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李麗芬紀念中學 

2009-2010 年度課外活動比賽成績紀錄表 

序

號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名稱 參與老師及學生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 
帶隊老師 獎品或獎金 大功 小

功 
優

點 

補 7/6/2009 中華柔道會 2009 中華盃柔道邀請賽 60 公斤級 3A 梅詩駿 亞軍 方慧聰     

1 30/6/2009 香港藝術家協會 全國民族樂器比賽香港區初賽 二胡少年 C 組 4B 甘嘉隆 金獎 --     

2 20/7/2009 香港小童群益會  攀登運動 FUN CLUB 盃 2009 15-17 歲組別 4C 郭仲衡 亞軍 申玉超     

3 29/7/2009 中國藝術家協會 全國民族樂器決賽 二胡少年 C 組 4B 甘嘉隆 金獎 --     

補 29/7/2009 萃青排球會 第一屆女子青年排球四角賽 排球賽 4E 成曉彤 冠軍 黃嘉俊     

補 1/8/2009 中國毽球協會 全國青少年毽球錦標賽 女子乙組雙人賽 4E 陳曉霖 第八名 黃嘉俊     

補 9/8/2009 中國毽球訓練中心 第四屆奧港澳台毽球埠際賽 女子隊際賽 4E 陳曉霖 第三名 黃嘉俊     

補 13-15/8/2009 VIAA 2009-2010 France Youth Rock 
Climbing Competition 攀石比賽 5A 伍德健 第九名 申玉超     

補 14/8/2009 神召會元朗錦光堂 學生區 2009 七人足球賽 錦光盃 3A 李建邦、4B 楊啟斌、4C 黎家宏、5A 江孔亮、

5C 林子康 
冠軍 胡裕星     

4 18-24/8/2009 創新科技署 第十一屆飛向北京飛向太空全

國青少年航空航天模型總決賽 
紅雀橡筋動力飛

機留空時間 3C 譚家銘 一等獎 鄒志輝     

    水火箭打靶 3A 黃司朗 二等獎      

     3C 譚家銘 三等獎      

    黃鸝手擲飛機 3A 黃司朗 三等獎      

5 15/8/2009 香港中國手球總會 Akita 全港沙灘手球比賽 女子青年組 4B 李思敏、4D 文凱凝、5A 周影彤、5C 李鈺明、

5D 陳泳鈺、7A 周凱琪、麥美儀 
季軍 霍紹波     

1 23/8/2009 香港排球總會 第三十四屆全港青少盃排球賽 女子中級組 4E 成曉彤 亞軍 黃嘉俊     

7 23/8/2009 屯門仁愛堂 2009 仁愛堂小白豚水運會 女子 C 組 25 米捷

泳 2B 陳穎均 季軍 --     

    
女小 C 組 50 米捷

泳  季軍 --     

補 23/8/2009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組織委員會 國際藝術大賽 舞蹈少年 B 組(個
人) 5C 周海潮 銀獎 申玉超     

補 23/8/2009 香港單車聯會 2009 甘肅慈善單車賽 山地車青少年組 5A 賴家朗 第七名 申玉超     

8 28/8/2009 香港中國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女子兒童組 2B 練樂姚、3A 黎家欣、3B 洪泳瑤、吳美怡、3C

黃綺婷、左豊琪、3D 古慧珊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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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9/8/2009 香港中國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男子少年組 
4A 陳健邦、湯子賢、冀學文、4B 沈頌軒、黃梓

恩、郭斯鳴、陳俊傑、梁嘉洛、4E 梁智傑、廖海

文、賴智豪 

冠軍 霍紹波     

補 5-6/9/2009 Now TV 
Now TV 青少年足球推廣第三階

段分區錦標賽 G1 組 5C 李鈺明 冠軍 申玉超     

補 6/9/2009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 2009 年度全港空手道青少年大

賽 
初級組形 男童 
16 至 17 歲組別 5D 何卓健 冠軍 申玉超     

    
自由組手 男童 
16 至 17 歲組別  季軍      

10 6/9/2009 澳門保齡球總會 澳門保齡球公開賽 男子青年組 3D 麥卓賢 季軍 霍紹波     

    男子公開組  季軍      

11 6/9/2009 足球總會 2009 now TV 青少年足球推廣第

三階段分區錦標賽 新界西 B1 組 3B 李演修、鄭浩然、陳俊豪、3C 李鍵熹 冠軍 胡裕星     

12 6/9/2009 大埔體育會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 2009-2010 年度全港跆拳道觀摩

邀請賽暨表演大賽 
男子兒童組(12-15

歲)雛量級 1C 林民浩 亞軍 霍紹波     

13 6/9/2009 香港足球總會 2009「NIKE 地區五人足球賽」

代表深水埗體育會 17 歲以下 4C 黎家宏、5B 羅港威、6A 梁冠聰 冠軍 胡裕星     

14 7/9/2009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元朗區體育會 元朗區排球聯賽 2009 女子少年組 4E 成曉彤 亞軍 黃嘉俊     

15 7/9/2009 澳門保齡球總會 澳門公開賽 青年組單人賽 3D 麥卓賢 亞軍 --     

    單人賽  季軍 --     

16 7/9/2009 澳門保齡球總會 亞洲保齡球巡迴賽澳門站 個人賽 5C 李得文 季軍 --     

17 13/9/2009 南區康文署 南區水運會 女子青少年公開

4x50 米四式接力 1B 陳筠灝 季軍 --     

18 13/9/2009 離島康文署 離島區水運會 50 米自由泳 1B 陳筠灝 季軍 --     

補 14/9/2009 康樂文化事務署 響應 2009 香港東亞運動會----離
島區水運會 

女子青少年組 
50 米胸泳 4B 葉嘉瑩 冠軍 --     

    100 米胸泳  冠軍 --     

    200 米胸泳  冠軍 --     

補 19/9/2009 香港單車聯會 2009 動感亞洲越野單車賽 越野單車賽 5A 賴家朗 季軍 申玉超     

19 20/9/2009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水運會 少年組 4X50 米四

式接力 1B 陳筠灝 亞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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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少年 H 組 

