳樂瑤  張祖莉  吳卓雯  吳亦宇  薛華強  孫婧潼  胡永健 

葉晴心 

2D 李鈞泓  李穎然 

2E 鄧凱彤 

3A 秦子欣  宁 茜  黃正言  黃鍵堯  黃偉沂 

3B 

陳曉琳  陳塏晴  曹梓朗  莊熹澐  徐宓柔  杜子俊  馮浩添 

何泳琦  黃詩雨  賴正陽  劉詠儀  梁津銘  梁雪晴  廖皓朗 

廖鈺洳  吳政宏  蘇芷慧  宋朗達  鄧紫嫣  王子楓  甄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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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林家希  林洛瑤  劉凱澄 

3D 
章芷千  李穎欣  廖浚言  吳善怡  曾紫怡  徐偉豪  尹子婷 

嚴子菁 

3E 霍文浩  方嘉怡  曾嘉希  曾梓樂  謝詠芯  王泳心  胡衍瑩 

4A 何雨濠  黃啟源  范安生  陳凱盈  陳詩濼  麥依翹  譚凱尤 

4B 林雅悅  葉卡琳  周沛嫣  陳澤欣  劉嘉莉  鄧博文  顏倩彤 

4C 李嘉樂  方志斌  任潔盈  余瑋琛  吳卓樂  陳洛然  蔡浩朗 

4D 
李敏儀  李卓枬  唐晶晶  徐傃盈  高明蔚  梁迪華  楊子盈 

蔡兆盈  謝文廸  關子謙 

4E 袁樂瑤  張 婕  陳洛浩  黃詩慧 

5C 林麗盈 

5D 韋碧詩 

5E 鄧諾怡 

 

探花銅獎 

1A 畢欣嵐  范慧賢  何世賢  劉希怡  謝思恩  黃邦毅  葉治峰 

1B 陳  源  王亦輝 

1C 
張曉若  鍾卓瑩  林思涵  吳泳恩  蕭浩文  曾嘉汶  黃梓茵 

袁穎琳 

1D 

朱芷柔  朱湖廣  鄧維新  房青源  簡瑋彤  李卓彤  李佩儀 

梁嘉樂  廖榮基  陸民昊  吳晉遠  吳炫佑  孫駿業  黃曉穎 

楊誠俊  余子輝  莊敏華 

1E 

陳洛瑩  陳 毅  陳佩君  張瀚瓏  馮惠美  葉芷滢  郭安兒 

李幗蕾  梁尉珊 李卓瀚  勞映月  呂雲龍  馬愷翹  莫秋敏 

唐浩軒  易文樂  莊珮瑄 

2A 陳天恩  卓文樂  李景棠  談皓駿  邱韵睿  袁進禧 

2B 
鄭焯麟  趙兆康  簡靜怡  李灝昕  陸穎妍  吳卓燃  吳詩慧 

謝靜潼  溫晉煒  胡希正 

2C 
陳志成  陳志源  郭穎茵  黎俊杰  羅穎聰  吳展悅  余溢潼 

袁逸駿  鍾國林 

2D 

陳詩雅  張智星  鍾慧慈  鄧梓詠  何  洋  黃雨婷  郭浩然 

黎思嘉  羅雋傑  李紫霖  李東海  盧天浩  麥紫瑤  彭雲風 

彭彥皓  冼樂琳  戴皓天  楊光灝  楊子賢 

3A 趙穗源  馬天鴻  萬諾謙  潘嘉慧  王子歡  區梓軒 

3B 
陳曉晴  張諾淮  馮浩賢  何錦鴻  何佩儀  羅子桓  李嘉敏 

盧葦浩  蕭海亮  譚曉彤  黃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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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區凱蕙  陳天妮  蔡林峰  葉芷均  羅啓僖  李卓程  李峻華 

彭竣楠  孫煥庭  黃卓瑤  黃諾妍 

3E 
陳凱晴  張平治  莊芷若  朱樂林  葉依靈  葉懿璇  梁海彤 

李希樂  黃俊雄  胡梓駿  葉翠詩 

4A 陳廸亨  鄭諾謙  嚴浚僖  朱詠芯 

4B 
何澤晨  李懿紋  陳俊希  王雪曦  吳晉軒  李若寧  黃韋添 

楊名聲  劉俊雄 

4C 李卓樂  鍾慧冰  黃顈欣  董佳音  杜欣潼  葉子朗  鄭智鴻 

4D 
葉逸明  施瑩瑩  李兆駿  李卓衛  李曉閔  肖滌非  陳譽文 

黎溢昇 

4E 陳巧妍  彭彥喬  黃紫陽  高鵬晨  張家豪  馮嘉儀  劉禧誼 

5A 張啟嵐  周苑昀  黃海潼  楊斯詠 

5B 鄭灼童  朱嘉嵐  劉恒誠 

5C 陳展鴻  吳晉銘  黃業欣  譚惠美 

5D 方茜宜  楊煒棟  楊穎童 

5E 歐宇揚  鍾琇晴  廖雋拔  王凱雯  王慧瀅  余澂宜  黃寶怡 

 

13. 全年學業最佳進步獎 

1A 黃皓熙  魏琳迪 

1B 莊嘉靖  袁樂呈 

1C 陳浩樑  張浩樂 

1D 朱湖廣  余子輝 

1E 何俊業  易文樂 

2A 許鈞洛  談皓駿 

2B 房卓亨  譚翔仁 

2C 張祖莉  黃星恒 

2D 黎思嘉  丘健威 

2E 黃紀絃  鄔仕仁 

3A 潘文健  黃鍵熹 

3B 徐宓柔  王子楓 

3C 陳翰源  賴曉晴 

3D 鄭  鈞  黃卓瑤 

3E 陳曉瑜  黃卓嵐 

4A 劉兆峰  冼天惠 

4B 蘇俊清  任酌瑤 

4C 張梓軒  何焯琳 

4D 關子謙  劉蓁瑋 

4E 陳洛浩  林鍵堯 

5A 朱浚謙  萬俊賢 



 30 

5B 鄭朝日  利宗灝 

5C 陳雋軒  成  樂 

5D 張國豪  羅君道 

5E 勞泳燊  王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