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13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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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013 / 第20屆亞洲田徑錦標賽 男子4×400米接力 6B梁景雄 3分14秒34(破香港紀錄) 霍紹波

2 25/8/2013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女子組 2A陳紫晴 冠軍 霍紹波

25/8/2013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女子組 2B陳銘心 冠軍 霍紹波

25/8/2013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女子組 2B易綽琳 冠軍 霍紹波

25/8/2013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女子組 2C董雪晴 冠軍 霍紹波

25/8/2013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女子組 2D樊頌然 冠軍 霍紹波

25/8/2013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女子組 3C陳煦詩 冠軍 霍紹波

25/8/2013 手球總會 全港分齡手球比賽 U14女子組 3C陳穎彤 冠軍 霍紹波

3 3-4/8/2013 香港國際跆拳道總會 第七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暨新手邀請賽 國際博擊賽 2A黃智弘 冠軍 申玉超

4 19/8/201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第九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發明創作 2B郭逸朗 金獎(獲人民幣2000元作獎學金) 黃耀坤

19/8/201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第九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發明創作 4A黃深銘 金獎(獲人民幣2000元作獎學金) 黃耀坤

19/8/201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第九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發明創作 5B李鍵邦 金獎(獲人民幣2000元作獎學金) 黃耀坤

19/8/201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第九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發明創作 5C張學文 金獎(獲人民幣2000元作獎學金) 黃耀坤

5 19/8/2013 中國空手道總會 2013年全國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男子少年個人賽 4C陳浩航 亞軍 申玉超

6 19/8/2013 中國空手道總會 2013年全國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男子少年個人全能賽 4C陳浩航 亞軍 申玉超

7 10/9/2013 香港手球總會 全港手球甲組聯賽2012-2013 女子甲組 校友：賴美如、周佩儀、雲愛雯 冠軍 霍紹波

8 20/9/2013 香港手球總會 全港手球公開賽2012-2013 女子組 3C陳煦詩 冠軍 霍紹波

20/9/2013 香港手球總會 全港手球公開賽2012-2013 女子組 3C陳穎彤 冠軍 霍紹波

20/9/2013 香港手球總會 全港手球公開賽2012-2013 女子組 校友：雲愛雯、郭芷菁、
周佩儀、賴美如、羅福慧 冠軍 霍紹波

9 28/9/2013 亞洲中學生田徑比賽籌辦委員會 亞洲中學生田徑比賽 男子4x100米接力 6B梁景雄 亞軍 霍紹波

10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50米蛙泳 6A彭詩昕 冠軍 霍紹波

11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100米蛙泳 6A彭詩昕 亞軍 霍紹波

12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100米自由泳 5B陳筠灝 冠軍 霍紹波

13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200米自由泳 5B陳筠灝 冠軍 霍紹波

14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100米背泳 5C陳曉鈺 季軍 霍紹波

15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50米背泳 5C陳曉鈺 季軍 霍紹波

16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5A許清兒 冠軍 霍紹波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5B陳筠灝 冠軍 霍紹波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5C陳曉鈺 冠軍 霍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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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6A彭詩昕 冠軍 霍紹波

17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團體 / 季軍 霍紹波

18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50米自由泳 5B吳家棟 亞軍 霍紹波

19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50米蝶泳 5B吳家棟 亞軍 霍紹波

20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4C梁霖鋒 冠軍 霍紹波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5B吳家棟 冠軍 霍紹波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5D葉宗信 冠軍 霍紹波

4/10/2013 屯門學體會 校際游泳比賽 男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6B梁景雄 冠軍 霍紹波

21 27/10/2013 香港跆拳道協會 全港青少年跆拳道比賽2013 男子色帶組搏擊 2A 黃智弘 冠軍 申玉超

22 5/11/2013 屯門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越野比賽 女甲個人 5B陳筠灝 冠軍 霍紹波

23 5/11/2013 屯門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越野比賽 女甲個人 5A余名玉 季軍 霍紹波

