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譚益芳基金(2011-2012 年度) 

 

目的︰獎勵在學業及課外活動有特出表現的同學，給予境外考察機會，以便擴闊視野，對個人成長

和將來升學就業均有所裨益。 

範疇 內容 形式 

傑
出

學
業 

1 中一至中五級全年成績為全級前 3 名，操行達 B 等級並在本校升讀。 
‧ 津貼境外考察 

(上限港幣 2000 元) 

傑
出
課
外
活
動 

1. 獲選為全港或地區傑出學生，操行達 B 等級並在本校升讀。 
‧ 津貼境外考察 

(上限港幣 2000 元) 

2. 在國際性任何一種才藝比賽中獲冠、亞、季軍，操行達 B 等級並在
本校升讀。 

‧ 津貼境外考察 
(上限港幣 2000 元) 

3. 在全港性任何一種才藝比賽中獲冠軍，操行達 B 等級或以上並在本
校升讀。 
(冠軍團隊則由負責老師提名表現最佳的三名同學) 

‧ 津貼境外考察 
(上限港幣 2000 元) 

4. 全年獎勵中最少已獲 2 大功 / 4 小功或以上的同學自動進入計分評
審階段，最高分數前五名並在本校升讀。評分見附表。 

‧ 津貼境外考察 
(上限港幣 2000 元) 

每年獲獎勵境外考察名額上限為 50 名；而每項考察津貼上限為每人$2,000 元，考察項目次數不限。

若同學於學業及課外活動上有傑出表現而同一年獲獎勵境外考察兩次，獎項將轉為境外考察(上限港

幣 2000 元)及獲贈全年書簿(上限港幣 2000 元)；而在課外活動獲獎的同學同一身份每年祇獲獎一

次。以上獎勵津貼必須在得獎年度內使用。 
 

附表： 

以個人的大功／小功／優點和操行紀錄的大過／小過／缺點對算的分數總和計算，比賽

項目分數依所獲的獎項高低計算，同一獎勵項目的分數祇計算一次。 

項目 分數 

全港性比賽 

冠軍 8 

亞軍 7 

季軍 6 

殿軍 5 

地區性公開比賽 

冠軍 4 

亞軍 3 

季軍 2 

殿軍 1 

*校內獲頒大功 8 

*校內獲頒小功 4 

校內獲頒優點 2 

校內違規紀錄 

大過 －8 

小過 －4 

缺點 －2 

* 在比賽中獲頒的獎勵項目不在此欄計算。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譚益芳基金 
 

2011-2012 年度傑出學業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號 班別(11-12) 班別(12-13) 姓名 獲獎內容(2011-12 年度) 
1.  1A 2A 李淑君 中一全級第一名 
2.  1A 2A 林頴瑜* 中一全級第二名 
3.  1A 2A 周經濂 中一全級第三名 
4.  2A 3A 潘樂宜 中二全級第一名 
5.  2A 3A 張芷晴 中二全級第二名 
6.  2A 3A 劉泱林 中二全級第三名 
7.  3A 4A 葉嘉霖 中三全級第一名 
8.  3A 4A 陳重曦 中三全級第二名 
9.  3A 4A 岑梓晴 中三全級第三名 
10.  4A 5A 陳溢升 中四全級第一名 
11.  4A 5A 李嘉錕 中四全級第二名 
12.  4A 5A 陳樂欣 中四全級第三名 
13.  5A 6A 梁冬晴 中五全級第三名 
14.  5C 6C 王皓永 中五全級第一名 
15.  5C 6C 葉天霖 中五全級第二名 

 
2011 – 2012 年度傑出課外活動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號 班別(11-12) 班別(12-13) 姓名 獲獎內容 (2011-2012 年度) 

16 1A 2A 林頴瑜*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瓜果類組冠軍及總冠軍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園藝組季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17 1A 2B 梁穎鈺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瓜果類組冠軍及總冠軍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園藝組季軍 

18 2A 3A 陳淑芳 學生中小型企業設備安全設計比賽 2011-12  中學組冠軍 

    香港工程師學會風力發電機模型設計比賽季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19 2A 3A 黃深銘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瓜果類組冠軍及總冠軍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園藝組季軍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1  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冠軍 

    學生中小型企業設備安全設計比賽 2011-12  中學組冠軍 

    第十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優秀作品總評  (港澳特別獎) 

