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14至2015年度課外活動成果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 參與學生 成績 負責/帶隊老師

1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空中監察器 2A關迦諾 一等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空中監察器 2A文錦鴻 一等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空中監察器 3B郭逸朗 一等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空中監察器 4B盧國忠 一等獎 黃耀坤

2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環保花盆 2A關迦諾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環保花盆 2A文錦鴻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環保花盆 3B郭逸朗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環保花盆 4B盧國忠 優異獎 黃耀坤

3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長者輔助器 2A關迦諾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長者輔助器 2A文錦鴻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長者輔助器 3B郭逸朗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長者輔助器 4B盧國忠 優異獎 黃耀坤

4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太陽能模型船 2A關迦諾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太陽能模型船 2A文錦鴻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太陽能模型船 3B郭逸朗 優異獎 黃耀坤

5/7/2014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太陽能模型船 4B盧國忠 優異獎 黃耀坤

5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 2A關迦諾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 2A文錦鴻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 3B郭逸朗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 6C張學文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6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鄧智光副校長 季軍 霍紹波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陳家豪老師 季軍 霍紹波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劉世安老師 季軍 霍紹波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林仲華老師 季軍 霍紹波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羅恒威老師 季軍 霍紹波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何樹顯老師 季軍 霍紹波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朱俊華先生 季軍 霍紹波

8/7/2014 屯門學體會 教師籃球比賽 / 陳溢升先生 季軍 霍紹波

7 2/8/2014 手球總會 全港公開手球比賽 女子組 3C雅嵐 冠軍 霍紹波

- 1 -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14至2015年度課外活動成果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 參與學生 成績 負責/帶隊老師

2/8/2014 手球總會 全港公開手球比賽 女子組 4C陳煦詩 冠軍 霍紹波

2/8/2014 手球總會 全港公開手球比賽 女子組 4C陳穎彤 冠軍 霍紹波

2/8/2014 手球總會 全港公開手球比賽 女子組 4D鄭之敏 冠軍 霍紹波

2/8/2014 手球總會 全港公開手球比賽 女子組 校友：郭芷菁、賴美如、雲愛雯 冠軍 霍紹波

2/8/2014 手球總會 全港公開手球比賽 女子組 校友︰周佩儀、羅福慧 冠軍 霍紹波

8 11/7/2014 瑞安集團 瑞安集團上游獎學金 上游獎學金 5A張家寶 獎學金$5,000 戚文鋒

11/7/2014 瑞安集團 瑞安集團上游獎學金 上游獎學金 6A陸卿華 獎學金$5,000 戚文鋒

9 16-20/8/2014 廣州市番禺區祈福英語實驗中學 第10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長者護身寶 3B郭逸朗 銀獎 鄧智光、黃耀坤

10 16-20/8/2014 廣州市番禺區祈福英語實驗中學 第10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發明的消毒門把 6B李鍵邦 銀獎 鄧智光、黃耀坤

16-20/8/2014 廣州市番禺區祈福英語實驗中學 第10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發明的消毒門把 6C張學文 銀獎 鄧智光、黃耀坤

11 16-20/8/2014 廣州市番禺區祈福英語實驗中學 第10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奬學金$4000 鄧智光、黃耀坤

12 10/8/2014 馬來西亞奧委會 第八屆馬來西亞國際跆拳道錦標賽2014 跆拳道比賽 3A 黃智弘 冠軍 申玉超

13 30/8/2014 富豪保總 大埔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17歲以下組單打 5A周浩霖 季軍 霍紹波

14 30/8/2014 富豪保總 大埔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17歲以下組隊際 5A周浩霖 季軍 霍紹波

30/8/2014 富豪保總 大埔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17歲以下組隊際 5C覃嘉駿 季軍 霍紹波

30/8/2014 富豪保總 大埔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17歲以下組隊際 4D陳浩軒 季軍 霍紹波

30/8/2014 富豪保總 大埔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17歲以下組隊際 6C霍映晴 季軍 霍紹波

15 18/9/2014 屯門保齡 屯門保齡聯賽 屯門保齡聯賽 霍紹波老師 季軍 霍紹波

16 18/9/2014 屯門保齡 屯門保齡聯賽 屯門保齡聯賽 霍紹波老師 獎金$1500 霍紹波

17 7/10/2014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屯門校際游泳比賽 男乙100米自由泳 3C邱頌喬 亞軍 霍紹波