24 17/11/2013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C組(100米) 6C施俊威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25 17/11/2013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D組(跳高) 3A劉健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26 24/10/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體育會 北區第二十八屆分齡羽毛球比賽 靑少年MXC組混合雙打 5A余名玉 季軍 譚志傑

27 23/11/2013 香港禁毒兵團 抗毒堆沙設計邀請賽2013 學界組 2B郭逸朗 亞軍 申玉超

23/11/2013 香港禁毒兵團 抗毒堆沙設計邀請賽2013 學界組 2D鍾炫軒 亞軍 申玉超

23/11/2013 香港禁毒兵團 抗毒堆沙設計邀請賽2013 學界組 4C陳浩航 亞軍 申玉超

28 1/12/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F組：50米自由式 5B吳家棟 亞軍 譚志傑

29 1/12/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F組：100米自由式 5B吳家棟 亞軍 譚志傑

30 1/12/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F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5B吳家棟 冠軍 譚志傑

31 7/12/2013 永隆中學 第二屆永隆盃射箭比賽 男子公開組 5C莫曉麟 冠軍 霍紹波

32 7/12/2013 永隆中學 第二屆永隆盃射箭比賽 男子高中組 4A周浩霖 亞軍 霍紹波

33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100米 6C施俊威 冠軍 霍紹波

34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100米 5B杜梓強 亞軍 霍紹波

35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200米 6B梁景雄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36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200米 6C施俊威 亞軍(破紀錄) 霍紹波

37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400米 6B梁景雄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38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4x100米 5B杜梓強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4x100米 6C施俊威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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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4x100米 6B梁景雄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4x100米 6B梁詠恒 冠軍(破紀錄) 霍紹波

39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4x100米 3A劉健 亞軍 霍紹波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4x100米 3C梁鎮朗 亞軍 霍紹波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4x100米 3D陶俊軒 亞軍 霍紹波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4x100米 4D梁展鴻 亞軍 霍紹波

40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跳高 3A劉健 冠軍 霍紹波

41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三級跳 3A劉健 冠軍 霍紹波

42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跳遠 4D梁展鴻 冠軍 霍紹波

43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鉛球 2C陳家樂 季軍 霍紹波

44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標槍 5C鄭國豪 冠軍 霍紹波

45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標槍 3A郭靖 季軍 霍紹波

46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女甲1500米 5A余名玉 冠軍 霍紹波

47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女甲1500米 5B陳筠灝 季軍 霍紹波

48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女乙鐡餅 3D鄭之敏 亞軍 霍紹波

49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甲團體 / 季軍 霍紹波

50 2/12/2013及4/12/2013 屯門學體會 學界田徑比賽 男乙團體 / 優異 霍紹波

51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2C陳家樂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3A劉健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3C譚勤鋒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5A黃智賢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5B朱景隆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5C陳梓浚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5D陳統炎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5D何偉明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5D葉宗信 殿軍 陳憲潮

30/9/2013 屯門少年警訊 屯門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齊心同滅罪」共融籃球五人賽 5D葉鈞豪 殿軍 陳憲潮

52 14/10/2013 嘉頓時時食 香港三項鐡人挑戰賽2013 女子14-17歲：半程挑戰組 5B陳筠灝 亞軍 譚志傑

53 8/12/2013 協青社 「Y！躍動計劃」2013才能競技賽運動攀登速度賽 男子少年組 3B譚浩然 冠軍 申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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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8/12/2013 協青社 「Y！躍動計劃」2013才能競技賽運動攀登挑戰賽 男子公開組 3B劉澄鋒 季軍 申玉超

55 8/12/2013 香港攀山及運動攀登總會 第25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公開組 校友 歐智鋒 季軍 申玉超

56 8-12/12/2013 2013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組委會 2013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 男子少年個人型 4C陳浩航 冠軍 申玉超

