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2006 年度傑出學業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05-06) 姓名  獲獎內容(05-06 年度) 

1.  1A 吳沛霖 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2.  1B 蘇塏柃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3. 1B  陳家禧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4. 2B  張皓翔 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5. 2B  李淑欣 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6. 2A  梁冠聰＊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7. 3B  李啟迪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8. 3A  溫綺婷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9. 3A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10. 4B  梁智聰 中四級理科班全級第一名 

11. 4B  劉俊賢 中四級理科班全級第二名 

12. 4C 黃海輝 中四級商科班全級第一名 

13. 4C  文承祖 中四級商科班全級第二名 

14. 6A  黃耀麟 中六級理科班全級第一名 

15. 5B  丘德志＊ 香港中學會考獲取 23 分 
 

 

2005 - 2006 年度傑出課外活動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05-

06) 
姓名  獲獎內容(05-06 年度) 

16. 1A 
秦樂

承 

(1) 環保新一代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2) 香港中小學創意作品比賽獲金獎、銀獎 

17. 1A 
劉振

泉 

(1) 環保新一代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2) 2006 全港中學生手擲滑翔機比賽最長留空時間賽冠軍 

(3) 香港中小學創意作品比賽獲金獎、銀獎 

18.  1A 廖庭 

(1) 環保新一代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2)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獲夢幻組合義工小組獎 

(3) 香港中小學創意作品比賽獲金獎、銀獎 

19. 1A 
昇 

(1) 學界曲棍球比賽殿軍 

(2) 香港中小學創意作品比賽獲金獎、銀獎 

20. 1A  
郭浩

智 

(1) 「分割膠樽器」創意設計大賽季軍 

(2) 環保新一代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3) 人工巢箱設計比賽冠軍 

21. 1A 
梁姬

雪 

(1)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獲夢幻組合義工小組獎 

(2) 屯門區學界籃球比賽女子丙組亞軍 

22.  1A 
蘇泳

儀 

(1) 環保新一代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2) 香港中小學創意作品比賽獲金獎、銀獎 



(3) 人工巢箱設計比賽冠軍 

(4) ＜環境 生活＞博覽之環保設計比賽公開組季軍 

23. 1B 
戴天

朗 

(1) 第一屆時代生活杯全港業餘排名大賽拉丁舞少年組、牛仔組亞軍 

(2) 第二屆麗豪杯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少年 Cha Cha 第四名及少年 JIVE 季

軍 

(3) 2006 年第四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初級組全場總冠軍 

24. 1B  
黃樂

軒 
(1) 環保新一代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25. 1B 
周子

杰 

(1) 第一屆全港學界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軍 

(2) 第十三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中學龍藝組殿軍 

26. 1B 
彭偉

霖 

(1) 第一屆全港學界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軍 

(2) 第十三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中學龍藝組殿軍 

27. 1D 
何俊

榮 

(1) 學界曲棍球比賽殿軍 

(2)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獲夢幻組合義工小組獎 

(3) 第四十九屆體育節柔道大賽冠軍 

(4) 2005 年度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冠軍 

(5) 第三十七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冠軍 

(6) 第二屆中華盃香港邀請賽季軍 

28. 1D  
郭偉

民 

(1) 第一屆全港學界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軍 

(1) 第十三屆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中學龍藝組殿軍 

29. 2A  
張麗

珊 

(1)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女子組冠軍 

(2) 屯門區學界籃球比賽女子丙組亞軍 

(3)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女子丙組亞軍 

30.  2A 

＊ 

梁冠

聰 

(1) 校際越野比賽男子丙組殿軍 

(2)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獲夢幻組合義工小組獎 

(3)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男子丙組亞軍 

(4) 屯門區校際足球比賽男子丙組冠軍 

(5) 「全能足球世界挑戰賽」香港區冠軍 

31. 2B  
劉昆

儀 
(1) 2006 年第四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初級組全場總冠軍 

32. 3B 
周嘉

華 
(1) 2006 全港中學生手擲滑翔機比賽最長留空時間賽冠軍 

33. 3B  
盧健

銘 

(1) A World In Motion (AWIM) Competition 2006 全港殿軍 

(2) 2006 全港中學生手擲滑翔機比賽最長留空時間賽冠軍 

34. 3B 
黃學

謙 
(1) 2006 全港中學生手擲滑翔機比賽最長留空時間賽冠軍 

35. 4B 
陳志

豪 
(1) 預防蚊患 1 分鐘宣傳短片製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36.  4B 
鄭嘉

達 
(1) 預防蚊患 1 分鐘宣傳短片製作比賽中學組冠軍 

37. 4B 
周佩

儀 

(1) 2005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女子組季軍 

(2) 全港沙灘手球卓麗盃比賽女子青年組季軍 

(3) 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少年組亞軍 

(4) Teen 才 Teen 地青少年才能嘉許計劃(手球)獲均衡發展獎 

(5)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6)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女子組冠軍 



(7)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亞軍 

(8) 屯門區學界籃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38. 6A  
賴美

如 

(1) 全港沙灘手球卓麗盃比賽女子青年組季軍 

(2) Teen 才 Teen 地青少年才能嘉許計劃(手球)獲均衡發展獎 

(3)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4)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女子組冠軍 

(5) 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獎 

(6) 新界地域學界女子手球傑出運動員獎 

(7)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亞軍 

(8) 屯門區學界籃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39. 6A  
余永

興 

(1) 第六屆文康盃籃球賽亞軍 

(2) 校際手球比賽男子甲組季軍 

(3) 新界地域學界男子籃球傑出運動員獎 

(4)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男子組季軍 

(5) 屯門區學界籃球比賽男子甲組冠軍 

 

 

全年獎勵中最少已獲 2 大功或 4 小功的同學自動進入計分評審階段，最高分數前五名如下︰  

 

序

號  

班別(05-

06) 
姓名  獲獎內容(05-06 年度) 

40. 2B  李詠怡 

(1) 第 19 屆全港舞蹈比賽銀獎 

(2) 第 19 屆全港舞蹈比賽銅獎 

(3) 第 42 屆學校舞蹈比賽乙級獎 

(4)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獲夢幻組合義工小組獎 

41. 4B  王家宜 

(1)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2)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女子組亞軍 

(3) 屯門區學界籃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4) 元朗三人籃球賽冠軍 

42. 4C  黃靜雯 

(1) 屯門區義工嘉許計劃獲夢幻組合義工小組獎 

(2) 全港沙灘手球卓麗盃比賽女子青年組季軍 

(3) 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少年組亞軍 

(4)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5)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團體亞軍 

(6) 融合服務大使 

43. 4C 郭俊傑 

(1) 2005 聯校攀登友誼賽男子組冠軍 

(2) 第 17 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男子季軍 

(3) 黃何盃攀爬挑戰賽 2005 亞軍 

(4) Teen 才 Teen 地青少年才能嘉許計劃(運動攀登)獲均衡發展獎 

(5) Go Nature Bouldering Gym grand opening competition Third Runne 

(6)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運動攀登挑戰賽 2006 季軍 

(7) 全港曲棍球九人賽亞軍 

(8) 學界曲棍球比賽殿軍 

44.  4D  張小美 

(1) 全港沙灘手球卓麗盃比賽女子青年組季軍 

(2) 全港手球分齡賽女子少年組亞軍 

(3) 校際手球比賽女子甲組冠軍 

(4) 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女子組冠軍 



同學獲獎勵考察津貼每人上限$2,000。 

＊獲獎勵境外考察(上限港幣 2,000 元)及獲贈全年書簿(上限港幣 2,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