18 7/10/2014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屯門校際游泳比賽 男乙200米自由泳 3C邱頌喬 亞軍 霍紹波

19 7/10/2014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屯門校際游泳比賽 女丙50米背泳 2B李伊汶 季軍 霍紹波

20 19/10/2014 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活動組委會 第12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 第12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 4A黃深銘 二等獎 趙壁鈿

19/10/2014 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活動組委會 第12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 第12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 6B李鍵邦 二等獎 趙壁鈿

19/10/2014 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活動組委會 第12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 第12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 6C張學文 二等獎 趙壁鈿

21 28/10/2014 屯門民政事務處 2014屯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 學界環保模型船創意設計比賽 2A關迦諾 亞軍 潘啟情

28/10/2014 屯門民政事務處 2014屯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 學界環保模型船創意設計比賽 2A文錦鴻 亞軍 潘啟情

28/10/2014 屯門民政事務處 2014屯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 學界環保模型船創意設計比賽 2A莫曉麒 亞軍 潘啟情

28/10/2014 屯門民政事務處 2014屯門遙控模型船競技日 學界環保模型船創意設計比賽 4B盧國忠 亞軍 潘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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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9/2014 中國輪滑協會 第13屆全國速度輪滑(公路)錦標賽 500米 3B蔡俊賢 第五名 申玉超

23 2/9/2014 中國輪滑協會 第13屆全國速度輪滑(公路)錦標賽 200米 3B蔡俊賢 第五名 申玉超

24 2/9/2014 中國輪滑協會 第13屆全國速度輪滑(公路)錦標賽 10000米 3B蔡俊賢 第五名 申玉超

25 7/11/2014 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A關迦諾 一等獎 黃耀坤

7/11/2014 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A文錦鴻 一等獎 黃耀坤

7/11/2014 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A莫曉麒 一等獎 黃耀坤

26-27 7/11/2014 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A關迦諾 2個二等獎 黃耀坤

7/11/2014 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A文錦鴻 2個二等獎 黃耀坤

7/11/2014 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A莫曉麒 2個二等獎 黃耀坤

28 26/10/2014 天水圍馮家圍 W28 War Game場 Hong Kong Airsoft Alliance GBB Student Champion 3C周禮諾 冠軍 張詠欣

29 2/11/2014 恒友發展公司 第12屆(抱石賽) 男子青年組 4B劉澄鋒 殿軍 申玉超

30 16/11/2014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田徑分齡賽 男子C組跳高 4C劉健 季軍 霍紹波

31 16/11/2014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田徑分齡賽 男子C組三級跳 4C劉健 季軍 霍紹波

32 16/11/2014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田徑分齡賽 男子B組標槍 6C鄭國豪 亞軍 霍紹波

33 23/11/2014 羅桂祥中學 羅桂祥盃射箭比賽 男子公開組 6C莫曉麟 亞軍 霍紹波

34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100M 6B杜梓強 冠軍 霍紹波

35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200M 6B杜梓強 亞軍 霍紹波

36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跳高 4C劉健 冠軍 霍紹波

37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標槍 6C鄭國豪 冠軍 霍紹波

38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標槍 4C郭靖 亞軍 霍紹波

39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鐵餅 4C郭靖 季軍 霍紹波

40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鉛球 3C陳家樂 冠軍 霍紹波

41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女乙鐵餅 4D鄭之敏 亞軍 霍紹波

42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女甲1500M 6A余名玉 亞軍 霍紹波

43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4x100 4C劉健 冠軍 霍紹波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4x100 5D梁展鴻 冠軍 霍紹波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4x100 6B朱景隆 冠軍 霍紹波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4x100 6B杜梓強 冠軍 霍紹波

44 3/12/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團體第六 … 優異 霍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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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8/12/2014 香港體育學院 「優秀青年運動員獎2014」 「優秀青年運動員獎2014」 5C陳浩航 獎金$1000 申玉超

46 10/8/2014 亞洲空手道總會 AKF「亞洲青少年空手道比賽」 16-17歲個人套拳 5C陳浩航 第五名 申玉超

47 13~14/12/2014 廣東省體育局 2014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男子少年300米個人賽 3B蔡俊賢 冠軍 申玉超

48 13~14/12/2014 廣東省體育局 2014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男子少年500米爭先賽 3B蔡俊賢 冠軍 申玉超