57 8-12/12/2013 2013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組委會 2013年全國空手道冠軍賽 男子少年個人組手 4C陳浩航 亞軍 申玉超

58 15/12/2013 南區康文署 南區公開射箭比賽 男子初級組 5C莫曉麟 冠軍 霍紹波

59 1/12/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2013 女子青少年F組：100米自由式 5B陳筠灝 冠軍 譚志傑

60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1A盧漪林 季軍 龔幼萍

61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3B盧震軒 季軍 陳明姬

62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4A李靜妍 季軍 樊文鈺

63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3A 李靜怡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4A潘樂宜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4A王林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4B劉棨溱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4C周琬婷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4C俞芷欣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5A岑梓晴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5A陶詠堯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5C劉芷淇 優良證書 劉瑞霞、文翠芬、黃美明、Oliver、李巧恩、伍俊樺

64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2A區兆雅 良好證書 潘潔華、林素月、胡卓欣、焦桂英、許皓琳、陳敏慧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2A梁嘉軒 良好證書 潘潔華、林素月、胡卓欣、焦桂英、許皓琳、陳敏慧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2A廖嘉俊 良好證書 潘潔華、林素月、胡卓欣、焦桂英、許皓琳、陳敏慧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2A葉凱嵐 良好證書 潘潔華、林素月、胡卓欣、焦桂英、許皓琳、陳敏慧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2B廖尉男 良好證書 潘潔華、林素月、胡卓欣、焦桂英、許皓琳、陳敏慧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2B葉卓嵐 良好證書 潘潔華、林素月、胡卓欣、焦桂英、許皓琳、陳敏慧

18/12/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6B施淑芬 良好證書 潘潔華、林素月、胡卓欣、焦桂英、許皓琳、陳敏慧

65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4A黃深銘 季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5B李鍵邦 季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5C張學文 季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高中組) 5D明藝進 季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 4 -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13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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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3C郭禮賢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3D盧國忠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3D黃添祺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67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3C郭禮賢 體育精神獎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3D盧國忠 體育精神獎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3D黃添祺 體育精神獎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68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1A韓寶盈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1A關迦諾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1A文錦鴻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1C陳國友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1C黃嘉豪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21-22/12/2013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亞洲機械人聯盟 香港工程挑戰賽2013 VEX機械人錦標賽(中學組) 1D陳崇德 八強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朱俊華

69 2/9/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羽毛球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雙打L組(18歲或以下) 5B楊子鍵 冠軍 譚志傑

70 12/10/2013 少年警訊 少訊警訊區際龍舟慈善賽2013 最佳團體服飾設計獎 4A陳淑芳 冠軍 陳憲潮

12/10/2013 少年警訊 少訊警訊區際龍舟慈善賽2013 最佳團體服飾設計獎 5A陳淑嫻 冠軍 陳憲潮

12/10/2013 少年警訊 少訊警訊區際龍舟慈善賽2013 最佳團體服飾設計獎 5A李楠 冠軍 陳憲潮

12/10/2013 少年警訊 少訊警訊區際龍舟慈善賽2013 最佳團體服飾設計獎 5A岑梓晴 冠軍 陳憲潮

71 29/9/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中西區分齡羽毛球比賽2013 男子單打青少年MF組(16-18歲) 5C鄭國豪 殿軍 鄧智光

72 20/10/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離島區體育會、離島民政事務處、離島八分區鄉事委員會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C組：標槍 5C鄭國豪 亞軍(42.78米) 鄧智光

73 3/11/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C組：標槍 5C鄭國豪 亞軍(44.80米) 鄧智光

74 10/11/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北區體育會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3 標槍 5C鄭國豪 冠軍(39.94米) 鄧智光

75 10/11/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體育會 沙田區田徑運動大會2013 男子青少年組(MC)標槍 5C鄭國豪 季軍(40.56米) 鄧智光

76 10/11/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體育會 深水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C組：標槍 5C鄭國豪 冠軍(39.49米) 鄧智光