50 米捷泳 1B 吳家棟 季軍 --     

    
男子青年組 50 米

捷泳 3D 梁景雄 季軍 --     

    
男子青年組 100 米

捷泳  季軍 --     

20 25/9/2009 國際保齡球 國際大師賽 保齡球比賽 3D 麥卓賢 亞軍 --     

補 26/9/2009 恒友發展有限公司 第七屆黃何盃攀岩速度賽 男子挑戰組 5A 伍德健 冠軍 申玉超     

21 27/9/2009 香港單車聯會 2009 全港山地車錦標賽 青少年組 5A 賴家朗 亞軍 申玉超     

補 9/10/2009 香港安全認証中心 2008 安全發明有獎比賽 作品︰護眼寶 3A 鄧進銘、4C 馬泓謙 
冠軍

($2,000) 

鄒志輝 
黃耀坤 
鄧智光 
吳宏業 

    

    
作品︰多用途枱

燈 4A 嚴嘉瑤、4E 李嘉偉 
亞軍

($1,500)      

補 30/9/2009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響應香港 2009 東亞運動會----屯
門區水運會 

女子青年 G 組 
100 米胸泳 4B 葉嘉瑩 

冠軍(破大會

紀錄) --     

    個人四式 200 米  
冠軍(破大會

紀錄) --     

    50 米胸泳  
冠軍(破大會

紀錄) --     

22 1/10/2009 元朗區議會 元朗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立六十周年 獅藝組(全港) 

1B 利福享、2A 魏文浩、2B 馮梓朗、2C 何鑑浩、

張子俊、2D 黃穗、陳家勝、陳献深、梁家豪、趙

麒皓、吳子峯、3A 李健邦、朱俊傑、3D 陳浩源、

4D 唐家駿、5B 陳劍波、5D 李港成、郭偉民、闕

澤江、周子杰、彭偉霖 

冠軍 申玉超     

補 4/10/2009 香港舉重健力總會 第八屆臥推舉錦標賽 全場團體 -- 總冠軍 申玉超     

    
女子少年組 56 公

斤 4C 古嘉敏 冠軍      

    
男子少年組 52 公

斤 4B 李偉照 冠軍      

    少年組 56 公斤 4B 陳曉亨 冠軍      

    少年組 67.5 公斤 4B 陳可軒 冠軍      

    少年組 75 公斤 5D 何卓健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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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年組 56 公斤 4A 彭日楊 亞軍      

    少年組 75 公斤 4A 顏浩民 亞軍      

23 7/10/200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屯門校際游泳比賽 女子丙組團體 -- 優異獎 霍紹波     

    男子丙組團體 -- 優異獎      

    女乙 50 米蛙泳 4B 葉嘉瑩 冠軍(破紀

錄)      

    女乙 100 米蛙泳 4B 葉嘉瑩 
冠軍(破紀

錄)      

    女丙 100 自由泳 1B 陳筠灝 冠軍      

    男乙 50 米自由泳 3D 梁景雄 亞軍      

    女丙 200 米自由泳 1B 陳筠灝 亞軍      

    
男丙 4x50 米自由

泳接力 1A 葉宗信、1B 陳梓浚、吳家棟、2D 徐浩 亞軍      

    男丙 50 米自由泳 2D 徐浩 季軍      

    男丙 50 米背泳 1B 吳家棟 季軍      

24 9/10/2009 香港保齡球總會 香港國際保齡公開賽 青少年優秀賽 3B 黃鈞源 季軍 --     

    青少年公開雙打 3B 黃鈞源 季軍 --     

25 10/10/2009 YMCA 2009YMCA 水運會 50 米蛙泳 1B 黃筠灝 亞軍 --     

    1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     

    50 米自由泳  季軍 --     

    
4x25 米自由泳接

力  季軍 --     

26 11/10/2009 屈臣氏田徑會 全港分齡田徑賽 男子 B 組 400 米 3D 梁景雄 亞軍 霍紹波     

    4x100 米接力 3D 梁景雄 季軍      

    女子 A1200 米 4B 李思敏 季軍      

補 11/10/2009 香港單車聯會 全港山地單車賽(落山) 落山單車賽 5D 簡家傑 季軍 SYC     

27 18/10/2009 新界區體育協會、康樂及文化事務 第二十四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女子 F 組 4B 葉嘉瑩 冠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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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4x50 米四式接力 

    
4x50 米自由泳接

力  冠軍      

    100 米胸泳  冠軍      

    50 米胸泳  冠軍      

    200 米胸泳  亞軍      

28 25/10/2009 西貢區社區中心 全港「小玩意，大創意」環保玩

具設計比賽 作品︰一飛衝天 1B 李鍵邦、1C 李雁昇、2B 潘啟致 
中學組冠軍

獎金$800 

鄧智光 
鄒志輝 
吳宏業 
黃耀坤 

    

    作品︰炮彈飛車 1C 張學文、3A 鄧進銘、4A 嚴嘉瑤 
公開組冠軍

獎金$800      

    作品︰吹箭 3C 黃子敬 
中學組亞軍

獎金$500      

    作品︰陀螺 1A 許清兒 
中學組季軍

獎金$300      

    作品︰風力船 2C 丘嘉潤 
中學組優異

獎金$100      

    作品︰轉動燭光 1A 何敬行 
中學組優異

獎金$100      

補 24-25/10/2009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009/10 年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50 米蛙泳 4B 葉嘉瑩 銀獎 吳蕙芳     

