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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06-2007年度課外活動比賽成績 

序號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 參與老師及學生 
負責/ 

帶隊老師 
成績 獎品 記功 

1 7/2006 學體會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籃球 
7A 賴美如、5B周佩儀、王家宜、

4D張婷 
梁冠芬 
馬少初 

冠軍 -- 大各一 

2 14/7/2006 青年會屯門會所 
第二屆好生命盃小型

足球賽 
男子 14歲組 3A 梁冠聰、3E劉家豪、2D林子康 胡裕星 冠軍 -- 大各一 

3 16/7/2006 
香港中國 
國術總會 

第十三屆全港公開 
學界龍獅藝錦標賽 

中學龍藝組 

2A 唐家駿、2B郭偉民、周子杰、
彭偉霖、陳少秋、闕澤江、 

2C李港成、2D李嘉俊、2E黃兆霖、 
吳洗嵐 

馬少初 殿軍 -- 大各一 

4 30/7/2006 
天水圍關注組/香
港空手道正剛館 

2006年第一屆空手道
精英選拔賽 

青年隊際 
自由搏擊 

5C曾朗、陳志勇、邱經偉、 
5B 陳樹偉、陳志豪、劉卓榮、 

梁顥嚴、3A 何卓健 
申玉超 季軍 -- 小各一 

    16-17歲男子組 5C邱經偉  冠軍  大 
     5B陳樹偉  亞軍  小 
     5C陳志勇  季軍  小 
     5B陳志豪  優異  優點 
     5B梁顥嚴  優異  優點 
     3A何卓健  優異  優點 
    14-15歲男子組 5C曾朗  亞軍  小 
     5B劉卓榮  季軍  小 

5 30/7/2006 
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 

國際兒童跆拳道 

大賽 2006 
搏擊組 2C盧天樂 黃吉耀 冠軍 -- 大 

6 5/8/2006 
香港基督教協會
屯門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青年力量社區共融實
踐計劃之平等共融在
社區海報設計比賽 

 4D鄭嘉宜 申玉超 優異獎  優點 

7 11/8/2006 
中國香港傳統 
武術龍獅協會 

第一屆全港學界青少
年夜光龍醒獅大賽 

夜光龍組 
2A 陳劍波、唐家駿、2B郭偉民、
周子杰、陳少秋、2C李港成、 

2D王家駿、李嘉俊 
馬少初 冠軍 -- 大各一 

8 13/8/2006 
將軍澳 

新都城中心 
未來是我們----科

學、環保、創作比賽 
創作比賽 

2A 陳柏昇、郭浩智、秦樂承、劉
振泉、2B李嘉偉、2C簡家傑、3E

黃家俊、5A 趙是君 

吳宏業 
黃耀坤 

殿軍 -- 大各一 

9 15/8/2006 
明愛長洲青少年

綜合服務 
2006明 Teen盃 
七人足球賽 

足球賽 3B江孔亮 胡裕星 冠軍 -- 大 

10 26/8/2006 
VIGOR ELITE 

COMPANY 
域高精英狂熱邀請賽 籃球 

7A 賴美如、5B周佩儀、王家宜、
4D張婷、3B李鈺明、2B 陳錦玲、

2D周影彤 

梁冠芬 
馬少初 

冠軍 -- 大各一 

11 27/8/2006 
香港空手道 

正剛館 
香港空手道正剛館 
三十九週年大賽 

男子青年套拳 3A 何卓健 申玉超 季軍 -- 小 

    14-15歲搏擊 5C邱經偉  亞軍 -- 小 
     5B劉卓榮  季軍 -- 小 
    16-17歲搏擊 5D余欣霖  季軍 -- 小 
12 27/8/2006 NIKE League  NIKE League籃球賽 女子 19 歲以下 4B 郭芷菁 -- 冠軍  大 