    「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2010/2011 優異獎 

    屯門元朗區創意領域新紀元戶外創意活動  紙飛機模型  銀獎 

    屯門元朗區創意領域新紀元戶外創意活動  木飛機模型  銅獎 

20 3A 4B 李鍵邦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瓜果類組冠軍及總冠軍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1  VEX 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冠軍 

    2011 全港學界環境栽種比賽中學組園藝組季軍 

    第十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優秀作品總評  (港澳特別獎) 

    「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2010/2011 優異獎 

21 3B 4B 陳筠灝 
香港人壽三項鐵人賽 2012 小鐵人錦標賽  (Swim 200m/ Bike 8km/Run 
1.5km)  冠軍 

    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團體賽冠軍 

    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四式接力冠軍(破大會紀錄) 

    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4X400 米冠軍 

    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 

    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亞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年 G 組 100 米捷泳季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年組 200 米捷泳亞軍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13 至 18 歲組別 200 米蝶泳亞軍 

    
TRIBAL Splash 'n Dash Race 3 - Repluse Bay Kids Splash Aquathon Series   
14-15 Years (375m swim &  2.5km run)  第二名 



序號 班別(11-12) 班別(12-13) 姓名 獲獎內容 (2011-2012 年度) 

    
TRIBAL Splash 'n Dash Race 2- South Bay Beach Kids Splash Aquathon Series
  14-15 Years (270m swim & 2km run)  第二名 

    
中銀香港第 55 屆體育節分齡組三項鐵人賽  女子少年公開組  
(Swim 200m/Bike 10km/Run 1.5Km) 季軍 

     2012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小鐵人賽事) (Swim 200m/Run 1.9Km) 季軍 

     2012 陸上兩項鐵人聯賽(科學園) (Run 2.4km/Bike 8km/Run 2.4Km)  亞軍

     2012 陸上兩項鐵人聯賽(科學園) (Run 3.2km/Bike 8km/Run 3.2Km)  季軍

22 4C 5C 施俊威 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 200 米冠軍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C 組 100 米冠軍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 C 組 200 米冠軍 

    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4X400 米 亞軍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 C 組 4x100 米亞軍 

23 5A 6A 伍思凱 屯門元朗區創意領域新紀元戶外創意活動  紙飛機模型金獎 

    
第十三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 
紙折飛機直線距離賽二等獎 

    
第十三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 
紙折飛機直線距離賽二等獎 

    
第十三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 
「隱形夜鷹」遙控飛機繞標競時速賽二等獎(第六名) 

    
第十三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天模型教育競賽總決賽  
隱形夜鷹遙控飛機繞標競速賽二等獎(第六名) 

    屯門元朗區創意領域新紀元戶外創意活動  木飛機模型  銀獎 

24 5B 6B 梁景雄 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4X400 米冠軍 

    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100 米冠軍 

    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200 米冠軍 

    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亞軍 

25 5B 6B 黃駿軒 香港足球總會  青少年足總盃  17 歲以下青少年足總盃  冠軍 

    蒲崗村球場  香港足球總會  丙組聯賽  冠軍 

    蒲崗村球場  香港足球總會  國際青年亞洲邀請賽(U17 以下組別)  亞軍 

    屯門區學界校際比賽  甲組足球  冠軍 

26 5C 6C 黃鈞源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個人全能冠軍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三人賽季軍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雙人賽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區會中學校長會第五屆中學校際保齡球賽  學生組個人賽冠

軍 

    
中華基督教會區會中學校長會第五屆中學校際保齡球賽  學生組三人隊際

冠軍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師生賽亞軍 

27 5D 6D 梁淦禧 
中銀香港第五十五屆體育節香港健力錦標賽 2012  少年組(66 公斤級別)冠
軍(破香港紀錄) 

    第二屆襌港青少年健力大賽  少年組(74 公斤以下)總冠軍 

    第二屆禪港青少年健力大賽少年組冠軍 

    
2012 全港健美錦標賽暨第三屆華南地區健美錦標賽  學界古典健美組別(身
高 170cm 以上) 季軍 

28 5D 6D 廖學丞 
中銀香港第五十五屆體育節香港健力錦標賽 2012  少年組(59 公斤級別)亞
軍 

    
2012 全港健美錦標賽暨第三屆華南地區健美錦標賽  學界古典健美組別(身
高 170cm 以下) 亞軍 

    第二屆襌港青少年健力大賽  少年組(53 公斤以下)總季軍 

    第二屆禪港青少年健力大賽少年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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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