    100 米蛙泳  銀獎      

    200 米蛙泳  銀獎      

29 1/11/2009 香港攀山總會 第 21 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青少年 A 組 5A 伍德健 冠軍 申玉超     

    青少年 B 組 4C 郭仲衡 冠軍      

補 1/11/2009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大埔區排球比賽 女子排球比賽 4E 成曉彤 冠軍 黃嘉俊     

30 7-8/11/2009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創新科技署、

亞洲機器人聯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 VEX 機械人 4A 顏浩民、嚴嘉瑤、4B 陳曉亨、4E 李嘉偉 

聯盟金獎亞

軍及最佳製

作獎 

鄧智光 
吳宏業 
黃耀坤 

    

31 12/11/200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校際越野比賽 女子甲組個人 4C 古嘉敏 季軍 霍紹波     

    團體 4B 李思敏、4C 古嘉敏、5D 陳錦玲、6A 劉詠儀、

7A 郭芷菁、黃淑儀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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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5/11/2009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運動會分齡 男子 C 組 400 米 3D 梁景雄 
冠軍(破紀

錄) 霍紹波     

    男子 C 組 200 米 3D 梁景雄 冠軍      

    男子 B 組 400 米 4A 陳美耀 冠軍      

    
男子 C 組 4×100 米

接力 1A 羅家立、3B 李演修、周卓豪、3D 梁景雄 冠軍      

    男子 C 組 200 米 4B 郭斯鳴 亞軍      

    女子 H 組 200 米 4B 李思敏 亞軍      

    女子 H 組 100 米 4B 李思敏 亞軍      

    
男子 B 組 4×400 米

接力 4A 陳健邦、陳美耀、4B 陳俊傑、4C 黃浩賢 亞軍      

    女子 H 組跳遠 5C 周海潮 季軍      

補 15/11/2009 恒友發展有限公司 第七屆黃何盃攀石賽 抱石賽 4C 郭仲衡 季軍 申玉超     

33 16/11/2009 香港單車聯會 全港公路單車繞圈賽 少年組(11-13 歲) 1D 張卓豪 季軍 申玉超     

補 19/11/2009 亞洲機器人聯盟 亞太區 VEX 機器人錦標賽 VEX 機器人 4A 顏浩民、嚴嘉瑤、4B 陳曉亨、4E 李嘉偉 銀獎 
鄧智光 
吳宏業 
黃耀坤 

    

34 21/11/2009 
屯門警區、屯門少年警訊名譽會長

會 
屯門區少年警訊會長杯 
「無毒 7 人足球比賽」 

7 人足球比賽 
3A 李建邦、4B 楊啟斌、甄偉明、4C 黎家宏、5A

江孔亮、吳國峰、彭銘燊、李旨駿、陳子康、5B

羅港威、5C 黃學謙、5D 林子康、6A 梁冠聰 

冠軍 胡裕星     

35 25/11/2009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一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英詩獨誦 5B 黃曉意 冠軍 陳明姬     

補 27/11/2009 香港足毽總會 香港足毽淘汰賽 女子雙人賽 4E 陳曉霖 季軍 黃嘉俊     

補 29/11/2009 香港游泳總會 2009-2010 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

賽 
女子(15-17 歲) 

100 蛙泳 4B 葉嘉瑩 第一名 --     

補 2/12/2009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一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散文獨誦 

普通話中三、四年

級女子組 
4A 勞韻儀 季軍 黃華英     

36 9/12/2009 
元朗大會堂、西北聯青社、香港學

童美協等 
第五屆元朗屯門區青少年創意

作品比賽 中學組團體  
梁省德太平

紳士榮譽獎

黃耀坤 
鄧智光 
吳宏業 
鄒志輝 

    

    發明創作類 3A 鄧進銘、3C 譚家銘 金獎      



序

號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名稱 參與老師及學生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 
帶隊老師 獎品或獎金 大功 小

功 
優

點 
作品︰視像手杖 

    
發明創作類 

作品︰多用途書

枱 
1A 馬誠孝、1B 李鍵邦、1C 葉家榮 銀獎      

    
發明創作類 

作品︰食藥提示

器 
1B 李健邦、1C 張學文、4E 李嘉偉 銀獎      

    
發明創作類 

作品︰作回收再

造紙之用 
4A 嚴嘉瑤、4E 李嘉偉 銀獎      

    
發明創作類 

作品︰多用途書

枱 
3A 鄧進銘、3C 譚家銘、4E 李嘉偉 

銅獎 
      

    
發明創作類 

作品︰防夾裝置 1C 張學文、葉家榮、2D 胡瀚深 銅獎      

    

發明創作類 
作品︰清潔輔助

器----探究不同廢

棄物料 

2C 丘嘉潤 銅獎      

37 7/12/200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100 米 7A 梁智浩 冠軍 霍紹波     

    男子甲組 200 米 7A 梁智浩 亞軍      

    男子甲組 400 米 4A 陳美耀 亞軍      

    男子甲組 400 米欄 4A 陳美耀 季軍      

    
男子甲組 4×100 米

接力 4A 陳美耀、5A 彭銘燊、5B 羅港威、7A 梁智浩 季軍      

    男子乙組 200 米 3D 梁景雄 
冠軍 

(破紀錄)      

    男子乙組 400 米 3D 梁景雄 
冠軍 

(破紀錄)      