13 29/8/2006 
青少年暑期活動

委員會 
2006全港青少年 

足球錦標賽 
U-16組 3A 梁冠聰 胡裕星 冠軍 -- 大 

14 7-8/2006 NIKE NIKE LEAGUE 2006 籃球比賽 3E郭穎峰 -- 季軍 -- -- 

15 10/9/2006 康文署 
全港小飛魚團體游泳

錦標賽 
男童組 4×50米

四式接力 
1C黃俊禮 -- 季軍 -- -- 

16 16/9/2006 康文署 屯門區水運會 
男子少年 H 組
4×50米四式接

力 
1C黃俊禮 -- 冠軍 -- -- 

17 16/9/2006 
香港中國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女子青年組 
7A 賴美如、5A 羅福慧、 
5B 周佩儀、5C黃靜雯 

霍紹波 冠軍 -- 大各一 

    女子少年組 
4A 林尉瑜、4B 郭芷青、 

4D張婷、周美芳 
 亞軍 -- 大各一 

    女子兒童組 
3A 張麗珊、黃定曦、鄧敏慧、 

3B李鈺明、黃詩婷、2A 張舒汶、
陳泳鈺、2B 陳錦玲、2D周映彤 

 冠軍 -- 大各一 

18 17/9/2006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水運會 50米背泳 4B鄧浩賢 -- 冠軍 -- 大 
    4×50米四式接力 4B 鄧浩賢  冠軍 -- 大 
    100米背泳 4B 鄧浩賢  季軍 -- 小 

19 17/9/2006 
康文署香港舉重

健力總會 
第五屆臥推舉錦標賽 少年組 52公斤 5B 鄧雄偉 申玉超 冠軍 -- 大 

     5B霍日輝  亞軍 -- 大 
     5B蔡振豪  季軍 -- 大 
    少年組 56公斤 5B 陳志豪  冠軍 -- 大 
    少年組 60公斤 3A 何卓健  冠軍 -- 大 
     5B劉卓榮  冠軍 -- 大 

    
少年組 67.5公

斤 
5C邱經偉  冠軍 -- 大 

     5B梁顥嚴  亞軍 -- 大 
     5C曾朗  季軍 -- 大 
    少年組 75公斤 5C陳志勇  冠軍 -- 大 

    
少年組 100公

斤 
5B 陳樹偉  冠軍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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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總冠軍 -- -- 