49 13~14/12/2014 廣東省體育局 2014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男子少年1000米計時賽 3B蔡俊賢 冠軍 申玉超

50 13~14/12/2014 廣東省體育局 2014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男子少年5000米淘汰賽 3B蔡俊賢 冠軍 申玉超

51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4B Ciara Femme P Maloto 冠軍 陳明姬

52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4C 譚沛然 季軍

53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2A林君欣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2A邱駿恩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2A盧漪林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2A文錦鴻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2A莫曉麒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2A朱卓鋒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3A馮德華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3B柯易明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4B盧震軒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4C刁欽明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5A陳淑芳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5A李靜妍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6D白法好 優良證書 文翠芬、黃美明、潘潔華、胡卓欣、許皓琳、李巧恩、焦桂英、梁嘉賢、余樂蘊、李穎欣、何智星、趙壁鈿、唐子欣

54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1A明凱琳 良好證書 劉瑞霞、Oliver、黃婉菁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4C林穎瑜 良好證書 劉瑞霞、Oliver、黃婉菁

17/11/2014-17/12/2014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5A王林 良好證書 劉瑞霞、Oliver、黃婉菁

55 20/12/2014 仁愛堂社區中心和黃義工隊 屯門區攀石比賽暨家庭運動會 青少年高級組 4B劉澄鋒 冠軍 申玉超

56 20/12/2014 仁愛堂社區中心和黃義工隊 屯門區攀石比賽暨家庭運動會 青少年初級組 2B何卓恆 冠軍 申玉超

57 20/12/2014 仁愛堂社區中心和黃義工隊 屯門區攀石比賽暨家庭運動會 青少年初級組 2D黃卓楠 季軍 申玉超

58 21/12/2014 香港中國國術舞獅總會 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2014 公開龍藝組 5C莊芷溵 亞軍 申玉超

59 5/1/2015 香港冬泳總會 浪姿盃2014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男子中學生組 3C邱頌喬 殿軍 霍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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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2/10/2014 香港游泳協會 社區共融祝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 男子14-15歲50米捷泳 3B單逸軒 殿軍 霍紹波

61 12/10/2014 香港游泳協會 社區共融祝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 男子14-15歲100米蛙泳 3B單逸軒 亞軍 霍紹波

62 12/10/2014 香港游泳協會 社區共融祝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 男子14-15歲50米蛙泳 3B單逸軒 亞軍 霍紹波

63 12/10/2014 香港游泳協會 社區共融祝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 男子14-15歲50米背泳 3B單逸軒 亞軍 霍紹波

64 12/10/2014 香港游泳協會 社區共融祝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國慶游泳錦標賽(2014) 12歲以上4x50捷泳接力 3B單逸軒 冠軍 霍紹波

65 19/10/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 男子C組標槍 6C鄭國豪 第二名 霍紹波

66 26/10/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 男子青少年組(16至18歲)標槍決賽 6C鄭國豪 冠軍 霍紹波

67 2/11/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油尖旺區康嫻事務處/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 男子青少年C組標槍 6C鄭國豪 冠軍 霍紹波

68 2/11/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油尖旺區康嫻事務處/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 男子青少年C組鐵餅 6C鄭國豪 冠軍 霍紹波

69 9/11/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2014 男子青少年組(MC) 標槍 6C鄭國豪 亞軍 霍紹波

70 8/1/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 男子標槍青少年C組 6C鄭國豪 亞軍 霍紹波

71 8/1/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4 男子鐵餅青少年C組 6C鄭國豪 季軍 霍紹波

72 8/1/2015 公民體育會 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標槍 6C鄭國豪 亞軍 霍紹波

73 28/12/2014 香港正統跆拳道聯盟 第五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 青年組團體賽 5B梁俊傑 冠軍 梁文輝

74 28/12/2014 香港正統跆拳道聯盟 第五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 青年組團體賽 5B何文瀚 冠軍 梁文輝

75 28/12/2014 香港正統跆拳道聯盟 第五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 超重量級70kg以上個人搏擊賽 5B何文瀚 冠軍 梁文輝

76 5/1/2015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4-2015 6B杜梓強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4-2015」證書(獎學金$500) 霍紹波