    男子乙組標槍 4A 陳健邦 亞軍      

    男子丙組 100 米 2B 施俊威 亞軍      

    男子丙組 200 米 2B 施俊威 亞軍      

    女子甲組 4×400 米 4B 李思敏、4C 古嘉敏、7A 郭芷菁、黃淑儀 冠軍      



序

號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名稱 參與老師及學生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 
帶隊老師 獎品或獎金 大功 小

功 
優

點 

    女子甲組鐵餅 7A 郭芷菁 冠軍      

    女子甲組鉛球 7A 黃淑儀 冠軍      

    女子甲組鐵餅 7A 黃淑儀 亞軍      

    女子甲組鉛球 5C 李鈺明 亞軍      

    女子甲組 200 米 4B 李思敏 亞軍      

    女子甲組 400 米 4C 古嘉敏 亞軍      

    女子甲組 800 米 4C 古嘉敏 亞軍      

    女子甲組 100 米 4B 李思敏 季軍      

    女子甲組跳高 7A 郭芷菁 季軍      

    女甲團體 -- 亞軍      

    男甲團體 -- 優異      

    男丙團體 -- 優異      

38 9/12/200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女子甲組 

4C 古嘉敏、4D 文凱凝、5A 周影彤、5C 李鈺明、

5D 陳錦玲、陳泳鈺、6A 劉詠儀、李麗珊、7A 郭

芷菁、黃淑儀、麥美儀、周凱琪 

冠軍 
(六連霞) 

霍紹波     

補 5/12/2009 香港基督教青年會 「舞」走毒品青少年舞蹈新手賽 Breaking 組 4D 黃達穎 冠軍 申玉超     

39 12/12/200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屯門學界手球比賽 女子甲組 

4D 文凱凝、5A 周影彤、5C 李鈺明、張舒汶、周

海潮、5D 陳錦玲、6A 彭詩婷、劉詠儀、李麗珊、

7A 郭芷菁、黃淑儀 

冠軍 霍紹波     

40 12/12/2009 廣州市 
極限運動協會 第二屆廣州市攀岩錦標賽 少年 A 組速度賽 4C 郭仲衡 亞軍 申玉超     

    少年 A 組難度賽 4C 郭仲衡 季軍      

補 12/12/2009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全港學界壘球比賽 壘球比賽 

1B 黃鍵麟、2C 韓家樂、3A 朱俊傑、3B 曾昦楠、
3C 黃文迪、4A 陳健邦、4B 郭浩義、謝賦軒、袁
展鵬、陳俊傑、4C 羅景禧、羅敬邦、葉家樂、李
亮杰、鄭志德、呂昌倫、麥俊麒、劉俊豪、4D 王
銘澤、梁子軒、劉曉天、何子毅、5D 李港成、6A

陳梓仲 

季軍 何樹顯     

41 13/12/2009 中華才藝(龍獅)大賽組委會 全球華人才藝(龍獅)大賽 龍獅比賽 2A 張蘇宬 銀獎 --     

42 12/2009 獅球教育基金會 2009 最佳進步獎 進步獎 2A 呂家慧、2B 余天行、歐曉東、2C 曾永康、3A 最佳進步獎 戚文鋒  -- -- -- 



序

號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名稱 參與老師及學生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 
帶隊老師 獎品或獎金 大功 小

功 
優

點 
司徒杏怡、3B 吳美怡、何銘翹、3C 張紫翎、4A
梁耀文、陳詩穎、4C 傅詠琳、4D 蔡貴甲、4E 石

文軒、5A 江孔亮、5B 黃曉意、5C 陳冠偉、5D
郭偉民、5A 楊明輝及 5D 鄧敏慧 

43 13/12/2009 香港國際藝壇 國際首屆中國器樂賽(決賽) 二胡 4B 甘嘉隆 銅獎 --     

補 18/12/2009 香港足毽總會 香港足毽淘汰賽 混雙賽 4E 陳曉霖 殿軍 黃嘉俊     

44 20/12/2009 屯門區議會 屯門區全港公開龍獅比賽 龍獅比賽 2B 馮梓朗、2C 張子俊、2D 黃穗、趙麒皓。3A
朱俊傑、5B 陳劍波、5D 郭偉民、李港成 優異獎 申玉超     

補 20/12/2009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排球比賽 女子青少年組 4E 成曉彤 冠軍 黃嘉俊     

45 28/12/2009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0 單人繩個人花式

5-17 歲男子組 4A 湯子賢 亞軍 黃嘉俊     

    
單人繩速度跳接

力比賽 15 歲或以

上男子組 
4A 湯子賢 亞軍      

    
團體二人單人繩

比賽 15 歲或以上

男子組 
4A 湯子賢 亞軍      

補 3/1/2010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游泳總會 2009/10 香港公開游泳錦標賽 青少年女子 B 組

(14-17 歲) 4B 葉嘉瑩 第二名 --     

46 4/1/2010 亞洲壘球協助 泰國清邁 2009 壘球公開賽 壘球比賽 胡海洋先生(校友) 冠軍 --     

補 8/1/2010 社會福利署 
「愛 關懷」屯門區義工嘉許計

劃 2009 
義工嘉許 5D 何卓健 

最投入個人

義工獎 
申玉超     

47 11/1/2010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運動員獎 7A 黃淑儀 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   
   

補 17/1/2010 香港單車聯會 2009-2010 年度全港山地落山賽 青少年組 5A 賴家朗 季軍 申玉超     

48 21/1/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屯門區學界足球比賽 足球比賽 

3A 李建邦、4B 甄偉明、楊啟斌、4C 黎家宏、5A
李浩、江孔亮、李旨駿、陳子康、吳國峰、彭銘

燊、5B 羅港威、5C 黃學謙、5D 郭偉民、周子杰、

林子康、6A 梁冠聰、陳梓仲、7A 梁智浩、李啟

迪 

冠軍 胡裕星     

補 23/1/2010 香港足毽總會 香港足毽總會盃 2009 隊際賽 4E 陳曉霖 季軍 黃嘉俊     

49 24/1/2010 香港業餘田徑會、屈臣氏 田徑分齡賽 男子 B 組 200 米 3D 梁景雄 冠軍 --     

    男子 B 組 400 米 3D 梁景雄 冠軍 --     



序

號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名稱 參與老師及學生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 
帶隊老師 獎品或獎金 大功 小