77 17/11/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2013 男子C組(16-18歲)：標槍 5C鄭國豪 冠軍(42.8米) 鄧智光

78 24/11/20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西貢區體育會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2013 男子青少年組(16-18歲)(標槍決賽) 5C鄭國豪 冠軍(45.10米)(破大會記錄) 鄧智光

79 28/12/2013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3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英文朗誦 1A盧漪林 亞軍 龔幼萍

80 28/12/2013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3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英文朗誦 3B盧震軒 亞軍 陳明姬

81 28/12/2013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3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英文朗誦 4A李靜妍 亞軍 樊文鈺

82 2/3/2014 平等機會委員會、
明愛全樂軒 「正。心情」樂悠悠計劃 全樂一叮才藝比賽 5D何俊廸 冠軍(獲無印良品$700及獎座) 陳明姬
麥翠晶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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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6/11/2013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有限公司、深圳冰上運動輪滑協會 2013深圳市青少年速度輪滑錦標賽 男子乙組 2C蔡俊賢 亞軍 張詠欣

84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2C陳家樂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2C戚本紀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3A劉健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3A刁欽明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3B趙彥豪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3B羅興盛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3C譚勤鋒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4C許耀文 冠軍 霍紹波

12/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4D汪霈楓 冠軍 霍紹波

85 15/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2C雅嵐 亞軍 霍紹波

15/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2C董雪晴 亞軍 霍紹波

15/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3C陳煦詩 亞軍 霍紹波

15/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3C陳穎彤 亞軍 霍紹波

15/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3C莫詠然 亞軍 霍紹波

15/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3D鄭之敏 亞軍 霍紹波

15/3/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手球比賽 女子乙組 4A堵淑瀅 亞軍 霍紹波

86 12/1/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2014年度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羽毛球 5A余名玉 季軍 譚志傑

12/1/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2014年度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羽毛球 5B陳慧琳 季軍 譚志傑

12/1/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2014年度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羽毛球 5B林穎彤 季軍 譚志傑

12/1/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2014年度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羽毛球 5B劉淑敏 季軍 譚志傑

12/1/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2014年度屯門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羽毛球 5C黃映彤 季軍 譚志傑

87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2D陳焯嵐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A周經濂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A劉健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B盧震軒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C鍾梓軒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C馮啓宇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C馮錦濠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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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C郭禮賢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D陶俊軒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3D謝駿傑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4A劉卓鋒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4C趙駿傑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4C盧耀庭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4C馬天逸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4C吳浩銘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22/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 4D梁展鴻 冠軍 盧日高、胡裕星

88 27/3/2014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Overall Triathlon Series Award Female Junior 5B陳筠灝 亞軍 譚志傑

89 27/3/2014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Overall Individual Series Award Female Junior 5B陳筠灝 亞軍 譚志傑

90 27/3/2014 香港三項鐡人總會 2013 Overall Duathlon Series Award Female Junior 5B陳筠灝 亞軍 譚志傑

91 29/3/2014 Dragon Bowling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女子組個人賽 5C霍映晴 冠軍 霍紹波

92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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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 1A關迦諾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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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 1A文錦鴻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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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 3D盧國忠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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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 4A黃深銘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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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 5B李鍵邦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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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 5C張學文 冠軍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93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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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物理及工程(高中)組別 4A黃深銘 美國耶魯大學科學與工程學會特別獎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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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物理及工程(高中)組別 5B李鍵邦 美國耶魯大學科學與工程學會特別獎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94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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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物理及工程(高中)組別 4A黃深銘 二等獎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3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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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物理及工程(高中)組別 5B李鍵邦 二等獎 鄧智光、鄒志輝、
黃耀坤

95 6/4/2014 羅桂祥中學 羅桂祥盃射箭比賽 男子甲組 5C莫曉麟 季軍 霍紹波

96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1B郭禹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1D黃士揚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2A陳貴明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2B曾嘉杰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2C陳衍良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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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2C陳毅泓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2C林冠峯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2C雷活麟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2C胡志鋒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17-22/4/2014 香港壘球總會 2014壘球新秀賽 2014壘球新秀賽 3A郭靖 殿軍 何樹顯老師、朱俊華先生