20 17/9/2006 香港保齡球總會 香港保齡球公開賽 
男子青少年組

單人賽 
3C李得文  季軍 -- 大 

21 17/9/2006 康文署 第七屆文康盃籃球賽 女子 18 歲以下 4B 郭芷菁 -- 亞軍  小 

22 1/10/2006 
友愛居民服務協
會屯門區議會贊

助 
國慶足球邀請賽 2006 青少年組 4C黃學謙 胡裕星 冠軍 -- 大 

23 2/10/2006 
屯門體育會、屯

門區議會 
屯門區國慶盃足球賽

2006 
14歲以下組 

3A 梁冠聰、陳耀恒、3B江孔亮、
胡俊威、3E劉家豪、郭穎峰、曾
嘉鋒、2C黎家宏、2D林子康、羅
港威、林常青、葉文樂、2E黃兆

霖 

胡裕星 冠軍 -- 大各一 

    16歲以下組 
5A 李浩賢、徐顯聰、郭庭輝、5B
陳勝高、5C楊子龍、史俊傑、4A
蕭希俊、3D劉嘉城、3B 鄧家豪 

 季軍 -- 小各一 

     3A梁冠聰、5C楊子龍  
最佳球
員獎 

-- -- 

24 8/10/2006 元朗籃青籃球會 Super-X三人籃球賽 男子少年組 3E郭穎峰 
梁冠芬 
馬少初 

亞軍 -- 小 

25 9/10/2006 香港壘球總會 
05至 06年度香港壘
球公開賽(Men’s Blue 

Division) 
壘球公開賽 

4C蕭偉鏗、3C羅家聲、5A 胡海洋 
老師︰何樹顯老師、黃嘉俊老師、 

楊健文老師 
校友︰姚霆基、鄧鍾銘、李志奇、
陳俊堅、關天俊、陳志榮、李偉傑 

何樹顯 
楊健文 

冠軍 -- 學生大 

26 10/10/2006 屯門學體會 屯門區校隊水運會 女甲團體 
1E陳沅禧、3A 張諾文、3B 陳安
琪、5C朱馥均、吳芷均、6A 張詠

德、7A 戴肇珩 
霍紹波 季軍 -- 小各一 

    
女甲 4×50混合

泳 
3A 張諾文、3B 陳安琪、6A 張詠

德、7A 戴肇珩 
 亞軍 -- 小各一 

    男乙團體 
3A 陳正昕、3C葉漢勤、歐進浩、
3D歐陽文彥、4B鄧浩賢、歐柏軒、

4C李啟迪 
 殿軍 -- 小各一 

    
女甲 200米自

由泳 
3B 陳安琪  冠軍 -- 大 

    
女甲 100米胸

泳 
6A 張詠德  冠軍 -- 大 

    
女甲 200米胸

泳 
6A 張詠德  冠軍 -- 大 

    女甲 50米蝶泳 7A 戴肇珩  季軍 -- 小 

    
男乙 100米背

泳 
4B 鄧浩賢  冠軍 -- 大 

    男乙 50米背泳 4B 鄧浩賢  冠軍 -- 大 

    
男乙 200米胸

泳 
4B 歐柏軒  季軍 -- 小 

27 14/10/2006 翁祐中學 陸運會接力邀請賽 4×100米 
3A 張麗珊、3D黃詩琪、 
4A 林尉瑜、4B 郭芷菁 

梁麗萍 
霍紹波 

亞軍 -- 小各一 

28 14/10/2006 
恒友發展有限公

司 
黃河盃攀爬挑戰賽

2006(秋季) 
女子新秀 3B陳安琪 申玉超 冠軍 -- 大 

    男子新秀 3D歐陽文彥  亞軍 -- 小 
    男子新秀 2C梁頌康  季軍 -- 小 

29 15/10/2006 元朗體育會 
元朗區體育節 2006
港、穗、澳 3 人籃球

賽 
3 人籃球賽 6A 鄭澤、5D胡兆智 

梁冠芬 
馬少初 

冠軍 獎杯 大各一 

30 15/10/2006 沙田籃球總會 沙田區籃球公開賽 女子青年組 4B 郭芷菁 -- 亞軍  小 

31 9-10/2006 香港排球總會 
第 25屆全港甲組馬

柆松排球比賽 
甲組馬柆松排

球比賽 
黃嘉俊老師 -- 殿軍 -- -- 

32 23/10/2006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北區羽毛球雙打比賽 混合雙打 1D伍凱靖 鄧智光 季軍 -- 小 

33 10/11/2006 
明愛馬登基金中

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4A 林尉瑜、4B 郭芷菁、3B 盧碧
君、3D黃詩淇 

霍紹波 冠軍 -- 大各一 

    女子組 
2A 周海潮、陳高婷、2D周影彤、

1C李思敏 
 亞軍 -- 小各一 

34 12/11/2006 
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 

全港男子青少年 
跆拳道比賽 2006 搏擊組 2C盧天樂 黃吉耀 冠軍 -- 大 

35 12/11/2006 元朗籃球總會 元朗區籃球公開賽 女子少年組 4B 郭芷菁 -- 冠軍  大 

36 14/11/2006 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 
7A 賴美如、6A 陳靜琳、5A 羅福

慧、5B 周佩儀、王家宜、金艷明、
4D 張婷、1D 彭玲 

馬少初 
吳玉珊 

冠軍 
三連冠 -- 大各一 

37 16/11/2006 屯門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 
越野比賽 越野比賽 4B 黃海忠 霍紹波 

男甲個
人季軍 -- 小 

38 18/11/2006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 
全港中學校際壘球

比賽 壘球比賽 

1B郭斯鳴、1C葉家樂、羅景禧、
劉曉天、李世裕、1E黎家龍、3B
鍾文亮、陳柱機、3C羅家聲、李
子榮、俞梓健、傅俊傑、3E黃智
鵬、4A 林浩文、4B蔡顥、余宗桓、
4C蕭偉鏗、4D盧科霖、郭源、5B