功 
優

點 

50 23-24/1/2010 香港攀登運動總會 亞洲青少年運動攀登賽 香港站技術矮牆

賽 3B 歐智鋒 季軍 申玉超     

補 22/1-2/2/10 亞洲保齡球總會(在科威特比賽) 第 15 屆亞洲青少年十瓶保齡球

錦標賽 
優秀賽(男子大師

賽) 3D 麥卓賢 金牌 --     

    個人全能 3D 麥卓賢 金牌 --     

    男子雙人 3D 麥卓賢 金牌 --     

    男子單人 5D 李得文 銀牌 --     

    男子單人 3D 麥卓賢 銅牌 --     

補 23/1/2010 香港跆拳道協會 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0 男子青少年黑帶

組 4B 謝賦軒 亞軍 梁文輝     

51 3/2/2010 屯門區民政事務處 第一屆牡丹盃普及舞蹈交流賽 舞蹈比賽 4D 黃達穎 優等獎 申玉超     

補 4/2/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屯門校際籃球比賽 女子乙組 2B 練槳姚、3A 鄭卓恩、3C 黃綺婷、左豊琪、陳

杏儀、4E 周曉嵐、劉巧恩 優異獎 霍紹波     

52 7/2/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 女子組 
3C 黃綺婷、5A 周影彤、5C 張舒汶、李鈺明、5D
陳錦玲、6A 劉詠儀、李麗珊、彭詩婷、7A 郭芷

菁、黃淑儀 
亞軍 霍紹波     

53 7/2/2010 康樂及文化事務處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運動攀登

挑戢 2010 16-18 歲 5A 伍德健 冠軍 申玉超     

    14-15 歲 3B 歐智鋒 季軍      

補 16/2/2010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第十四屆新界區新春冬泳錦標

賽 2010 女子少年組 4B 葉嘉瑩 第一名 --     

54 21/2/2010 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 2010 外展教練計劃足毽比賽 中學組隊際賽 4A 陳美耀、黃嘉煒、4B 方家傑、4E 何嘉穎、陳

曉霖、7A 李啟迪 優異獎 黃嘉俊     

補 27/2/2010 香港曲棍球總會 
Junior Hockey Promotion Scheme 

09-10 Phase IV 9-a-side 
Tournament 

曲棍球比賽 4A 陳顗光、4B 郭浩義、5C 何俊榮 冠軍 林仲華     

55 28/2/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屯門校際手球比賽 女子乙組 
2B 練槳姚、3A 黎家欣、3B 吳美怡、洪泳瑤、3C
黃綺婷、左豊琪、譚靜雯、3D 古慧珊、4E 周曉

嵐 
殿軍 霍紹波     

    男子乙組 
3A 朱俊傑、3B 李演修、3C 李健熹、4A 陳健邦、

冀學文、湯子賢、顏浩民、4B 梁嘉洛、沈頌軒、

陳可軒、4E 李嘉威、梁智傑 
殿軍 霍紹波     

56 28/2/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中學分

會 屯門區學界排球比賽 女子乙組 
3A 周樂宜、吳綺婷、3B 林安妮、4B 阮泳淇、4C
阮泳茵、4D 周穎彤、4E 陳瑞敏、陳沅禧、成曉

彤 
季軍 黃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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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9/3/2010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二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板胡獨奏(深造組) 4B 甘嘉隆 冠軍 --     

    高胡獨奏(深造組) 4B 甘嘉隆 冠軍 --     

補 11/3/2010 中銀香港 傑出運動員選舉 2009 青少年組 3D 麥卓賢 
傑出青少年
運動員(獎金

$10,000) 
--     

補 13/3/2010 香港游泳總會 2009-2010 年度全港分齡錦標
賽 200 米蛙泳 4B 葉嘉瑩 第二名 --     

    50 米蛙泳  第三名      
    100 米蛙泳  第三名      

57 14/3/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全港學界精英足球比賽 男子足球 

3A 李建邦、3C 黃駿軒、李鍵熹、3D 葉文樂、4B
甄偉明、楊啟斌、4C 黎家宏、4D 黃浩賢、4E 李

嘉威、5A 江孔亮、李旨駿、陳子康、吳國峰、

彭銘燊、5B 羅港威、5C 黃學謙、5D 郭偉民、林

子康、6A 梁冠聰、陳梓仲、7A 梁智浩、李啟迪

冠軍 胡裕星     

     6A 梁冠聰 最有價值球

員獎      

     6A 陳梓仲 最佳防守球

員獎      

補 14/3/2010 香港曲棍球總會 HK Hockey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 Premier Division Plate 曲棍球比賽 5C 何俊榮 冠軍 林仲華     

58 14/3/2010 香港攀山總會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10 男子少年 A 組 5A 伍德健 冠軍 申玉超     

    男子少年 B 組 3B 歐智鋒 冠軍      

    男子少年 A 組 4C 郭仲衡 季軍      

補 17/3/2010 香港藝術學院 全港校際戲劇節話劇 廣東話組 
2A 呂家慧、麥翠茜、練美儀、何俊傑、陳子晴、

袁梓俊、郭子健、黃智權、3A 李建邦、陳羨然、

吳芷埼、黃司朗、吳綺婷、4C 郭仲衡 
傑出合作獎 鍾捷紅     

59 27/3/20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校長會 校際保齡球比賽 隊際賽 3B 黃鈞源、4E 陳其燊、5B 鄧梓堅 冠軍 霍紹波     