97 30/4/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學界射箭比賽 男甲反曲弓：個人 5C莫曉麟 亞軍 霍紹波

98 30/4/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學界射箭比賽 男甲團體 4A周浩霖 殿軍 霍紹波

30/4/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學界射箭比賽 男甲團體 4B劉棨溱 殿軍 霍紹波

30/4/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學界射箭比賽 男甲團體 5C莫曉麟 殿軍 霍紹波

99 1/5/20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6A陳健邦 季軍 霍紹波

1/5/20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6A張文俊 季軍 霍紹波

1/5/20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6A胡家銘 季軍 霍紹波

1/5/20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6A葉劍彬 季軍 霍紹波

1/5/20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6C鄒俊偉 季軍 霍紹波

1/5/20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6C羅青 季軍 霍紹波

1/5/20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組 6C葉家樂 季軍 霍紹波

100 1/5/2014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港青兒童及青少年運動攀登比賽2014 男子青年組 1C黃卓楠 季軍 申玉超

101 4/5/2014 香港射箭總會 Samsung體育節射箭公開賽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70米) 5C莫曉麟 冠軍 霍紹波

102 4/5/2014 香港工程師學會 電機模型比賽2014 電機模型比賽2014 1A關迦諾 最佳創意大獎 鄒志輝

4/5/2014 香港工程師學會 電機模型比賽2014 電機模型比賽2014 1D鍾復恩 最佳創意大獎 鄒志輝

4/5/2014 香港工程師學會 電機模型比賽2014 電機模型比賽2014 2B李永洪 最佳創意大獎 鄒志輝

103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1C鄭浩威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1D張柏麟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1D周冠衡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A劉學謙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A廖嘉俊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B陳嘉俊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B李晉昇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C陳毅泓 亞軍 霍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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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C莫世豪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D周家龍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D李皓洋 亞軍 霍紹波

5/5/2014 屯門學體會 校際男丙籃球 校際男丙籃球 2D莫栢謙 亞軍 霍紹波

104 16/3/2014及23/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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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歲 4C陳浩航 季軍 申玉超

105 16/3/2014及23/3/2014 香港空手道總會 2014年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 高級組形男子14-15歲 4C陳浩航 亞軍 申玉超

106 6/5/2014 香港糸東流空手道拳會 第七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男子套拳14-15歲 4C陳浩航 冠軍 申玉超

8/5/2014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5A歐佩雯 書券$1000及獎狀 陳明姬

8/5/2014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5B陳筠灝 書券$1000及獎狀 陳明姬

8/5/2014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5B陳子軒 書券$1000及獎狀 陳明姬

8/5/2014 The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The Kiwanis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2014 5B譚靜琳 書券$1000及獎狀 陳明姬

107 15/5/2014 屯門保齡球場 個人讓分聯賽 霍紹波老師 亞軍 (獲獎金$1500) 霍紹波

108 18/5/2014 全民田徑會 全民分齡田徑賽 男子100米 6C施俊威 冠軍 霍紹波

109 18/5/2014 全民田徑會 全民分齡田徑賽 男子標槍 5C鄭國豪 亞軍 霍紹波

110 21/5/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傑出運動員獎 新界地域全能中學傑出運動員獎 3A劉健 新界地域全能中學傑出運動員獎 霍紹波

111 21/5/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傑出運動員獎 屯門區全能中學傑出運動員獎 3A劉健 屯門區全能中學傑出運動員獎 霍紹波

112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1A梁澤豐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1A曾嘉城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1A安齊一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1C鄭浩威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1D張柏麟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1D周冠衡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1D黃志基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2A劉學謙 季軍 霍紹波