胡海洋 

何樹顯 殿軍 -- 大各一 

39 19/11/2006 
中華基督教會屯
門堂、田景堂、

龍門佈道所 

2006聯堂謝恩節球
技大賽 

七人足球賽 
5C楊子龍、4C黃學謙、2C張浩
彬、黎家宏、2D林子康、楊啟斌、

2E黃兆霖 
胡裕星 冠軍 -- 大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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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1/11/2006 香港攀山總會 
第十八屆全港運動攀

登錦標賽 男子少年組 5C郭俊傑 申玉超 冠軍 -- 大 

    女子少年組 4D陳家慧  殿軍 -- 小 

41 21/11/2006 
屯門區青少年暑
期活動統籌委員

會 

2006年屯門區青少年
暑期活動傑出義工頒

獎典禮 
義工 

5D黃家汶、張柏齡、6A 林家樂、
7A 余永興、戴廣文、陳迪麟 

黃嘉俊 義工獎 -- -- 

42 22/11/2006 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 

7A 陳君諾、張俊朗、6A 蔡清、鄭
澤、馮錦堂、謝俊賢、唐凱謙、5D
胡兆智、5C何霆南、5B顏嘉鋒、

4C劉燊澤、2D余堅文 

梁冠芬 
梁政能 

冠軍 
八連冠 

-- 大各一 

43 23/11/2006 香港教育統籌局 
第 58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中四級男子英

文詩獨誦 
4B 吳偉政 陳明姬 冠軍 -- 大 

44 26/11/2006 仁愛堂 
2006仁愛堂跆拳道大

賽 
女子少年組 2B 張鈉瑜 梁文輝 季軍 -- 小 

45 27/11/2006 香港教育統籌局 
第 58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中一級普通話

詩詞獨誦 
1A 勞韻儀 楊引子 季軍 -- 小 

46 30/11/2006 香港教育統籌局 
第 58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中二級男子英

文詩獨誦 
2C陳家汶 霍小慧 季軍 -- 小 

47 1/12/2006 創新科技署 
我最喜愛的創意生活

發明 

青少年組 
長者優化生活

系統 

2A 劉振泉、陳栢昇、郭浩智、秦
樂承、2B 李嘉偉、2E黃家俊 

吳宏業 
黃耀坤 

亞軍 
獎金

$6,000及
紀念郵票 

大各一 

48 1/12/2006 香港教育統籌局 
第 58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中二級女子英

文詩獨誦 
2A 張舒汶 文翠芬 季軍 -- 小 

49 1/12/2006 香港教育統籌局 
第 58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中一級普通話

散文獨誦 
1A 勞韻儀 楊引子 亞軍 -- 小 

50 2/12/2006 香港曲棍球總會 
2006/2007年度全港
曲棍球青少年推廣計

劃 
九人賽 

2A 何俊榮、3A 莊永誠、 
3B 江孔亮、馮偉翰、任樂豪、 
黃啟鋒、3C俞梓健、5A 周傑、 

5B陳兆祺、5C郭俊傑、史俊傑、
李珏楠 

黃榮貴 冠軍 -- 大各一 

51 8/12/2006 
屯門區學界體育

聯會 
田徑比賽 男甲團體 

4B 黃海忠、4C劉燊澤、 
5A 胡兆智、5C何霆南、6A 蔡清、

林家樂 
霍紹波 優異  

優點 
各一 

    男乙團體 
1B 陳美耀、2B 陳志軒、 

2D葉文樂、林常青，3A 陳耀恒、
3C吳國棟、3E郭穎峰 

 優異  
優點 
各一 

    女甲團體 

3A 張諾文、3B陳安琪、4D張婷、
5A 黃鷺平、5B周佩儀、王家宜、
5C朱馥均、6A 張詠德、7A 賴美

如 

 優異  
優點 
各一 

    女乙團體 
3A 張麗珊、3B 李鈺明、3D黃詩

琪、4A 林尉渝、4B 郭芷菁 
 殿軍  小各一 

    女丙團體 
1C李思敏、2A 張舒汶、陳泳鈺、
陳高婷、周海潮、2B 陳錦玲、2D

阮水玲、周影彤 
 亞軍  小各一 

    男甲標槍 4C劉燊澤  冠軍  大 
    男甲三級跳 5C何霆南  季軍  小 

    男乙鉛球 2D葉文樂  
冠軍(破
紀錄) 