    隊際賽 5B 譚俊傑、5C 馮欣健、陳冠偉 亞軍      

    個人賽 3B 黃鈞源 冠軍      

    個人賽 4E 陳其燊 亞軍      

    個人賽 5B 鄧梓堅 季軍      

    個人賽 5B 譚俊傑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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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賽 5C 陳冠偉 第六名      

    教師組 霍紹波老師 冠軍      

補 3/4/2010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奧林匹克委員

會、香港健力總會 

中銀香港第 53 屆體育節香港健

力錦標賽暨國際健力選拔賽

2010 

男子少年組 
75 公斤級 3D 鍾逸濠 

冠軍(2010
最有潛質少

年組運動員)
申玉超     

    52 公斤級 4B 李偉照 冠軍      

    60 公斤級 4A 彭日楊 冠軍      

    67 公斤級 3D 陳瑋駿 冠軍      

    60 公斤級 3D 梁淦禧 亞軍      

補 10/4/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2009-2010 澳港學界埠際體育比

賽男子中學組曲棍球 曲棍球比賽 5C 何俊榮 冠軍 林仲華     

60 12/4/2010 Dragon Bowling 第 11 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團體 

方順源校長、鄧智光老師、霍紹波老師、黃嘉俊
老師、 

申玉超老師、3B 黃鈞源、3D 麥卓賢、4E 陳其燊、
5A 陳冠偉、5B 鄧梓堅、5C 馮欣健、黃俊朗、5D

李得文 

總冠軍 霍紹波     

      
最積極參與

獎      

    雙人賽 3D 麥卓賢、5D 李得文 冠軍 
一局最高分

     

     3B 黃鈞源、4E 陳其燊 亞軍      

    三人賽 4E 陳其燊、5B 鄧梓堅、5D 李得文 亞軍      

    師生雙人賽 申玉超老師、3B 黃鈞源 亞軍      

    個人全能 5D 李得文 亞軍      

補 24/4/2010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屯門區校際初中數學比賽(2010) 數學比賽 1A 徐朗軒 個人銅獎 劉世安     

61 25/4/2010 香港 
學界體育聯會 屯門區學界排球比賽 女子丙組 

1A 劉芷淇、1B 鄭之穎、1C 曾慧綺、梁瑋庭、1D
歐佩美、2A 吳倩怡、林嘉怡、曾曉綺、 
黃頌茵、戴天晴、2C 陳仲雯、黎綺琪 

冠軍 黃嘉俊     

62 25/4/2010 香港足毽總會 
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第五十三屆體育節----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足毽邀請賽 女子雙人 4B 朱凱敏、4E 陳曉霖 冠軍 黃嘉俊     

    女子單人 4E 陳曉霖 季軍      
63 25/4/2010 香港攀山總會 中國香港第五十三屆體育節---- 男子少年 A 組 4C 郭仲衡 冠軍 申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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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年運動攀登錦標賽暨

公開排名賽 
    男子少年 B 組 3B 歐智峰 冠軍      
    男子公開組 5A 伍德健 殿軍      
補 25/4/2010 南華體育會 第四十四屆週年保齡球大賽 男子優秀賽 3D 麥卓賢 冠軍 --     
    男子三人賽 3D 麥卓賢 亞軍 --     

64 30/4/2010 屯門保齡球會 保齡球比賽 三人公開聯賽 3B 黃鈞源、4E 陳其燊、5C 李得文、霍紹波老師 亞軍 霍紹波     

補 30/4/2010 青松觀 屯門盆景蘭花暨環保種植展覽
2010 中學環保盆栽組 1B 李建邦、1C 張學文、1D 明藝進、2D 胡瀚深、

4C 馬泓謙 季軍 潘育棠花王     

    中學環保盆栽組  優異獎      

補 1/5/2010 香港小童群益會 
第十二屆「飛向北京、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年航空航天模型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 2010 

男子「黃鸝」手擲
飛機直線距離賽 3D 伍思凱 第一名 

鄒志輝 
黃耀坤     

    女子「黃鸝」手擲
飛機直線距離賽 3B 洪詠瑤 第一名      

    男子「黃鸝」手擲
飛機直線距離賽 3A 黃司朗 第三名      

    紙摺飛機直線距
離賽 3D 伍思凱 第四名      

65 2/5/2010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2010(中學
組) 

男子 45 秒個人花
式 4A 湯子賢 冠軍 黃嘉俊     

    女子連續 2 重跳 3A 葉思琪 亞軍      

66 2/5/2010 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第五十三屆體育節----
第十四屆全港學界足毽邀請賽 

中學組女子團體
賽 

4B 朱凱敏、4C 吳嘉瑤、4E 陳曉霖、陳沅禧、秦
穎渝 冠軍 黃嘉俊     

67 4/5/2010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Serving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0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4B 沈頌軒、李嘉敏、4D 周穎彤、5D 陳家汶 