24/5/2014 屯門學體會 男丙手球校際比賽 男丙手球 2A廖嘉俊 季軍 霍紹波

113 24/5/2014 屯門保齡球場 九瓶Jackpot比賽 / 霍紹波老師 季軍(獲獎金$150) 霍紹波

114 31/5/2014 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香港科學館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2014 高中組發明品 4A黃深銘 亞軍 鄧智光、黃耀坤

31/5/2014 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香港科學館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2014 高中組發明品 5B李鍵邦 亞軍 鄧智光、黃耀坤

115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A陳浩元 二等獎 黃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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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A陳冠亨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A韓寶盈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A關迦諾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A郭文浩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A梁進彥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A文錦鴻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1C黃嘉豪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2B甘翰明 二等獎 黃耀坤

8/11/2013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創新科技月 鹽水發電車大賽 2B謝柏軒 二等獎 黃耀坤

116 30/4/2014 青松觀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4盆栽花卉參展比賽 中學組環保盆栽組 1A關迦諾 亞軍 黃耀坤

30/4/2014 青松觀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4盆栽花卉參展比賽 中學組環保盆栽組 1A文錦鴻 亞軍 黃耀坤

30/4/2014 青松觀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4盆栽花卉參展比賽 中學組環保盆栽組 4D徐兆寅 亞軍 黃耀坤

30/4/2014 青松觀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4盆栽花卉參展比賽 中學組環保盆栽組 5C張學文 亞軍 黃耀坤

117 29/5/2014 屯門民政事務處 香港是我家屯門區齊心滅罪嘉年華2014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1A關迦諾 殿軍 黃耀坤

29/5/2014 屯門民政事務處 香港是我家屯門區齊心滅罪嘉年華2014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1A文錦鴻 殿軍 黃耀坤

29/5/2014 屯門民政事務處 香港是我家屯門區齊心滅罪嘉年華2014 攤位遊戲設計比賽 1C黃嘉豪 殿軍 黃耀坤

118 8/6/2014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第57屆體育節：2014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 男子高級組別：障礙賽(12歲或以上) 2C蔡俊賢 冠軍 張詠欣

119 8/6/2014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第57屆體育節：2014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 男子高級組別：蓮步舞(12歲或以上) 2C蔡俊賢 冠軍 張詠欣

120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高中組 5A鄭頌棋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高中組 5A劉偉樂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高中組 5B陳警輝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高中組 5D明藝進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21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中學組 2B郭逸朗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中學組 3C郭禮賢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中學組 3D盧國忠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12/2013 亞太機械人錦標賽2013 VEX機械人比賽 中學組 3D黃添祺 銅獎 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

122 13/4/20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3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12-14歲：500米 2C蔡俊賢 殿軍 張詠欣

123 13/4/20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3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12-14歲：3000米 2C蔡俊賢 季軍 張詠欣

124 29/6/2014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4香港速度錦標賽 男子13-14歲：1000米 2C蔡俊賢 冠軍 張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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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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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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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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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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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盧國忠 一等獎 黃耀坤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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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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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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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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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盧國忠 優異獎 黃耀坤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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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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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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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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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盧國忠 優異獎 黃耀坤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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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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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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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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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盧國忠 優異獎 黃耀坤

129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環保‧還寶」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1A關迦諾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環保‧還寶」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1A文錦鴻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環保‧還寶」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2B郭逸朗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6/7/2014 晉峰青年商會 「環保‧還寶」全港中學生升級再造環保設計比賽 5C張學文 會長心意獎 黃耀坤

2013至2014年度至今總獎數為129項，包括：45項冠軍、33項亞軍、24項季軍、6項殿軍、2項八強、1項金獎、2項銅獎、1項一等獎、2項二等獎、1項最佳創意大獎、1項體育精神獎、4項優異獎、1項優

良證書、1項良好證書、1項美國耶魯大學科學與工程學會特別獎、1項會長心意獎、1項破香港紀錄、1項新界地域全能傑出運動員獎及1項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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