 大 

    女乙跳高 4B郭芷菁  
冠軍(破
紀錄) 

 大 

    女乙鐵餅 4B郭芷菁  
冠軍(破
紀錄) 

 大 

    
女乙 4×100 米

接力 
3A 張麗珊、3D黃詩琪、4A 林尉

渝、4B 郭芷菁 
 亞軍  小各一 

    女乙鉛球 3B李鈺明  季軍  小 
    女丙 100米 1C李思敏  冠軍  大 
    女丙 200米 1C李思敏  亞軍  小 
    女丙跳遠 2A 周海潮  亞軍  小 

    
女丙 4×100 米

接力 
1C李思敏、2A 周海潮、張舒汶、

2D周影彤 
 亞軍  小各一 

    
女丙 4×400 米

接力 
2A 陳高婷、陳詠鈺、2B陳錦玲、

2D阮水玲 
 季軍  小各一 

52 13/12/2006 
屯門區小學學體

會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
比賽 4×100 米中學邀

請賽 
女子組 

1C李思敏、2A 周海潮、4A 林尉
渝、4B 郭芷菁 

霍紹波 冠軍  大各一 

    男子組 
2E黃兆霖、4C劉燊澤、5C何霆南、

7A 周志文 
 季軍  小各一 

53 16/12/2006 康文署 乒乓球挑戰站 B 組 1D伍凱靖 霍紹波 冠軍  大 
    C 組 2B 黃樂軒  冠軍  大 

54 17/12/2006 
屯門區體育教師

協進會 
2006年足球邀請賽 足球賽 

胡裕星老師、黃嘉俊老師、鄧智光
老師 

 季軍  -- 

55 23/12/2006 
屯門區中西器樂

比賽 
中西器樂比賽 

中樂少年高級
組 

1B 甘嘉隆 -- 亞軍   

56 24/12/2006 
中華國際音樂藝

術大賽 
音樂藝術大賽 二胡少兒 B 組 1B 甘嘉隆 --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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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4/12/2006 