社區傑出義
工獎 

(各一) 
劉瑞霞 每人獲贈書

券$1,000    

補 5/5/2010 屯門區學校長會 屯門區卓越學生 卓越學生評選 2A 戴天晴、4A 勞韻儀、6A 周嘉美 卓越學生獎 --     

68 8/5/2010 中學校長會體育學習領域工作小
組主辦 中學校際排球錦標賽 2009/10 女子組 

2A 吳倩怡、3A 周樂宜、吳綺婷、3B 林安妮、4B
阮泳淇、4C 阮泳茵、4D 布詠詩、周穎彤、李鎧

淇、4E 陳瑞敏、成曉彤、6A 李麗珊 
總季軍 黃嘉俊     

    女子小組  亞軍      

    男子小組 
2A 郭子健、封業熙、3B 李俊星、4A 陳健邦、4B
郭斯鳴、郭浩義、黃梓恩、4C 葉家樂、4D 黃浩

賢 
亞軍      

補 5/4/2010 香港足球總會 超級盃比賽 代表深水埗 U-17
歲以下 4B 甄偉明、楊啟斌、4D 黃浩賢 冠軍 胡裕星     

    代表深水埗 U-20
歲以下 3D 葉文樂、5B 羅港威、6A 梁冠聰 亞軍      

69 15/5/2010 香港足球總會 青年足球比賽 代表深水埗 U-20
歲以下 3D 葉文樂、5B 羅港威、6A 梁冠聰 冠軍 胡裕星     

    代表深水埗 U-17
歲以下 4B 甄偉明、楊啟斌、4D 黃浩賢 冠軍      



序

號 日期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項目名稱 參與老師及學生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 
帶隊老師 獎品或獎金 大功 小

功 
優

點 

70 16/5/2010 康樂及文化事務處、香港攀山總會 包山嘉年華 2010 攀山同樂攀包
山挑戰賽 青少年組 4C 郭仲衡 冠軍 

(二連冠) 申玉超     

71 15/5/2010 香港朗誦藝術語言中心 第六屆當代作家詩文朗誦比賽
(2010 香港)《和諧頌》專輯 散文獨誦 4A 羅港俊 季軍 黃華英     

    詩歌獨誦 4A 勞韻儀 季軍      

72 16/5/2010 普通話教師學會 第十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
賽 2010 

高中組----詩歌散
文組 4A 勞韻儀 季軍 黃華英     

73 19/5/2010 朗誦及音樂推廣協會 第三屆全港學生公開朗誦比賽 中學組----普通話
散文 4A 勞韻儀 季軍 黃華英     

74 18/5/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2009-2010 年度新界地域中學傑

出運動員選舉 
屯門區中學分會 6A 郭芷菁 傑出運動員 霍紹波     

    新界地域中學 6A 郭芷菁 傑出運動員      
    籃球 6A 郭芷菁 傑出運動員      
    足球 6A 梁冠聰 傑出運動員      
    壘球 6A 陳梓仲 傑出運動員      

補 23/5/2010 香港小童群益會 
第十二屆「飛向北京----飛向太

空」全國青少年航空航天模型競

賽香港區選拔賽 

遙控直升機障礙

賽 
3C 譚家銘 一等獎 

黃耀坤 
鄒志輝 

    

    
東風一號火箭帶

降競時賽(中學組) 
1C 張學文 三等獎      

     3C 陳杏儀、4C 馬泓謙 優異獎      
75 25/5/2010 中聯辦 第 4 屆全國體育大會保齡球比賽 團體 3D 麥卓賢 一等獎 --     
    決賽  一等獎      
    三人賽  一等獎      
    五人賽  一等獎      
    全能賽  二等獎      
    個人賽  二等獎      
    雙人賽  二等獎      

76 28/5/2010 中華電力公司 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創新能源教室 李嘉偉、嚴嘉瑤、馬泓謙、陳曉亨 優異獎 
鄒志輝 
黃耀坤 

$4000 書券    

77 29/5/2010 香港排球總會 青苗排球培訓計劃排球比賽 男子少年組 3C 黎正邦 季軍 黃嘉俊     

補 10/5/2010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2009/10 中學校際曲棍球比賽 男子第三組 

3C 黃文迪、4A 陳顗光、譚頌汶、丘子倫、4B 郭

浩義、鄧穎燊、謝賦軒、楊振邦、5A 方家俊、

5C 陳栢昇、何俊榮、羅榮鋒、5D 陳迪維、陳梓

麒、鄭景禧、李港成 

季軍 林仲華     

78 8/6/2010 ZESPRI、香港體育學院 ZESPRI 傑出青少年運動員 2010 傑出青少年運動 3D 麥卓賢 傑出青少年 -- 獎金$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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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運動員 禮券$2,500 

 6/2010 
香港 

排球總會 
第 30 屆全港公開排球錦標賽 

排球 
錦標賽 

黃嘉俊老師 亞軍 --     

79 3/7/2010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二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創出

我區----18 區 ID 設計比賽」 
區徽比賽 

4A 譚頌玟、4B 孔綺靖、4C 阮泳茵、梁菲菲、4D
李鎧淇 

優異獎 申玉超 
梁婉珊 

--    

80 7/2010 香港壘球總會 
09/10 年度香港壘球公開賽及第

五十三屆體育節壘球比賽 
乙組 

4C 羅景禧、呂昌倫、4D 劉曉天、5D 李港成、6A
陳梓仲 

校友︰李子榮、李志奇、朱俊華、鄧鍾銘、陳俊

堅、胡海洋、關天俊 
老師︰何樹顯 

冠軍 何樹顯 
來年度升上

甲組    

 
4/7/2010 

香港排球總會 外展教練計劃-排球挑戰賽 2010 男子組 
4A 潘偉豪、陳健邦、4B 李俊星、4C 黎正邦、5A
湯子賢、5B 郭斯鳴、5C 郭浩義、葉家樂、5D 黃

浩賢 
亞軍 黃嘉俊     

 3/7/2010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第九屆聯校科技之機械人比賽 機械人設計比賽 4C 陸興東、譚家銘、5C 李嘉偉 優異獎 鄒志輝 
黃耀坤     