77 28/9/2014 龍藝康體及文化協會 無毒足毽邀請賽2014 中小學組隊際賽 5C趙駿傑 亞軍 陳灝恩

28/9/2014 龍藝康體及文化協會 無毒足毽邀請賽2014 中小學組隊際賽 5C許耀文 亞軍 陳灝恩

28/9/2014 龍藝康體及文化協會 無毒足毽邀請賽2014 中小學組隊際賽 5C劉文杰 亞軍 陳灝恩

28/9/2014 龍藝康體及文化協會 無毒足毽邀請賽2014 中小學組隊際賽 5C馬天逸 亞軍 陳灝恩

28/9/2014 龍藝康體及文化協會 無毒足毽邀請賽2014 中小學組隊際賽 5C吳浩銘 亞軍 陳灝恩

28/9/2014 龍藝康體及文化協會 無毒足毽邀請賽2014 中小學組隊際賽 5D梁展鴻 亞軍 陳灝恩

78 2/10/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3B謝柏軒 殿軍 陳灝恩

2/10/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5B蘇瑋傑 殿軍 陳灝恩

2/10/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5B黃子軒 殿軍 陳灝恩

2/10/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5C張溢芹 殿軍 陳灝恩

2/10/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6C鄭國豪 殿軍 陳灝恩

2/10/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男子甲組羽毛球比賽 6D黃諾晞 殿軍 陳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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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3/2/2015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2A盧漪林 獎狀 劉瑞霞

3/2/2015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5A潘樂宜 獎狀 劉瑞霞

80 30/1/2015 校園藝術大使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4B鄧幸霖 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 申玉超

30/1/2015 校園藝術大使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4B黃汝玲 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 申玉超

81 8/2/2015 香港空手道總會 2014年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 自由組手男子16-17歲組別 5C陳浩航 季軍 申玉超

82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1A梁博彥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2A韓寶盈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2A盧漪林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2B黃嘉豪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83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2A陳國友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2A關迦諾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2A文錦鴻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2A莫曉麒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84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4A鄭頌熙 亞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4A郭奕煌 亞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4B盧國忠 亞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7/2/2015 亞洲機器人聯盟、香港科技教育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4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4D郭禮賢 亞軍 鄧智光、鄒志輝、黃耀坤、朱俊華

85 25/2/2015 智愛中文平台 i-Learner「智好學計劃」領獎典禮 1A張國雄 金獎 黃華英

86 9/2/2015 教育局 獲尤德爵士基金 6A葉嘉霖 港幣$1,000獎學金 戚文鋒

87 21/12/20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4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12-14歲500米 3B蔡俊賢 亞軍 申玉超

88 21/12/20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4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12-14歲3000米 3B蔡俊賢 亞軍 申玉超

89 30/1/2015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第17屆香港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混合接力 3B蔡俊賢 第四名 申玉超

90 15/3/2015 恒友發展公司 第十三屆黃何盃攀岩速度賽 男子青年組 2D黃卓楠 亞軍 申玉超

91 7/3/2015 台南高雄市跆拳道協會 2015年高雄國際青少年對抗賽 青少年45公斤級別 3A黃智弘 冠軍 申玉超

92 24/3/2015 手球總會 全港地區手球比賽 4B潘寶江 殿軍

24/3/2015 手球總會 全港地區手球比賽 4C劉敬賢 殿軍

24/3/2015 手球總會 全港地區手球比賽 4D黃震華 殿軍

93 28/3/2015 香港泳總 2014-15第2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男子15-16歲100M個人四式 3C邱頌喬 冠軍 霍紹波

94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4C劉健 亞軍 鄭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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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4C羅躍成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4C刁欽明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4D譚勤鋒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5C許耀文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5C劉文杰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5D汪霈楓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6A黃智賢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6B朱景隆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6D陳統炎 亞軍 鄭 澤

29/3/2015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地區籃球聯賽2014-15 6D葉宗信 亞軍 鄭 澤

95 29/3/2015 香港單車聯會 全港埸地單車賽 少年組 4B梁鎮朗 殿軍 申玉超

96 1/4/2015 香港壘球總會 2015年壘球新秀賽 / 3B廖尉男 最有價值球員 何樹顯

97 18/4/2015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有限公司 全港公路單車賽 少年14-16歲組 4B梁鎮朗 第五名 申玉超

98 18/4/2015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有限公司 全港公路繞圈賽 少年14-16歲組 4B梁鎮朗 第五名 申玉超