教育統籌局、中
華電力有限公

司、北區花鳥蟲
魚展覽會及北區
家長教師聯會 

全港學界能源模型設
計比賽 2006 

模型設計 1A 嚴嘉瑤、2B李嘉偉、2E黃家俊 
黃耀坤 
陳志球 
吳宏業 

季軍  大各一 

     
4C沈鈴匯、黃翠凝、黃鈺淇、楊
美妮、吳采霖、葉雅琪、盧慧芬、

顧慧芯 
 殿軍  大各一 

58 29/12/2006 足球體育事工 
亞洲青少年福音足球

大賽 2006 
足球大賽 4C黃學謙 胡裕星 冠軍  大 

59 30/12/2006 
屯門體育會、屯

門游泳會 

2006東莞游泳訓練營
暨 2006短池游泳計

分賽 

男子公開組
200 米蛙泳 

1C黃俊禮 -- 冠軍   

59 6/1/2007 學體會 屯門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甲組 

7A 賴美如、6A 陳靜琳、5A 羅福
慧、5B周佩儀、金艷明、王家宜、
5C黃靜雯、5D張小美、4D周美

芳、張婷 

霍紹波 亞軍  小各一 

    男子甲組 

6A 蔡清、林家樂、5A 郭庭輝、5C
何霆南、史俊傑、5D林海鋒、胡
兆智、4B 朱俊華、鍾翊南、何皓

恩、郭鏡豪、劉燊澤 

 亞軍  小各一 

60 6/1/07 屯門文藝協進會 
第 21屆屯門區舞蹈

比賽 
公開組東方舞
---漢族舞 

1A 劉樂欣、潘韻婷、1D梁惠琼、
1E陳沅禧、秦穎瑜、傅詠琳、 
梁惠聰、吳嘉瑤、2B 陳家禧、 

3B何叙影、李詠怡、3C顏海珊、
3D江曉彤、譚嵐贇、3E樊施蓓、
3F葉曉彤、4A 黃淑梅、4B何斯敏、

5C黃穎雯、5D關芷琳 

區啟欣 銅獎  小各一 

    
公開組東方舞
---新疆舞 

1A 劉樂欣、潘韻婷、1D梁惠琼、
1E陳沅禧、1E傅詠琳、梁惠聰、
3B 李詠怡、3C顏海珊、3D江曉
彤、、3E曾樂怡、4A 黃淑梅、4B
何斯敏、5C黃穎雯、5D關芷琳 

 銅獎  小各一 

61 7/1/2007 新區各區康文署 新界區際田徑比賽 女子少年組      
    跳遠 2A 周海潮 霍紹波 金獎  大 
    4X400 接力 2A 周海潮  銅獎  小 
    100 米 1C賴思敏  銀獎  小 
    4X100 米接力 1C賴思敏  銀獎  小 
    女子青年組      
    跳高 4B 郭芷菁  銀獎  小 
    男子青年組      
    400 米 1B 陳美耀  銀獎  小 
    4X400 米接力 1B 陳美耀  銀獎  小 
62 7/1/2007 港澳埠際賽 港澳埠際賽 女子手球賽 7A 賴美如 -- 冠軍  大 
63 7/1/2007 佳定集團 2007年佳定友誼盃 足球賽 3B 江孔亮、鄧家豪 胡裕星 冠軍  大 
64 15/1/2007 香港學體會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甲團體 1A 潘韻婷、3E黎家雯、6A 陳靜雯 霍紹波 季軍  小各一 

65 19/1/2007 

屯門區清潔香港
地區委員會、屯
門民政事務處、
屯門中小學校長

會 

「切勿光顧無牌小
販」1 分鐘宣傳短片

製作比賽 

宣傳短片製作
比賽 

5B 吳家進、4C陳志灝、2B 林幼
嫦、黃少儀 

鄭炳良 

中學組
冠軍 
書券

$1,000 
(連續三
年獲冠
軍) 

 

5B 吳
家進、
4C郭
志灝 

大各一 

1A 蘇嘉瑤、2B李嘉偉、2E黃家俊 
初中組
亞軍 

 小各一 

66 20/1/2007 
香港青年協會賽
馬會建生青年空

間 

世界環境日 2006之
減廢增值社區計劃 

環保藝術創作
比賽 

4B林穎怡、4C沈鈴雁、楊美妮、
黃鈺淇、黃翠凝、周嘉怡、梁詠俐、

4D 顧慧芯、盧慧芬、葉雅琪 

黃耀坤 
吳宏業 
陳志球 高中組

殿軍 
 小各一 

67 27/1/2007 教統局 第 43屆學校舞蹈節 漢族舞 

1A 劉樂欣、潘韻婷、1D梁惠琼、
1E陳沅禧、秦穎瑜、傅詠琳、 
梁惠聰、吳嘉瑤、2B 陳家禧、 

3B 李詠怡、3C顏海珊、3D江曉
彤、譚嵐贇、3E樊施蓓、3F葉曉
彤、4A 黃淑梅、4B 何斯敏、5C

黃穎雯、5D關芷琳 

區啟欣 乙級獎  小各一 

    新疆舞 

1A 劉樂欣、潘韻婷、1D梁惠琼、
1E梁惠聰、3B李詠怡、3C顏海珊、
3D江曉彤、3E曾樂怡、4A 黃淑
梅、4B何斯敏、5C黃穎雯、5D關

芷琳 

區啟欣 乙級獎  小各一 

68 28/1/2007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丙組 

2A 張舒汶、2B 陳錦玲、2D周影
彤 

霍紹波 季軍  小各一 

69 28/1/2007 香港跆拳道協會 全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男子  量級 4B 朱智勇 梁文輝 冠軍  大各一 