 4/7/2010 香港小童群益會 火箭模型設計比賽 
火箭模型設計比

賽 
冠軍 書券 500    

     亞軍 書券 300    
     

4B 陳杏儀、2A 李鍵邦、2B 張學文、3C 胡瀚深

季軍 

鄒志輝 
黃耀坤 

書券 200    
   水火箭比賽 水火箭比賽 2A 馬誠孝、3A 潘啟致、4B 陳杏儀 優異獎  書券 50    
 4/7/2010 恒友發展有限公司 第八屆黃何盃攀岩先鋒賽 2010 新秀組 5C 郭仲衡 季軍 申玉超     
 13/7/2010 國際毽球聯合會 第六屆世界毽球錦標賽 女子團體賽 5E 陳曉霖 殿軍 黃嘉俊     

 17/7/2010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分齡賽 2010 
3 分鐘耐力跳 

15-17 歲女子組 
4A 葉思琪 殿軍 黃嘉俊     

 17/7/2010 香港壘球總會 
2010 全港青少年壘球新秀錦標

賽 
全港青少年錦標

賽 

4A 朱浚滐、王卓衡、4B 曾昦南、4C 黃文迪、5C
羅景禧、劉俊豪、呂昌倫、盧天樂、陳澤鏗、鄭

志德、羅敬邦、麥俊麒、葉家樂、5D 劉曉天、

5E 王銘鐸、7A 陳梓仲 

亞軍 何樹顯 
胡海洋     

     5D 劉曉天 
最有價值球

員獎      

 18/7/2010 康樂及文化事務中心 南區水運會 四式接力 2B 陳筠灝 季軍      
 1/8/2010 保安局禁毒處 2009/2010 禁毒義工服務 義工服務 1D 陳浩航、5B 李偉照 銅獎 申玉超     

 1/8/2010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2010 分齡組半奧運三項鐵人及

小鐵人三項錦標賽 
女子 C2 組 2B 陳筠灝 冠軍      

2010/11 年度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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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10 國際跳繩聯盟 
第八屆世界跳繩錦標賽暨世界

青少年錦標賽 2010 
青少年 15-17 歲組

別連續三重跳 
5A 湯子賢 亞軍 黃嘉俊     

    
青少年 15-17 歲組

別(總成績) 
5A 湯子賢 季軍      

    
青少年 15-17 歲組

別(30 秒速度賽) 
5A 湯子賢 殿軍      

    
青少年 15-17 歲組

別(個人花式) 
5A 湯子賢 殿軍      

 6/8/2010 香港足球總會 2010 東亞足球錦標賽 U15 以下代表隊 4B 黃駿軒 第二名 胡裕星     

 18/8/2010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中國

科協、共青團中央、全國婦聯 

第十二屆「飛向北京----飛向太

空」全國青少年航空航天模型教

育競賽總決賽 

紙折飛機直線距

離賽中學女子組 
4C 洪咏瑤 一等獎 鄒志輝     

    
紙折飛機直線距

離賽中學男子組 
4A 伍思凱 一等獎      

    
「黃鸝」手擲飛機

直線距離賽中學

組 
4A 伍思凱 二等獎      

    
「黃鸝」手擲飛機

直線距離賽中學

組 
4C 洪咏瑤 三等獎      

    
紙折飛機直線距

離賽中學男子組 
4C 譚家銘 三等獎      

    
「麥道」遙控直升

飛機障碍賽中學

組 
4C 譚家銘 三等獎      

 21/8/2010 香港手球總會 全港公開手球比賽 女子組 5D 張舒汶、李鈺明、7A 劉詠儀、李麗珊 冠軍 霍紹波     

 21/8/2010 香港扶幼會 
第二屆「舞之原素 my moving 

spirit」青少年街舞 
新手賽 Breaking 組 3B 曾永康 亞軍 申玉超     

 22/8/2010 康樂及文化事務中心 離島區水運會 200 米捷泳 2B 陳筠灝 亞軍 --     
    100 米捷泳  亞軍 --     
 26/8/2010 香港朗誦語言藝術中心 全港朗誦大賽 中學組廣東話獨誦 5A 勞韻儀 冠軍 黃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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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組普通話獨誦 5A 勞韻儀 冠軍 黃華英     

 26/8/2010 香港中學手球總會 沙灘手球公開賽 男子青年組 
4A 陳健邦、5B 郭斯鳴、黃梓恩、梁嘉洛、5D 梁

澤坤、5C 廖海文、5E 梁智傑、賴智豪、 
亞軍 霍紹波     

 27/8/2010 香港排球總會 
第五屆青少盃全港沙灘排球比

賽 
女子初級組 5E 陳瑞敏 冠軍 黃嘉俊     

 30/8/2010 仁愛堂 2010 仁愛堂小白豚水運會 
女子公開組 4x25
四式混合接力賽 

3B 陳穎均 亞軍 --     

    
女子公開組 4x25

米捷泳接力賽 
 季軍 --     

    
女子 C 組 50 米 

捷泳 
 季軍 --     

2009 至 2010 年度至今總獎數為 339 項，包括︰1 項團體榮譽獎、1 項最積極參與獎、6 項金獎、93 項冠軍(破紀錄 8 項)、8 項一等獎、1 項第一名、1 項最佳製作獎、67 項亞軍、9 項銀獎、5 項二等獎、1 項第二名、62 項季軍、8 項

銅獎、2 項第三名、6 項三等獎、1 項第四名、9 項殿軍、1 項全國第七名、17 項優異獎、1 項亞太區 8 強、19 項最佳進步獎、1 項香港學生運動員獎、1 項最投入個人義工獎、2 項最有價值球員獎、1 項最佳防守球員獎、2 項傑出青

少年運動員、4 項社區傑出義工獎、3 項卓越學生獎、5 項傑出運動員、1 項傑出合作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