99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2A李俊華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2A曾嘉城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2C祁鵬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2D周冠衡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3A劉學謙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3C陳家樂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4B羅澤鈞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4B潘寶江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4C劉敬賢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4D陶俊軒 亞軍 霍紹波

19/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男乙手球比賽 4D黃震華 亞軍 霍紹波

100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1C郭文俊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2A李俊華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2B安齊一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A梁誠佳 冠軍 胡裕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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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B廖嘉俊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B曾嘉杰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B胡志鋒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C陳沛鋒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C周禮諾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C郭文傑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D戚本紀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3D李肇諺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4B盧震軒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4C馮錦濠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4D鍾梓軒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4D馮啓宇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4D郭禮賢 冠軍 胡裕星

26/4/2015 香港學界體育會 屯門區學界 乙組足球比賽 4D陶俊軒 冠軍 胡裕星

101 19/4/2015 展藝舞蹈學會 第三屆會長盃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邀請賽 獨舞高級花步Cha Cha Cha 5C莊芷溵 冠軍 申玉超

102 19/4/2015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第十六屆全港公開夜光龍錦標賽2015 公開組 5C莊芷溵 亞軍 申玉超

103 25/4/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組 3C陳家樂 冠軍 霍紹波

25/4/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組 4C劉健 冠軍 霍紹波

25/4/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組 4D譚勤鋒 冠軍 霍紹波

25/4/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組 6A黃智賢 冠軍 霍紹波

25/4/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組 6D陳統炎 冠軍 霍紹波

104 27/4/201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界射箭比賽 男子甲組 6C莫曉麟 第五名 霍紹波

105 1/5/2015 系東流空手道拳會 系東拳會第八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2015 16-17歲組手 5C陳浩航 亞軍 申玉超

106 1/5/2015 系東流空手道拳會 系東拳會第八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2015 16-17歲套拳 5C陳浩航 季軍 申玉超

107 7/5/2015 羅氏基金 第二屆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 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 4A郭奕煌 冠軍 李穎欣

108 1/5/2015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 高中組 2A文錦鴻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 劉瑞霞

109 1/5/2015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 初中組 5A潘樂宜 屯門區卓越學生奬 劉瑞霞

110 8/5/2015 美國世界級跆拳道協會 世界跆拳道公開錦標賽 15-17歲搏擊組 3A黃智弘 冠軍 申玉超

111 15/5/2015 香港寧波商會 2015香港青少年寧波遊學團 徵文比賽 5A陳淑芳 冠軍及$3000 黃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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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5/5/2015 香港寧波商會 2015香港青少年寧波遊學團 徵文比賽 5A潘樂宜 優異奬及$500 黃華英

113 15/5/2015 Society for Science & the Public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材料科學組 6B李鍵邦 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 鄧智光、黃耀坤、鄒志輝、陳明姬、李頴欣

15/5/2015 Society for Science & the Public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材料科學組 4A黃深銘 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 鄧智光、黃耀坤、鄒志輝、陳明姬、李頴欣

114 1/5/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2014-2015羽毛球 男子單打 6B楊子鍵 冠軍 陳灝恩

115 1/5/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2014-2015羽毛球 男子單打 6C鄭國豪 亞軍 陳灝恩

116 1/5/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2014-2015羽毛球 男子雙打 6B楊子鍵、6C鄭國豪 冠軍 陳灝恩

117 1/5/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2014-2015羽毛球 女子單打 6A余名玉 亞軍 陳灝恩

118 1/5/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2014-2015羽毛球 女子雙打 6A余名玉、4C林樂妍 冠軍 陳灝恩

119 17/5/2015 東區區議會 第七屆東區龍獅邀請賽暨傳統國術群英會 公開夜光龍組 5C莊芷溵 亞軍 申玉超

120 17/5/2015 中國香港奧委會 2015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 男子高級組障礙賽 3B蔡俊賢 冠軍 申玉超

121 17/5/2015 中國香港奧委會 2015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 男子高級組定點籃球賽 3B蔡俊賢 冠軍 申玉超

122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高中組男子個人賽 5A周浩霖 亞軍 霍紹波

123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高中組男子個人賽 5C覃嘉駿 季軍 霍紹波

124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高中組女子個人賽 霍映晴 亞軍 霍紹波

125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高中組雙人賽 5A周浩霖 季軍 霍紹波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高中組雙人賽 5C覃嘉駿 季軍 霍紹波