    男子全場總分 
2C盧天樂、4B 朱智勇、4D盧科

霖、5B 鍾信傑、6A 丘德志 
 第一名  大各一 

    男子鰭量級 2C盧天樂  季軍  大 

70 30/1/2007 
烏溪沙青少年中

心 
亞洲青少年中國民族

樂器演奏邀請賽 
小演奏家 1B甘嘉隆 鄒志輝 金獎  大各一 



10/04/2008 5

71 5/2/2007 香港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乙組 

1B 文凱凝、2A 廖庭、2C 黃曉意、
3A 張麗珊、黃尉盈、黃家曦、3B
李鈺明、3D 香嘉欣、4B 郭芷菁、

4D 杜子美 

冠軍 霍紹波   

 

 

  男子乙組 

2A 陳儉波、2B 陳少秋、郭偉民、 
賴錦源、周子杰、2D 王家駿、 

3A 江子勇、3C 吳國棟、3D 彭小
風、3E 鍾俊昇、郭穎峰、黎豐銘、 
4A 賴仲研、4C 林增瑞、4D 鍾騏

鋒 

冠軍 梁政能  大各一 

72 6/2/2007 
中華基督教會屯
門堂、田景堂、

龍門佈道所 
聯堂謝恩節球技大賽 

3 人籃球公開
組 

2C 黃曉意、5A 羅福慧、7A 賴美
如 冠軍 -- -- 大各一 

73 10/2/2007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

賽 
女子組 

2A 張舒汶、2B 陳錦玲、2D 周影
彤、3A 張麗珊、3B 李鈺明、黃詩
婷、4A 林尉瑜、4B 郭芷菁、4D

張婷、周美芳、5A 羅福慧、5B 周
佩儀、金艷明、7A 賴美如 

冠軍 
(三連霸) 霍紹波 -- 大各一 

    最有價值球員 5B 周佩儀 
最有價值
球員獎    

74 10/2/2007 大埔靈風中學 聯校足毽邀請賽 足毽 B 組比賽 
1B 郭耀仁、李漢忠、1C 梁煒杰、
陳家傑、方家傑、2D 方家俊、4C

李啟迪 
第三名 黃嘉俊 -- -- 

75 11/2/2007 
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屯門區十一人足球聯

賽 2007 
青少年組 

2C 黎家宏、2D 羅港威、葉文樂、
林子康、2E 黃兆霖、3A 梁冠聰、
陳耀恒、3B 江孔亮、鄧家豪、3D
劉嘉城、4A 蕭希俊、4C 黃學謙、
5A 郭庭輝、李浩賢、徐顯聰、5B

陳勝高、5C 史俊傑、楊子龍 

冠軍 胡裕星 -- 大各一 

76 24/2/2007 香港籃球總會 全港學界三人籃球賽 女乙 4B 郭芷菁 冠軍 -- -- 大 
77 24/2/2007 渣打銀行 馬拉松 101創作大賽 校際美術 3A 江子勇、劉麗萍 優異各一 申玉超 -- -- 

78 25/2/2007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 
第 8 屆全港學界保齡

球公開賽 
團體  

積極參與
獎 霍紹波  -- 

    總分團體 
3C 李得文、5A 簡瑞萱、5B 梁顥
嚴、張兆軒、葉家駿、5C 邱經偉 

亞軍   大各一 

    雙人賽 5C邱經偉、3C 李得文 亞軍  -- 大各一 

    
雙人賽一局最

高分 5B 張兆軒、梁顥嚴 
一局最高

分   大各一 

    三人賽 5A 簡瑞萱、5B 張兆軒、葉家駿 季軍   大各一 

     3C李得文 

獲選參加
6 月於新
加坡舉行
的亞洲青
少年保齡

球賽 

  -- 

79 25/2/2007 
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南區少年盃排球比賽 女子組 

1A 勞韻儀、1B 阮泳茵、1C 李鏡
淇、1D 成曉彤、陳瑞敏、2B 陳凱
琪、林幼嫦、3A 葉靈楓、張諾文 

亞軍 黃嘉俊 -- 小各一 

80 25/2/2007 
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運動攀登挑戰賽 2007 男子組 5C郭俊傑 亞軍 申玉超 -- 大 

81 25/2/2007 香港欖球總會 
第三屆革命之旅戰盃

欖球邀請賽 
男子組帶式 2B 陳志軒 冠軍 --  大 

    非撞式混合組 2B 陳志軒 冠軍 --  大 

    
帶式欖球混合

組 2B 陳志軒 季軍 --  大 

82 28/2/2007 香港籃球總會 全港學界三人籃球賽 籃球賽 
6A 蔡清、鄭澤、5C 何霆南、5D

胡兆智 亞軍 
梁冠芬 
馬少初 --  

83 3/3/2007 
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丙 

1A 顏浩民、黃嘉煒、1B 鍾卓邦、
劉亮庭、陳紀良、1C 羅祖彥、1D

伍凱靖、1E 黎耀龍 
優異獎 鄧智光 -- -- 

84 3/3/2007 屈臣氏集團 
第二屆屈臣氏集團香
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 7A 賴美如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 $500 -- 

85 3/3/2007 香港壁球總會 
壁球生力軍
2006/2007新秀賽 

男子 14 歲以下
組 1D 伍凱靖 亞軍 -- -- 大 

86 10/3/2007 
屯門民政事務

處、仁愛堂社區
中心 

「守望星」漫畫人生
漫畫繪畫比賽 

漫畫繪畫 
3A 江子勇、張諾文、陳偉賢、錢

泳彤、張麗珊、曾藹欣 
優異獎 
各一 -- -- -- 

87 10/3/2007 
恒友發展有限公

司 
第五屆黃何盃攀爬挑
戰賽 

春季速度賽 3D 歐陽文彥 季軍 申玉超 -- 小 

     5C郭俊傑 殿軍   小 

88 10/3/2007 
屯門區公民教育

委員會 
豬年揮春賀新禧 初中組 1A 蕭可盈 金獎 余志成 -- 小 

89 13-15/3/07 香港足球總會 
2007國際青年 16歲以
下足球邀請賽 

16 歲以下 3A 梁冠聰、2D 羅港威、葉文樂 季軍 胡裕星 -- 
 
 

90 14-15/3/07 
北京及香港中國

手球總會 
京港青少年手球錦標
賽 

女子組 2A 張舒汶、4A 林尉渝 亞軍 -- -- 大各一 

     4A 林尉渝 
最佳球員

獎    

91 15/3/2007 
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環球獅子會 

全港社團聯合主辦第
32屆全港青年學藝比
賽 

全港青年舞蹈
比賽 

1A 劉樂欣、潘韻婷、1D梁惠琼、
1E梁惠聰、3B李詠怡、3C顏海珊、
3D江曉彤、3E曾樂怡、4A 黃淑
梅、4B何斯敏、5C黃穎雯、5D關

芷琳 

銀獅獎 區啟欣 --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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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007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蜆殼有限公

司、明報 

「營『宵』有道」獎
勵計劃 

中學組 

6A 陳靜琳、張家鍵、何家立、何
梓軒、林家樂、梁志安、梁持重、
宋旻蕙、譚堡徽、唐凱謙、謝俊賢、
黃華生、胡贍智、邱嘉諱、楊嘉輝、

葉德倫 

優異獎 張詠欣 

$2,000及 
明報新聞
組一年服
務使用 

 

2006至 2007年度至今總獎數為 208項，包括：64 項冠軍、4 項金獎、1 項第一名、30 項亞軍、2 項乙級獎、5 項銀牌、1 項銀獅獎、36 項季軍、
1 項第三名、3 項銅牌、10 殿軍、17 項優異獎、4 項最佳球員獎、6項義工獎、21 項獅球教育基金最佳進步獎、1 項積極參與獎、1 項一局最高分
獎、1 項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紅色通告沒出 

藍色不記功 

綠色為老師還沒有記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