126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初中組男子個人賽 2A陳浩元 季軍 霍紹波

127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初中組女子個人賽 2A盧漪林 亞軍 霍紹波

128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初中組女子個人賽 2A韓寶盈 季軍 霍紹波

129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初中組雙人賽 2A盧漪林 冠軍 霍紹波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初中組雙人賽 2A韓寶盈 冠軍 霍紹波

130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初中組雙人賽 2A關迦諾 季軍 霍紹波

23/5/2015 禁毒兵團 無毒全新界校際保齡比賽 初中組雙人賽 2A李仲軒 季軍 霍紹波

131 25/5/2015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5 5A潘樂宜 紀念狀及港幣$2,000書券 劉瑞霞、陳明姬

132 25/5/2015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5 6B杜浩賢 紀念狀及港幣$2,000書券 劉瑞霞、陳明姬

133 25/5/2015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5 6D何俊迪 紀念狀及港幣$2,000書券 劉瑞霞、陳明姬

134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1A張國雄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1C彭子健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2A盧漪林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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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2A蕭愷琳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3A趙仙靜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3B溫敏瑩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4C林樂妍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4D陳宇軒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5A李安怡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5C梁展鋒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6A李楠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8/5/20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學習態度卓越進步 6C盧坤瑋 每人獲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兩張 戚文鋒

135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A梁源穎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A嚴俊傑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B黎珞希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B梁柏然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B李梓燁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C朱冠忠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C謝家宏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1C楊浩傑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2A劉浚軒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2B鄭浩威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2B梁澤豐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2D張柏麟 亞軍 霍紹波

29/5/2015 屯門學體會 男丙學界手球 / 2D黃志基 亞軍 霍紹波

136 8/2/2015 香港田總 田徑接力嘉年華2015 4X200男組青少年 5D梁展鴻 亞軍 霍紹波

137 22/3/2015 香港田總 香港田總系列賽58屆體育節接力賽 男子4X400M 5D梁展鴻 亞軍 霍紹波

138 22/3/2015 香港田總 香港田總系列賽58屆體育節接力賽 4X400M 5D梁展鴻 亞軍 霍紹波

139 29/3/2015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秀科技學校組 2A文錦鴻 冠軍 黃耀坤、李頴欣

29/3/2015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秀科技學校組 4A黃深銘 冠軍 黃耀坤、李頴欣

140 7/5/2015 Roche Roche Young Scientist Award (RYSA) / 4A郭奕煌 冠軍及瑞士交流 鄧智光、黃耀坤、鄒志輝、李頴欣

16/5/2015 Society for Science & the Public (SSP) 第66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材料科學組 4A黃深銘 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 鄧智光、黃耀坤、鄒志輝、陳明姬、李頴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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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14至2015年度課外活動成果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 參與學生 成績 負責/帶隊老師

16/5/2015 Society for Science & the Public (SSP) 第66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材料科學組 6B李鍵邦 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 鄧智光、黃耀坤、鄒志輝、陳明姬、李頴欣

141 16/5/2015 科學創意中心 鹽水車接力賽 / 2A吳恩平 二等獎 申玉超

142 24/5/2015 毅膳會 毅膳2015陸上兩項鐵人挑戰賽 青少年男子組 3D李肇諺 第五名 申玉超

143 26/6/201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6A葉嘉霖 獎學金$5,000 戚文鋒

26/6/201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5A范玉后 獎學金$5,000 戚文鋒

26/6/201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4A李淑君 獎學金$5,000 戚文鋒

2014至2015年度至今總獎數為143項，包括：38項冠軍、35項亞軍、18項季軍、6項殿軍、2項一等獎、4項二等獎、4項優異獎、1項會長心意獎、1項金獎、2項銀獎、1項第二名、1項第四名、8項第五

名、1項八強、1項優異獎及獎學金$500、1項冠軍及獎學金$3,000、1項獎學金$4,000、2項獎學金$5,000、1項獎學金$1,500、2項獎金$1,000、1項優良證書、1項良好證書、1項「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2014-2015」證書及獎金$500、1項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1項最有價值球員、2項屯門區卓越學生奬、3項紀念狀及$2,000書券、1項二等獎殊榮、小行星命名及美金$1500、1項「待人有禮好少年」

獎狀、1項海洋公園一日門票廿十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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